淡江大學 98 學年度畢業典禮
一、依據：依本校 98 學年度畢業典禮及畢業生校園巡禮協調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 目的：為祝賀莘莘學子在五虎崗習業有成，特以「淡江 DNA‧企業評價 A」為主題，藉系列
活動，營造校園溫馨氣氛，期使畢業生帶著全校師生的祝福及美好回憶，昂首開展人生新的
里程碑。
三、 畢業典禮預演：
(一)時間：99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
(三)主持人：高副校長柏園。
(四)參加人員：
1.各有關單位之工作人員。
2.現場服務之工作人員。
3.各學院推薦畢業博士生之一級主管。
4.領證、領獎、呈獻紀念品及致答辭之學生代表、各系畢業班代表。
5.司儀、童軍團、親善大使、各系舉旗、舉牌同學。
四、 畢業生校園巡禮：
(一)時間：99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9 時至 10 時。
(二)地點：淡水校園。
(三)參加人員：
1.張創辦人、校長、副校長、各一級單位主管、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畢業班導師。
2.應屆畢業生。
(四)校園巡禮序列及路線，詳路線圖（請參考下頁）。
(五)巡禮隊形：以院為單位，請院長、研究所所長、系主任擔任畢業班領隊，學生隊伍以 4
路行進（研究所畢業生以院為單位行進、日間部及進學班合併於所屬系別行進）。
五、 畢業典禮：
(一)時間：99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10 時。
(二)地點：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
(三)主持人：張校長 家宜。
(四)參加人員：
1.張創辦人、名譽董事長、董事長、董事、歷任校長、副校長、各一級單位主管、系主
任、研究所所長、畢業班導師、專兼任教師、各類型校友會理事長或會長、系所校友
會會長、畢業生家長。
2.應屆畢業生代表（著學、碩、博士服）。
3.各單位派遣之服務人員。
4.貴賓、各類型校友會理事長或會長、系所校友會會長及家長代表。
(五)典禮程序：（請參考下頁）。
(六)進場時間：6 月 12 日上午 9 時至 9 時 50 分（9 時 55 分開始管制，逾時者不得進入會場）。
(七)場地分配：詳見各院系畢業生集合位置圖及畢業典禮會場位置分配圖（請參考下頁）。
1

各院系集合位置及進場順序
一、各院系集合位置(圖書館側面道路、活動中心)：
(一)(圖書館側面道路)國際學院
(二)(圖書館側面道路)教育學院、教科
(三)(圖書館側面道路)外語學院、英文、日文、俄文、德文、西語、法文
(四)(活動中心)理學院、化學、數學、物理
(五)(活動中心)文學院、中文、資傳、大傳、資圖、歷史
(六)(活動中心)工學院、電機、資訊、水環、化材、機電、土木、航太、建築
(七)(活動中心)管理學院、統計、運管、公行、資管、企管、會計、決策
(八)(活動中心)商學院、保險、產經、經濟、國貿、財金
(九)(活動中心)社發學院、休閒、服務、景觀
(十)(活動中心)創發學院、資軟、資通、旅遊
(十一)(活動中心)全發學院、政經、語言

二、各院系進場順序：
(一)09：00 國際學院自海報街前進，經五虎崗階梯，由體育館右側側門進場
(二)09：00 教育學院自海報街前進，經五虎崗階梯，由體育館右側側門進場
(三)09：00 外語學院自海報街前進，經五虎崗階梯，由體育館左側側門進場
(四)09：05 理學院自活動中心出發，經海報街、五虎崗階梯，由體育館右側側門進場
(五)09：10 文學院自活動中心出發，經海報街、五虎崗階梯，由體育館右側側門進場
(六)09：10 工學院自活動中心出發，經海報街、五虎崗階梯，由體育館左側側門進場
(七)09：15 管理學院自活動中心出發，經海報街、五虎崗階梯，由體育館右側側門進場
(八)09：20 商學院自活動中心出發，經海報街、五虎崗階梯，由體育館左側側門進場
(九)09：25 社發、創發、全發學院自活動中心出發，經海報街、五虎崗階梯，由體育館左側側門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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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系校園巡禮序列及路線圖
一、校園巡禮路線：
由活動中心→海報街→五虎崗階梯（經過時向創辦人、校長等師長及貴賓揮手致意）→體育館
二、行進隊形：
樂隊、院牌、院長、碩博士畢業生、系旗系牌、系主任、班導師、大學部畢業生成４路前進。
三、校園巡禮順序：
（一）國際學院
（二）教育學院：教科系
（三）外語學院：１英文、２日文、３俄文、４德文、５西語、６法文
（四）理學院：１化學、２數學、３物理
（五）文學院：１中文、２資傳、３大傳、４資圖、５歷史
（六）工學院：１電機、２資訊、３水環、４化材、５機電、６土木、７航太、８建築
（七）管理學院：１統計、２運管、３公行、４資管、５企管、６會計、７決策
（八）商學院：１保險、２產經、３經濟、４國貿、５財金
（九）社發學院：１休閒、２服務、３景觀
（十）創發學院：１資軟、２資通、３旅遊
（十一）全發學院：１政經、２語言
四、校園巡禮管制點：五虎崗階梯
（以院為單位集合整理各系隊伍，由院長率隊前進）
五、校園巡禮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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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畢業典禮及畢業生校園巡禮工作進度時程管制表
時間 負責單位

工

作

事

項

1.各系舉旗舉牌、親善大使、童軍團等服務同學至活動中心報到集合

軍訓室

2.指派童軍、親善大使各 2 名向交安組報到，隨交通車至捷運站接待畢業生及家長搭車
（捷運站）

07：50
交安組

1.指派 2 部校車至捷運站接駁（捷運站）
2.校警於各管制站開始管制交通及車輛進入
1.完成校園巡禮路線（學生活動中心、海報街、福園旁道路、五虎崗階梯、紹謨紀念體

08：10 事務組

育館）之整潔及會場佈置
2.完成博士服準備並提供借用（紹謨紀念體育館 3 樓 SG316 室）

學務處

1.完成各系獎狀、證書的發放（紹謨紀念體育館）
2.親善大使開始接待貴賓及配戴胸花（紹謨紀念體育館）

秘書室

1.接待新聞記者及貴賓（紹謨紀念體育館）
2.將貴賓胸花送交諮輔組胡延薇組長（紹謨紀念體育館）
1.協助秘書室收禮（紹謨紀念體育館）

事務組

2.完成茶水供應之準備（貴賓休息室、家長休息室、紹謨紀念體育館）
3.完成家長休息室之設置（紹謨紀念體育館 1 樓社團活動區、3 樓桌球室及教室）
1.完成會場內、外音響之架設測試（紹謨紀念體育館）

遠距組

2.攝影（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
3.協助大傳系轉播事宜
1.指導童軍團及親善大使開始引領家長進入會場就座

08：20
軍訓室

2.童軍團就指定位置執行會場秩序維持（紹謨紀念體育館會場內、外管制及引導搭乘交
通車家長進入會場）
3.各系持系旗、牌服務同學，就各系集合位置招呼畢業生
1.於紹謨紀念體育館 3 樓設置家長服務台

生輔組

2.分派親善大使執行各項服務工作（貴賓室、紹謨紀念體育館前門、1 樓、3 樓家長休
息室、樓上家長席之接待引導）

課外組

1.集合樂隊、合唱團完成準備並開始演奏（紹謨紀念體育館）
2.司儀、畢業生代表致詞完成講稿確認（紹謨紀念體育館）

大傳系
遠距組

完成紹謨紀念體育館各樓層家長休息室之多媒體螢幕連接（同步轉播典禮實況）

僑輔組

完成僑生家長招待之準備工作並引導進場

各系所

請系助理就指定位置開始集合參加畢業典禮之畢業生

08：30 學務處

管制人員至各管制站協助維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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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

系教官至各系集合位置協助畢業生之點名整隊

各系所

由各系主任、所長率教授、畢業班導師至各系集合位置準備進入會場

交安組

警衛管制校園各路口之交通和秩序
指揮各系依校園巡禮順序及路線行進，分別由紹謨紀念體育館兩側門口進場，順序如下：
1.國際學院 09：00 開始行進，實施校園巡禮後由紹謨紀念體育館右側門進入會場
2.教育學院 09：00 按教科系之順序行進、自右側門進場
3.外語學院 09：00 按英文、日文、俄文、德文、西語、法文之順序自左側門進場
4.理學院 09：05 按化學、數學、物理之順序行進、自右側門進場
5.文學院 09：10 按中文、資傳、大傳、資圖、歷史之順序行進、自右側門進場

軍訓室

6.工學院 09：10 按電機、資訊、水環、化材、機電、土木、航太、建築之順序自左側門
進場
7.管理學院 09：15 按統計、運管、公行、資管、企管、會計、決策順序自右側門進場

09：00

8.商學院 09：20 按保險、產經、經濟、國貿、財金之順序自左側門進場
9.社發學院 09：25 按休閒、服務、景觀之順序自左側門進場
10.創發學院 09：25 按資軟、資通、旅遊之順序自左側門進場
11.全發學院 09：30 按政經、語言之順序自左側門進場

各系所

所長、系主任率師長、畢業班導師及畢業生依序進入會場

學務處

司儀依各系所進場順序，介紹系所名及師長職銜姓名

交安組

完成進入會場路線之淨空及秩序維持
1.引導與會來賓、師長及家長就位完畢

學務處
09：40

2.會場指揮官第 1 次調整座次及宣布會場注意事項

軍訓室

系教官配合會場指揮官調整隊伍及維護會場秩序

秘書處

引導貴賓就定位
1.協助引導台上貴賓、師長就位

學務處

2.會場指揮官第 2 次整理隊伍並再宣布會場注意事項

09：45
3.將證書、獎狀、獎品分送至各系座席交系主任

軍訓室

督導童軍團及親善大使安排管制會場進出

交安組

警衛同步管制會場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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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督導司儀掌握程序進行，典禮程序時間如下：
一、典禮開始
二、奏樂
三、全體肅立
四、主席就位
五、唱國歌（2 分鐘）
六、向國旗暨

國父遺像行三鞠躬禮（1 分鐘）

七、主席致詞（5 分鐘）
八、創辦人或董事長致詞（5 分鐘）

學務處
10：00 軍訓室
交安組

九、貴賓致詞（5 分鐘）
十、校友總會理事長致詞 （5 分鐘）
十一、頒獎（20 分鐘）
十二、推薦畢業生（15 分鐘）
十三、頒發畢業證書（20 分鐘）
十四、畢業生呈獻紀念品（2 分鐘）
十五、畢業生代表致謝詞（3 分鐘）
十六、唱校歌（3 分鐘）
十七、唱驪歌（3 分鐘）
十八、禮成
2.引導各領獎及領證代表受獎
3.典禮全程嚴格管制門禁不得進出，並要求不得任意走動(7、8 樓側門有教官協助)

交安組

各路口之交通維持管制

學務處

督導童軍團執行會場四周秩序維持

11：30
1.會場指揮官指揮各系依序由紹謨紀念體育館兩側門口離開會場（按蘭陽校園、
國際學院及研究所、商學院、管理學院、工學院、外語學院、教育學院、文學
11：30 軍訓室
院、理學院之順序）
2.各院系教官協助出場秩序維持

11：40

總務處

畢業典禮結束，清理會場

交安組

指派交通車於網球場接送畢業生及家長至捷運站

學務處

指派童軍團協助總務處整理會場

※各系舉旗舉牌同學將畢業生帶至定位後，逕自離開典禮會場，將系牌與旗桿直接歸還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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