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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8 日

啟動淡江藏寶圖 ‧ 掌握學習百寶箱
歡迎民國105 年的新鮮人

恭喜各位新鮮
人成為淡江大家
庭的一員，將一
起迎接學校66週
年校慶。擁有悠
久的傳承，造就
（攝影／余浩鉻） 淡 江 卓 越 的 特
色，不但軟硬體資源豐沛，師資陣容堅強，最
大資產是積累25萬校友的能量。

國貿系（今國企系）校友
臺灣永光化學工業榮譽董事長
時光飛逝，轉眼間我於國貿系（今國企系）
夜間部畢業已將近半世紀，但回想起當年求學
的校園點滴，仍是記憶猶新。
在學期間，我白天在一家化工公司上班，晚
間上課的課程，正好輔助了我的實務經驗，對
工作相當有幫助。例如，系上開授的「國際情
勢」，教導同學們如何分析國際情勢的現狀和
發展趨勢，不但開闊了我的視野，更對後來永
光集團如
何佈局全
球與國際
大廠合作
等方面，
有深遠的
影響。
又如國
文老師教
導如何精
準地了解

學校安排入學首日跟隨師長的腳步，登上
132階克難坡，是初探淡江五虎崗這座「寶
山」的開始。由資深具輔導經驗的導師引領
「大學學習」課程，希望讓新鮮人在最短的時
間，循著學業、心理、社會及生涯層面的路徑
出發，按圖索驥，了解本校藏寶位置圖脈絡。
尤其淡江自創校以來，服膺的國際化、資
訊化和未來化三化教育理念，是學校最大的
寶藏。足以讓各位悠遊在教育部認證的國際

化典範學校中，培養世界觀；浸潤在通過ISO
20000資訊服務管理國際標準認證的數位資訊
環境，順勢成長；在曾被評選為最佳未來學的
教育機構裡，發展前瞻思維。能以宏觀視角，
接納多元文化，順應虛實連結網，積極努力學
習，用堅毅韌性，適應變動未來。
1999年成功預測自動駕駛汽車以及互動
智慧手機的未來學家庫茲韋爾（Raymond
Kurzweil），加入Google互聯網公司擔任工程

總監，預言未來人類大腦將透過擁有DNA的
奈米機械人，與雲端電腦系統連結，提升人的
思考力、想像力。並說：「我們的未來將不再
經歷進化，而是經歷爆炸。」
尖端科技創造與機器人共生的競爭模式，身
處瞬時轉變起點的各位，將接受大學三環五育
的訓練，除汲取專業知識，也涉獵跨界領域，
挑戰自己的極限。一旦認定發展目標，就要堅
持，全力以赴。如同創造自身價值超越籃球本

戰略所校友
國安會副秘書長

陳定川 陶養品行 培育專業力
文章所要闡述的內容，還有訓練有邏輯和系統
地陳述意見和觀念，提升我日後經營公司向
員工、股東、客戶的表達能力。對於學校的栽
培，我由衷地感謝！
這樣的自身經驗，也是我首先要勉勵大學新
鮮人的。要利用大學期間培養出專業能力，有
了好的專業能力，才能有更大的機會在未來找
到適合的工作、實踐自己的理想。
再者，是經營人際關係的能力，在職場懂得
與人溝通，合作能獲得同事支持、主管信任，
是受用無窮的。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要建立出好的品格，
淡江校訓「樸實剛毅」正是同學們最好的學習
典範，擁有好的品格，才能
成就有意義的事，同時營造
正向的人生。這也呼應了我
近年來在學校推行的「快樂
經濟學」，當中對青年人啟
發提到「做對的事，快樂自

在其中。」
如何培養我所說的這3大能力，除了專注在
課業外，我建議同學們能多參與實習，透過實
際到第一線的實務操作，了解自己專業能力的
不足處，這不僅提升自我認知，更可以化為加
強學習的動力。
我鼓勵同學們利用課餘時候，能閱讀有益身
心的好書，尤其推薦讀傳記，可以從這些成功
人士身上吸收他們的成功經驗，更重要的是，
學習他們如何孕育崇高的理念、持之以恆的精
神。期許每一位淡江新鮮人都能秉持著樸實剛
毅的校訓，在校園裡成長、茁壯。（整理／蔡
晉宇、攝影／吳重毅）

「在化學系求學的日子，我讀得開心、玩得
開心，獲得的每一段經驗，至今都深刻影響著
我。」我認為淡江的教學規劃完整且用心，憶
起當時教導普通化學的郝俠遂老師，不僅教書
嚴謹，課後仍關心學生的學習成效。
我認為只要按部就班、認真地完成課業，不
論是未來升學或進入社會，都能有所助益。以
我到美國麻州州立大學羅爾分校深造為例，當
與世界各地的學子比拚時，我能不落人後，甚
至更加傑出，這都是我在化學系的學習收穫。
進入大學，就要主動挖掘老師所擁有的學
識，而不是被動地等待教導。我建議新鮮人跨
領域學習，淡江學風自由且資源豐富，不要限
縮於學系的框架，而是精熟本身所學外，搭配

其他相關背景知識，或是第二專長，使日後求
職更加無往不利，工作更加得心應手。此外，
我也強調自主學習的重要，例如：運用課餘時
間翻閱英文雜誌，加強語言能力，增添個人競
爭價值。
回想大四那一年，我擔任淡海同舟校友會活
動長，從中磨練領導與決策力。因此在修課之
餘，我呼籲學弟妹多參加社團活動，親身體驗
組織運作，參與活動的各項流程。從人力、物
力、時間的調配，到人際溝通，皆能訓練處理
事務的方法及團隊合作的精神。這些歷練能幫
助在職場的言行舉止及待人處事的方式。
若對就學仍感到迷惘，我建議靜下心來，花
點心思了解未來的規劃，如果答案還不明確，

就先向前邁進，同時細思自己的興趣所在，並
尋找各種機會與出路。
大學教育，是要對所學產生求知慾，而非不
明就裡的死讀
書。同時，不
要受傳統的教
育模式禁錮而
畫地自限，應
多接收新知，
畢竟「機會是
留給有準備的
人」。（整理
／陳照宇、攝
影／吳重毅）

數學系校友
臺灣新銳漫畫家

高商議（辛卡米克）

享受自由學風 跨界實踐夢想
淡江是個充滿活力且學風自由的校園，儘管
我就讀的是數學系，但學校鼓勵多元發展的環
境，並未限制我畫漫畫的興趣，這是讓我相當
感謝學校的地方。
大學時期因為喜歡畫漫畫，我在《淡江時
報》投稿，連載「阿蛋與阿薑」四格漫畫，內
容取材自貼近同學們生活的校園人、事、物。
因為每週都要有作品的密集創作，奠定我日後
的繪畫基礎，加上時常在校園內發想題材，也
培養了成為漫畫家最重要的敏銳觀察力。
當然難免會遇到靈感枯竭的時候，這時我總
會到校園走走，淡江充滿活力的環境總能激發
我的新想法！這些都是滋養我日後走上漫畫家
這條路上的養分。而數學系課程所訓練的清晰
邏輯能力，也讓我在談合作上，能更有條理地

土木系校友
獲台海重大新聞類優勝
轉眼我已自
土木系畢業10
年！畢業後順
利圓了學生時
期的夢，當上
了攝影記者。
喜歡圖像的
我，起初接觸
攝影只想記錄
生活，卻沒想
到因為拍出一
張張好照片的
喜悅，讓我著
迷於攝影。
在朋友的鼓
勵下，考進淡江時報社後，我把握每次的採訪

與廠商達成共識。
畢業後，我開始在當時頗為盛行的「無名小
站」發表作品，繼續為能成為漫畫家夢想打
拚。為顧及經濟狀況，我同時找了份工作。這
也是我要給新鮮人們的建議，勇於追尋夢想相
當值得鼓勵，但夢想與現實是可以取得一個平
衡點的，循序漸進地有系統、有計畫來實踐夢
想，才會讓路途走得更順遂。
語言能力的重要，更是我在創業後才有的體
悟。「漫畫家」這個職業看似和英文沒什麼關
聯，但在搜尋許多資訊上，相當程度需要仰賴
國外網站資料，好的語言能力是必要的。剛入
學的學弟妹們，可以善加利用大學4年，好好
規劃自己的語言學習，對未來職場上一定能有
所幫助。

我也鼓勵學弟妹多參與社團活動，多嘗試新
事物，多認識新朋友，把握青春時光。同時，
透過多方接觸，也能逐漸找出自己的興趣、專
長。過程中培養出良好的人際互動能力，更是
未來受用無窮的。相信學弟妹們都能在淡江這
樣多元發展的環境中，理出一條屬於自己的康
莊大道。（整理／蔡晉宇、攝影／閩家瑋）

陳振堂 發現興趣 格局更寬廣
任務。對我而言，這不只是校內實習，更是一
份正式的工作，所以總謹慎地對待每個事件、
受訪者，希望拍出好照片，讓時報的專業性不
受質疑。學習路上難免有些拍壞的作品，這些
清晰印記，成為告誡自己再精進的最佳動力。
因為攝影，讓我的大學生活有豐富的體驗，我
非常感謝淡江時報社的栽培！
為了拍出好照片，我大量地閱讀各種攝影書
籍，無論是校內圖書館還是校外書店，建議新
鮮人善加利用圖書館豐富的資源，它不僅伴我
渡過考試時光，館藏的攝影集對我有相當大的
幫助，讓我學會解讀照片。另外，喜愛閱讀小
說的我，意外發現透過閱讀小說時的想像，也
有助於影像的建構。
我也很感謝班導師吳重成的一席話，他那時
以自身為例分享，讓專注於攝影的我，認真地

思考自己的未來。老師告訴我「不論決定是什
麼，要就要做到好」及「先做好一件事，再想
另一件事」，讓身為學生的我感到溫暖，更在
日後的職場上時時提醒自己。
進入職場後，發現人際間的相處真是一大學
問，跟前輩、同事，受訪者，都須謹守分際，
且切記保持禮貌。正因大學時期，我參加各種
社團活動，如美術社、攝影社、電影社，以及
系學會，社團經驗讓我學習許多人際相處的眉
角，建議新鮮人別忽略社團的重要性！
最後，期許所有學弟妹，都能找到讓自己有
學習熱情的事物，並培養相關能力，建議儘量
參加比賽、投稿、考證照等，多方嘗試，多與
業界接觸，了解自己能否達到業界要求的標
準，「有任何想法都要馬上行動」！（整理／
秦宛萱、攝影／陳柏儒）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身的林書豪所說：「你必須經過不斷努力來證
明自己，無法只透過一場好球，就讓所有人對
你心服口服，你必須不斷拿出精彩的表現。」
淡江承啟66年厚實的優良文化，不間斷追求
品質的核心價值，已備妥優質學習環境，歡迎
各位新鮮人共享。期盼跟著淡江一起挖掘內外
在寶藏，儲存在學習百寶箱中，未來必定能在
創新浪潮中掌握方向，展開精彩的大學成長之
旅，收穫滿載。

陳文政

善用學習資源 鍛鍊抗壓力
我畢業於戰略所，一直以來從事的工作皆是
在戰略研究、國際關係這些領域中，從國防部
副部長室機要秘書、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
等，到現在的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
當年在戰略所學用合一的環境下學習，對我
日後在職場上有很大的幫助，所內課程不侷限
於空泛的理論，老師教學之餘，同樣重視的是
現實問題的處理能力。由於重視與現實社會的
連結，戰略所培養出的畢業生是相當務實、具
社會競爭力的。
2011年我也回到所上擔
任助理教授，綜合了學生
與教師的觀點，我發覺到
淡江是所充滿活力且多元
自由的大學。例如：有時
晚點離開學校，晚上步出
驚聲大樓總能看見社團練
舞，或三兩同學在蛋捲廣
場彈吉他唱歌。這樣充滿
青春氣息的校風，是我在
很多學校所看不見的。
我認為年輕人就是需要
展現活力，淡江擁有如此

淡江優質品牌
林健祥
校友有口皆碑
主動探索知識 邁向成功
化學系校友
宗瑋工業公司董事長

校長張家宜

管科系校友
敦陽科技副董事長暨營運長

環境，培養出多元的社團文化，是大一新鮮人
們可以善加利用的資源。在社團活動中，透過
實務上的辦活動能培養解決問題能力。更重要
的是，學習如何與人合作、溝通，建立一個團
隊一同完成目標。持續維持淡江人在業主口中
願意合作、配合度高的好口碑。
對於給新鮮人的勉勵，除了要能善用學校資
源外，我更要叮嚀各位新鮮人，在大學4年務
必要訓練出好的抗壓力，並具備創新能力，因
為這些正是現在職場上最重視的核心。
在快速變遷的時代，擁有能為社會所用的本
事才是立足之道。
我相信在淡江充滿
活力環境的薰陶
下，即將入學的新
鮮人們都能在這裡
度過充實的大學時
光。期許4年後大
家都能以一身實用
技能步入職場，正
面迎接挑戰。（整
理／蔡晉宇、攝影
／吳國禎）

李大經

As a TKU student no single lunch 學習不設限

電算系（今資工系）畢業後，我又讀了管科
所，「As a TKU student no single lunch 」是我
身為淡江學生的體現，建議大一新生多與老
師、學長姐接觸，藉由雙向交流，搭建穩固的
情誼。透過前人的經驗，讓自己從入學時的懵
懂，日漸成熟，成為一名真正的「淡江人」。
我也建議學弟妹們多參與校園活動，發揮個
人特長，結交志同道合的夥伴，使校園生活擁
有歸屬感，同時汲取他人優點，相互砥礪、成
長，並結識一生的好友。
新鮮人入學後的首要課題，就是養成自主管
理的能力，師長不再像高中教師般耳提面命，
所以要打理好生活起居，這也是成為社會人的
過程。另一項挑戰是認識自己的興趣所在，並
且訂定目標，付諸實踐。
此外務必紮實專業基礎，縱使知識不斷推陳
出新，但基礎學識變化不大，而基本知識正是
理解新事物的基石。淡江有豐富的教育資源，
新鮮人要懂「自學」，主動探索知識，設法融
會貫通，在進入職場後，方能保持競爭力。
求學期間，對於未來也許沒有明確目標，但

榮譽
學程

要學習從每段經歷，錘鍊出優秀的品格。正如
校訓「樸實剛毅」，在面對挑戰時，能夠挺立
不搖，持之以恆地達成理想；遇到失敗時，可
以記取教訓，不再重蹈覆轍，探詢問題癥結，
捲土重來。大學生活是社會化的一環，有許多
與同儕互動的機會，學弟妹必須把握時機，培
養與人相處方式，深化同甘共苦的團隊精神。
進入淡江就讀的第一天，就是對自己負責的
開始，我非常鼓勵莘莘學子保有運動習慣。健
康的身體，才是實現夢想的開始，也建議新鮮
人努力拓展眼界，
尋找自身的潛力，
充實校園生活，為
自己留下專屬的美
好回憶。
當日後想起這段
時光，除滿腔感動
外，更會為此歷練
感到驕傲。（整理
／陳照宇、攝影／
吳重毅）

榮譽學程 菁英領袖搖籃

文／蔡晉宇整理
想要在學位證書上註記「榮譽學生」字樣
嗎？那得先了解「榮譽學程」。
學程特色 培育卓越人才
「榮譽學程」於101學年度起開設，是本校
特色之一，其修習學生的學期成績表現均保
持在高水平。
學程目的在鼓勵大學日間部優秀學生主動
積極學習，激發潛能，強化學術專業能力和
職場競爭力，踏入社會後可有絕對的優勢。
截至上月25日止，本校第一屆榮譽學程學
生計有52位畢業，其中9位將繼續留在本校攻
讀碩士。
課程規劃 激發潛力建立世界級視野
課程結合本校「三環五育」的教育理念，
修讀學生在小班制和精緻教學的環境下，盼
能培育更多具畢業競爭力的菁英人才。
課程分為3大主軸，其中「進階專業課程」
主要培養具有專業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依
各學院專業及特色所設計的研討式或探究式
小班教學課程，導引學生學術興趣及適合的
專業研究領域。
「通識教育課程」是讓修讀學生具全球視
野、反省現狀，以及關懷社會人群能力所設
計的。課程內容涵括各學門，希望藉由充分
的對談及討論，增進學生對不同領域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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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同時提升思考層次，為更高深的專業
研究奠定基礎。
「課外活動課程」是培養具創意與溝通、
領導與服務能力所設計的講座課程。主要讓
學生清楚思考脈絡，同時介紹並模擬各種情
境，讓學生了解業界如何將創意溝通融入工
作，更使學生認知團隊領導與服務的重要。
加值效益 打造榮譽學位
修習榮譽學程者，須於入學後的4年內修畢
應修16學分，始可申請榮譽學程證書。修習
通過之科目，除會在歷年成績單上註明外，
亦將於學位證書加註「榮譽學生」字樣。
凡修讀榮譽學程的應屆畢業生或持有本學
程證書者，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可酌予加
分；如錄取本校碩士班，就讀之第一學年每
學期發給3萬元獎學金。
學程申請 主動出擊增強競爭力
凡以個人申請或考試入學的新生，總成績
位於該系（組）前10%以內者，得於每學期
開學第二週前，向所屬學系提出申請。修習
該學程的學生，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應維持
於該系（組）該年級該班前15%以內，即能
持續修讀該學程之課程。心動了嗎？詳情請
見榮譽學程網站。（網址：http://honor.tku.
edu.tw/news_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