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人介紹—科技類—駱尚廉

先生
59 歲（1953 年 8 月）

 學 歷：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 博士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衛生工程組 碩士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學士

 曾 任：
史丹福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所長
臺大工學院環境污染預防與控制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
國科會工程處環工學門 召集人
環境工程學會 理事長

 現 任：

精益求精、實事求是

臺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 特聘教授
國科會自然處永續發展學門 召集人
馮林環保基金會 董事長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 董事
Governing Board: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評審評語
致力於微波誘發資材化、奈米光觸媒反應、資源回收處理、重金
屬固液界面反應，及環境系統等綠色科技研究，於產業環境保護
與永續發展上，貢獻卓著。

得獎感言
我要先感謝內人曹郭珠女士對我們的
家庭全時間與全力的照顧，她使我能全心
投入在教學與研究工作上。獲得東元獎的
肯定，我要感謝評審委員的厚愛與對我研
究成果的肯定，此項榮譽也應感謝我的指
導教授，包括臺灣大學的楊萬發教授與於
幼華教授，史丹福大學的 James O. Leckie
教授，我的研究團隊同仁，我的學生及所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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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曾幫助過我及與我合作的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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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特約記者郭怡君

淨化重金屬污泥和工業廢水，環保省能健康一把罩
台灣工業每年製造的重金屬污泥多達
32 萬公噸，部分業者為節省污泥處置成本
而到處偷埋，成為人民健康的隱形殺手，
也嚴重威脅台灣的生態環境，台塑便曾因
在柬埔寨的汞污泥處理不善，引發國際糾
紛付出鉅額賠償。將污泥中高濃度重金屬
取出的傳統技術需要耗費很高的能量，
和至少 24 小時的處理時間，且去除效率
僅達 70%，台大環境工程學研究所教授駱

帶領土木系學生參觀八里污水廠

尚廉研發出嶄新的「微波誘發技術」，不但處理時間大幅縮短到只要半小時、
處理時間大幅縮短到 要半小時
除污效率提升到 95%，將重金屬回收再利用的可能性也大增，成為「環保除
污、節能減碳、再生資源」三大功能於一身的新利器。

童年與工業區比鄰而居，埋下心中關注環保的種子
如今是環保工程界重量級教授的駱尚廉，小學四年級以前是個會打架的
調皮孩子，讓老師常到家裡「訪問關切」。從小住在高雄前鎮區獅甲國中附近
眷村的他，父親駱國良是當年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的兵工廠一員，母親則是
父親在國共會戰時期某次放假回家，由親戚介紹「從認識、結婚到連袂離家
在一週內完成」的伴侶。回憶童年時光，駱尚廉印象最深刻的竟是「各種難聞
的氣味」！
「眷村旁邊就是工業區，從早到晚排放不同的毒氣，早上是濃濃的硫酸
味，中午是肥料場的臭氣，傍晚可能是製鋁廠排放出含氟化物的廢氣……大
概是因為這樣，小時候左鄰右舍的孩子都很少蛀牙。」駱尚廉自我解嘲地說。
然而，三不五時的關窗阻止不了工業廢氣污染的長期影響，包括駱尚廉的父
母在內，住在前鎮區的不少鄉親都死於癌症，也在無形中導引駱尚廉走上為
保護環境而努力的環境工程之路。
小四以前整體成績並不突出的駱尚廉，某次數學考了全校唯一的 100
分，讓他心生榮譽感而開始比較會念書。保送至高市二中（現前金國中）後數
學仍是他的強項，初中數學老師常以成績衡量學生，某次看到駱尚廉跟數學
考不好的同學玩，竟對他說「看你這麼聰明，怎
麼會跟那麼笨的人在一起？」然而這位被初中數
學老師罵笨的同學，日後卻奮力考上了台大社
會系，還成為駱尚廉和太太結緣的牽線人呢！

與台大籃球場邊發橘子的女孩結為
終生伴侶
雄中學畢業後先考上中央大學，爾後轉
入台大土木系的駱尚廉回憶，當時就讀台大社

與太太合影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25

得獎人介紹—科技類—駱尚廉

會系的初中同學跟他借東西，要駱尚廉到法學院球場找他索還，結果碰到社
會系正在比籃球，站在一旁等待的駱尚廉看到有個社會系女生一一發橘子給
同學吃，發現駱尚廉這個陌生臉孔就問「你是誰啊？」得知他是土木系的，那
女生也發了一個給他，回頭還問：「我弟弟的同學正在找家教，你可以幫他
嗎？」從此結下不解之緣，並在駱尚廉念碩士班時成親。
駱尚廉念大二時，父親罹患食道癌北上開刀，在台大住了近兩個月，
家中經濟陷入空前困境，除了兼家教賺生活費，駱尚廉也拼命念書爭取獎學
金，皇天不負苦心人，大三讀到工學院第一名，讓駱尚廉拿到日本勸業銀
行提供的一萬多元獎學金，相當於父母將近十個月的收入。也是在大三這
一年，系上教結構學的系主任茅聲燾教授向他介紹新興土木界已朝「環境工
程」發展，開啟他對環工的認識，當時土木研究所僅有較為傳統的「衛生工程
組」，距離台大設置環境工程所還有好幾年的時間。
研究所唸書時駱尚廉的母親不幸發現罹患乳癌，雖然做了切除手術，但
媽媽仍在 54 歲就癌症復發過世，臨終前交給
駱尚廉一把當年在中國義烏家鄉鎖住嫁妝櫃子
的鑰匙，囑咐兒子有機會回大陸要打開來看
看。1989 年當台灣終於開放大陸探親，駱尚廉
回到父母的老家打開櫃子只看見一張紅紙，上
頭寫著「臉盆一個、手鐲一對……」，實際的嫁
妝早就被親戚拿走了。倒是意外發現父親的青
年會計學校畢業紀念冊還保存得很完整，翻開
父親同學留給他的祝福感言「國家良相」，也成
曾是眷村青少年籃球隊隊長

為父子個性相似的另一種證明。

基礎科學、生化、經濟都要懂，環工訓練全方位
大學畢業後，受限經濟困窘無法出國留學的駱尚廉選擇留在台大讀研究
所，碩士指導教授楊萬發嚴謹的治學態度，讓他對學術研究有了脫胎換骨的
認識。楊教授鼓勵駱尚廉朝環境工程發展，介紹他去找當時還在美國的台灣
第一個環工博士於幼華教授。「我拜託於教授回台灣指導我，很幸運地得到他
的首肯，讓我成為他指導的第一個博士生。」
「博士班前兩年坦白說讀得很辛苦，因為於教授講求全方位訓練，我不但
要修土木所的課程，還要去理學院修有機化學和生物化學，到商學院修經濟
學。」駱尚廉笑著說，他跟化學系學生一起修劉廣定教授的課，劉教授素以
嚴格當學生聞名於台大，看到竟然有土木所的博士生敢來修，一見面就警告
他，所幸耐操耐磨的駱尚廉最後以高分過關。
「我的耐性一直都維持得不錯，最早應該要感謝教我高中公民的李老
師。」駱尚廉回憶，當時他的成績只排班上第十幾名，沒想到有次上公民課李
老師竟當著全班說：「你們班以後一定有出息的人會是駱尚廉。」原來公民科
是聯考以外、不受同學重視的弱勢科目，但駱尚廉對於公民作業每次都規規
矩矩地找資料寫答案，不因聯考不考就隨便敷衍，讓老師欣賞有加，日後駱
尚廉也常以李老師的話來勉勵自己做事持之以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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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幼華教授給駱尚廉最大的影響則在深
刻體會「學問是活的」。「他要求我不能死讀
書，而要多接觸、多了解社會問題，每次遇
到環境問題的記者會，老師都會推我到前面
去講，他一直強調無論作為一個科學家和工
程師，都應該要全方位去關懷社會。」駱尚
廉語帶感激地說，當實驗或研究碰上難關，
於教授都會要學生自己想辦法解決，也養成
他獨立思考的習慣。

於幼華教授榮退會

博士後研究赴美，目睹學術最尖端的世界
了開拓學生的研究視野，於教授鼓勵駱尚廉報考教育部的公費，到美
國史丹福大學作博士後研究，「我才真正知道美國有多得天獨厚，最新的研究
設備、最卓越的研究成果和最頂尖的大師交流都在那邊。」駱尚廉回憶，單
身赴美雖然寂寞，卻也因為心無旁騖而扎下深厚的研究根基，熬夜通宵做實
驗是家常便飯。「我跟隨的教授專長領域在重金屬氧化物的表面現象，是最基
礎、最困難卻也能應用最廣的研究，於教授當年要我修的有機化學和生化課
就派上用場了。」
駱尚廉 1985 年赴美時兩岸還處於互不往來的閉鎖狀態，國民黨政府禁止
台灣與中國通信，一不小心就會被檢舉為「匪諜」。在他出國前夕，台大工業
中心有位將近 80 歲的工友「老崔」前來拜託，希望駱尚廉想辦法幫忙把他的積
蓄從美國寄給中國的老家。雖然風險很高，駱尚廉不忍拒絕老崔的請求，心
懷忐忑地把老崔匯到自己戶頭的 80 萬台幣換成美金支票寄到大陸，過了一陣
子美國實驗室收到一個裝滿棗子的超級大麻袋，原來是老崔的妹妹收到支票
後寄來的感謝禮物。
醉心於研究改良的駱尚廉，連太太帶著兩個女兒到美國去探望他，都
被他抓去當實驗幫手。待完成博士後研究回到台大，勤奮不懈的駱尚廉常在
研究室工作到兩、三點才回家，同事都知道他是每天只睡三個小時的拼命三
郎。不過近年來太太擔心他的身體，規定駱尚廉要早點回家，「現在每天會睡
四、五個小時了。」

重金屬泥和廢水除污技術不斷精進，
盼盡早推廣至業界
駱尚廉回台灣後的 5-10 年間持續鑽研重
金屬表面現象的研究，以協助解決台灣土壤
和飲用水遭到重金屬污染的問題，近幾年研
發出的「微波誘發技術」，用磁波加熱的原
理雖跟家庭微波爐相通，設備設計卻複雜很
多。利用「有些物質對微波沒有反應，金屬卻
可完全反射微波」的現象，駱尚廉領導的團隊
設計出創新的微波處理器，除了能將 95% 的

獲頒有庠科技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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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屬從污泥解構出來，剩餘的殘渣也能做安定固化，變成堅硬的尖晶石建
材，不但比傳統混凝土便宜好用，甚至可以取代金屬的水溝蓋和人孔蓋。
「最早的雛形機是密閉式的，但考量工廠大量處理的便利性，近年來我的
研究室致力於設計半開放式、可用輸送帶作聚焦除污的微波處理器，目前正
在申請產學合作，希望能早日推廣到業界使用。」
駱尚廉感慨地說，台灣近 20 年來社會的環保意識雖
大幅滋長，國家政策仍偏重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
發展，環保署的表現常常比較像是「經濟促進署」，
在不少關鍵事件上並未真正發揮捍衛環境的職權，
「只要環保署管理能抓緊一點，台灣環境污染問題
就能獲得相當的改善。台灣在環保除污技術已經走
到很前端，實際應用面卻落後很遠，政府相關單位
帶領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

和廢棄物處理業者都有很大空間需要努力。」
在水污染防治方面，每年全球有上百萬兒童因為喝到不乾淨的水而生病

或死亡，駱尚廉指出，對自來水品質威脅最大的是石化業和煉鋼廠廢水排放
的硝酸鹽氮，過去的技術將污水中的硝酸鹽氮還原成氮氣的效率僅有 20%，
他和研究團隊一起努力研發出以銀、鋅為原料的雙金屬觸媒，將污水還原效
率大幅提昇到 60%；針對農業和民生糞尿的阿摩尼亞污染，該團隊也研發出
創新的「奈米鈦管」將傳統除污效率從 50% 提升到 90%。

從搖籃到搖籃的老莊哲學，化腐朽為神奇的永續理念
駱尚廉強調，從管理哲學來看，將一般排放水的管制標準訂得更嚴苛，
對現實問題的改善幅度可能很有限，最好先從最弱的環節開始補強，例如在
集水區範圍內的自來水廠，也應該要適用水源區的「水質管制標準」，否則
各種污水進入水廠再來處理，不但成效有限也浪費處理成本，何況台灣水費
長久以來一直維持著無法反應成本的超低價。水錶以後接到家庭用戶端的水
管，建築法規應明訂要用不鏽鋼管，目前仍有用戶是以白鐵管、銅管或塑膠
管替代，都會讓飲用水質埋伏隱憂。
駱尚廉也十分推崇 2002 年由建築師麥唐諾（W. McDonough）和化學家布
朗嘉（M. Braungart）共同發表的「從搖籃到搖籃」一書所提倡的「循環設計理
念與零廢棄目標」。他解釋，過去產品的生命週期評估概念是「從搖籃到墳
墓」，科學家和工程師只是在尋找讓產品延長壽命、晚一點進入墳場（掩埋垃
圾場）的方案，或設法把墳場蓋得更大更安
全；「從搖籃到搖籃」則是提倡資源和材料能
重複循環利用，整個過程中都沒有「廢棄物」
可言。
在全球化趨勢下，製造商在全球尋找最
便宜的零組件供應商，在環保先進國家禁用
的有毒工業原料，都成為人工便宜的「發展
中國家」污染環境的夢靨。駱尚廉舉例說明
帶領下水道協會理事參加日本下水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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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材料都分成「自然生產養料」與「工業物質」兩種不同的新陳代謝系統，
避免兩系統間互相污染，增加再生循環的難度和成本，例如印有油墨的紙張
再回收製造需添加化學物質，再生紙質也很差
如果採用一種樹脂和無機物綜合製成的紙張，油
墨在高溫下可完全溶解分離再利用，紙張也可以
很輕易回收製成別本書，品質完全不會降低。
「這種理念，與兩千多年前的老子道德經所
提的『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莊子南華經所寫
的『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
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

研究團隊

腐』，可以說是古今相通的。」

合影

東元獎加持，將盡力培養後進、推廣環工科普
談到榮獲東元獎的感想，駱尚廉語氣慎重地表示：「這是對我的肯定，也
是加諸我身上的責任。」他感受到東元獎的精神是強調「科技本身要回歸社會
應用的人文思考」，距離他退休還有七、八年的時光，他將盡全力把最精采的
研發學問都傳授給學生、把深具環保功效的研發成果廣泛推廣到業界使用，
目前是科學月刊專欄主筆的他，也會再多付出一點時間撰寫科普文章，讓更
多民眾懂得綠色環境科學的原理和最新發展。

對東元獎的期望
過去已有許多傑出研究者被「東元獎」表揚過，這對鼓勵研究創
新、推動科技發展及人文關懷貢獻甚大，而這種科技與人文並重的精
神也獲得學術界的認同與肯定。近年來，因為全球變遷與能源危機的
影響，永續發展與綠色科技已成為人類面臨的最大挑戰，個人能在此
領域獲獎，深感任重而道遠，期望東元獎的精神能持續發揚光大，甚
至擴及獎勵博士班研究生，也期待所有的企業都能重視與實踐綠色科
技與永續發展。

成就歷程
1987 年從史丹福大學回國後，於臺
大環工所與林正芳教授共同建立國內第一
座 Pressure-jump 動力實驗系統，展開重
金屬複合物反應動力學研究，並在 19891999 年組成跨領域團隊，執行國科會「重
金屬污染物於固液界面反應」等研究計
畫，成功開發將鐵、鋁氧化物覆膜於濾砂
表面之技術，對受微量重金屬污染之飲用
水處理，提供新的吸附過濾程序。

台大土木系畢業前與同學合影（左一）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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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1993 年主持環保署「湖泊水庫水質改善及優養化評估法」，完成資
料庫、專家系統及評估手冊建制，開展模糊綜合評估及類神經網路之自組織
映射網路模式（SOM）技術。1990-2002 年主持環保署「廢污水排放收費制度」
相關研究，完成水污費相關草案建制、成本函數及後續辦法研擬。針對國內
土壤與地下水污染事件，組成跨領域團隊，於 1991-2005
年主持環保署及國科會之土壤自淨能力計畫，完成桃園
鎘污染土壤之復育規劃，作為後續復育工程之基礎，完成
受重金屬污染土壤復育技術決策支援系統，對地下水硝酸
鹽、五氯酚及三氯乙烯之去除與脫氯技術之進展，領先國
際各大學之研究團隊。
1998-2008 年與葉俊榮教授等共同主持國科會「永續
臺灣的評量系統」計畫，負責環境品質狀態之指標建立，
完成及執行評量系統發佈已有九年。2002-2009 年與蔡敏
行教授共同主持經濟部學界科專計畫「有害重金屬污泥減
IWA
W 會長頒發會士證書

量減容及資源化關鍵技術」，負責開發微波誘發資材化、
及含重金屬污泥微波安定化。從 2009 年開始主持之國科會能源計畫「生質廢
及含重金屬污泥微
棄物微波誘發裂解技術」及「微波誘發環境友善資材」等研究，開發奈米光觸
媒、微波水熱法製備氧化鈦奈米管、微波誘發資源化及微波降解極難分解之
全氟辛酸 8 技術。

具體貢獻事蹟
駱尚廉教授已發表 181 篇 SCI 學術期刊論文，145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獲
得 17 項國內外專利，且多項技術已授權業界。指導過的碩士畢業生超過百
位，博士畢業生 32 位，這些學生在臺灣大學不僅都參與研究計畫，且獲得許
多獎學金、研究獎助與論文獎。研究貢獻主要於微波誘發資材化、奈米光觸
媒反應、資源回收處理、重金屬固液界面反應及環境系統等綠色科技研究，
並應用於產業環境保護與永續發展上。

以下為駱尚廉教授所獲得之主要學術獎項與榮譽：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四次
 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獎兩次
 台灣大學傑出教學獎
 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論文獎三次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工程獎章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章
 侯金堆傑出榮譽獎
 中華民國自來水協會卓越功勛獎章
 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章
 江丙坤傑出兩岸文化交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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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CE Fellow,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emist
and Environment
 中國土木水利學會會士
 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綠色科技講座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一等專業功勛獎章
 IWA
W Fellow, International Wa
W ter Association
 BCEEM, American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s

研究或創作展望

獲頒環保

署一等環

保專業獎

章

由於生質能與奈米材料之應用潛力，近期研究
計畫包括「生質廢棄物微波誘發裂解技術」及「微波誘發環境友善資材」
誘發環境友善資材」
等，並開發焙燒技術，以完全回收生質廢棄物之資源與能源。其他包含研發
奈米光觸媒、微波水熱法製備氧化鈦奈米管、微波誘發資源化及微波降解極
難分解污染物（如全氟辛酸）之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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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green technology have become the biggest challenge
to human being. I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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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Achievements
Profe
f ssor Lo came back to Ta
T iwan fr
f om Stanfo
f rd University in 1987 aft
f er two
years of postdoctoral research. He established the Àrst pressure-j
- ump experimental
system with Profe
f ssor Cheng-Fang Lin at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NTU. He led a team of 10 profe
f ssors and researchers to develop the
adsorptive material through speciÀc synthetic process. Synthetic processes were
divided into two reaction systems, including citrate/Fe(III) and silicate/Fe(III)
solutions.
The quantity of citrate or silicate in synthetic solution was found to have
a noticeable eff
f ect on the pore size distribution and specific surface area for
synthetic iron oxide. Moreover, the macro pores on the surfa
f ce of synthetic iron
oxide decreased aft
f er adsorbing metal ions.
He was the Directo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t
NTU during 1996-2002. He has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establishing curricular
programs and course syllabi of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during this period. He was the Director of Research Center fo
f r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e
T chnology at NTU and led a
group with more than 15 researchers in the area of water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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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o n g - te r m p r o j e c t h a s b e i n g
proceeded to accomplish a microwave
process, which can reduce the volume
參加 I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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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ludge, recover heavy metals and copper oxides, and eff
ffectively mineralize
the industrial sludge. Another application of microwave on the waste to energy/
resources has also been studied. Since the only natural renewable carbon resource
known that is large enough to be used as a substitute fo
f r fo
f ssil fu
f els is biomass,
Prof. Lo's group has widely studied the possibility of total recovery resources and
energy fr
f om waste biomass such as agriculture and fo
f restry residues using a novel
microwave-induced proces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high H2 content in gaseous
products might imply that microwaveinduced pyrolysis of biomass waste has
f el
the potential to produce the H2-rich fu
gas. Additionally, the solid products fr
f om
microwave-induced pyrolysis could serve
as an adsorbent fo
f r water and wastewater
treatment.
In addition, he has been establishing

赴清華大學環境學院學術交流

the integration methodology of soil/water model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He pursues his interest in water leakage management, soil contamination
and watershed management by applying geostatistical, fu
f zzy theory, GIS, genetic
algorithm, and artiÀcial neural networks modeling. Recent and current work is on
the climate change impact simulations and control of nonpoint source pollutants in
watersheds. It is expected that he will establish the evaluation method fo
f r climate
change impact on water quality in watersheds and propose the adaption measures
f r water quality management in watersheds.
fo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In addition to 181 SCI journal papers, 145 international confe
f rence papers
and 17 granted US and ROC patents, I have supervised many graduate students,
among them over 100 MS students and 32 PhD students have already received
their degrees. My students have won numerous scholarships, contests and awards
themselves during their stay at National Ta
T iwan University. My maj
a or contribution
includes in research on microwaveinduced raw material recovery,
photocatalytic reactions over
nanomaterials, resource recycling,
heavy metal solid-liquid interface
reaction, environmental systems
and other green technology for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將 IWA
W -ASPIRE 國際會議主辦權移交給日本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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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
f llowing list of awards and honors may serve as a sample of
my contributions:
 Outstanding Teaching Aw
A ard, Ministry of Education, two
times, 1989, 1993
 Outstanding Research Aw
A ard,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fo
f ur
times, 1993-1999
 Engineering Dissertation Award, Chinese Institute of
Engineers, 1993, 2008, 2010
 Engineering Medal, Chinese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1998
f ssor Medal, Chinese Institute
 Outstanding Engineering Profe
of Engineers, 1999
獲頒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Outstanding Te
T aching Aw
A ard, Ta
T iwan University, 1999

 Ho Chin Tui Outstanding Environmental Te
T chnology Prize, 2001
 Engineering Medal, Chinese Ta
T iwan Wa
W ter Wo
W rks Association, 2005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Medal,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Ta
T iwan,
2007
 Jiang's Outstanding Cultural Contribution Prize, 2008
 ICCE Fellow,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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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dal, the First Prize, EPA
P , 2009
 IWA
W Fellow, International Wa
W ter Association, 2010
 BCEEM, American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Engineers, 2011

Future Prospects in Research
Considering th
t e potential ap
a plications
of biomass and nanomaterials, my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s are focused
on microwave-induced pyrolysis and
torr
r efa
f ction of biomass waste, microwaveinduced environmental fr
f iendly materials,
and morp
r hology-contr
t olled nanostr
tructu
t red
metals with high surfa
f ce area. By means
of th
t e microwave radiation with
t moderate
t ral
power, biomass waste such as agricultu

2009 年開始擔任 IWA
W -ASPIRE 主席

residues can be well convert
r ed into ab
a sorp
r tive solids, tar
a , and hydrogen-rich fu
f el gas.
In the following year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materials (e.g., oxides
nanotubes, persulfate, zero-valent metallic particles) will be conj
n oined with
physicochemical methods (e.g., microwave, photocatalytic degradation) for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facile treatment process to completely
decompose PFCs and transfo
f rm these compounds into non-toxic products

與畢業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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