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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達標可抵免英文課程
　【本報訊】非英文系日間部大一新生看這裡！ 106 學年度起，達下列標準
者，10 月 2 日前可向英文系申請抵免英文（一）、英文（二）課程。
　抵免英文（一）：學測英文達 14 級分、指考英文成績為大考中心成績前
10%、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以上、多益測驗 750 分以上；抵免英文（一）、
（二）：學測英文達 15 級分、指考英文成績為大考中心成績前 5%、全民英
檢中高級複試以上、多益測驗 800 分以上。更多抵免要點可至 http://www.
acad.tku.edu.tw/stu/super_pages.php?ID=OAA501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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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淡江之聲製作的「多說好話」節目，從 25 所大專院校所中脫穎
而出，榮獲由國立教育廣播電臺主辦的第 14 屆金聲獎之公益廣告獎，已於上
月 1 日接受公開表揚。此外，由資傳校友賴俊瑋和資圖校友孫銘宏製作的「逮
丸花路米 - 大甲媽祖遶境」則入圍「藝術文化節目獎」。「多說好話」由大
傳四劉泳謹、資傳四古欣芸製播，是以情境故事方式，鼓勵大家能在適當場
合說出合適的話語。劉泳謹表示，很高興此公益節目獲得評審的青睞，希望
能藉由「多說好話」公益廣告內容，向社會傳達正面的積極意義。

（圖／資傳系提供）

資傳學生搶金犢

　 歡 迎 新 鮮 人 加
入 淡 江 大 家 庭 的
行 列 ， 在 新 生 開
學 講 習 日 ， 與 師

長同登132階克難坡，身體力行感受校訓「樸
實剛毅」的深意，與學校一起邁向自創校以來
歷經過往四個發展波段，2017年嶄新開展的淡
江第五波，開創屬於自己的成長路。
　認識淡江文化，由資深具輔導經驗的導師引

歡迎民國      年的新鮮人106 校長張家宜

開展知識學習路 ‧ 創造淡江第五波
（攝影／閩家瑋）

領的「大學學習」課程開始，幫助同學順利從
高中制式學習模式，轉化為大學自主學習。希
望每位新生從學習殿堂起步時，在最短的時
間，循著學業、心理、社會及生涯層面的路徑
出發，適應大學生活。
　在專業課程、通識、課外活動「三環」課
程，體驗「德、智、體、群、美」「五育」內
涵，發展「全球視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
品德倫理、獨立思考、樂活健康、團隊合作、

美學涵養」八大素養，這是學習旅程中，朝更
高層次精進過程，鍛鍊創造知識的利器。
　為增進各位升學、就業的競爭力，培養職
能、專業的執行力，設置多元具挑戰性的「榮
譽學程」，與中華航空、上銀科技及鼎新電腦
等逾二百家產業簽署產學合作，也與台灣大哥
大、公共電視、東元電機及安捷飛航訓練中心
等產業合作就業學分學程。本校重點研究之一
智慧機器人團隊，在國際競賽屢獲大獎，表現

亮眼，吸引台灣IBM公司與本校技術合作，聯
手培育人工智慧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
才。
　本校創校以來的國際化、資訊化及未來化教
育理念，其成就包括：獲教育部認證為國際化
典範學校；通過多項資訊管理國際標準認證的
數位資訊環境；被評選為最佳未來學的教育機
構。同學在此，將據以培養世界觀、在數位環
境原生成長、以及發展宏觀的前瞻思維。循

著「點、線、面」學習加值鏈，成為擁有雙專
長，能橫向通達連結及跨領域力的π型人才。 
　因爭取教育而改變世界，獲諾貝爾和平獎年
輕得主馬拉拉‧優薩福扎伊(Malala Yousafzai)認
為「拾起我們的書本和我們的筆，那是我們最
強大的武器。」即使全球往前的腳步加快，但
相信每一位淡江學子，經過術德兼備的知識養
成及學習訓練歷程，必定能無所畏懼面對世界
各項賽局的挑戰。

　淡江是個充滿活力且學風自由的校園，猶記
得當年大學聯考完，從高雄北上初次踏入淡水
校園的第一印象，看到海報街搭滿社團招生攤
位、學長姊們熱情招呼，打從這一刻起，我就

愛上淡
江了！
　社團
是淡江
一大特
色，我
參與了
天使社
並擔任
社長，
也投入
淡水服
務隊等
社團活

動，不僅充實了課餘時間，同時學習到溝通與
領導能力，這都成為日後在外交領域職場上相
當重要的助力，因此我鼓勵新鮮人們選擇加入
自己有興趣的社團。
　精彩的課外活動之餘，我並未忘記身為學
生，應學習好專業課程的本份。我一直對外語
很感興趣，在西語系4年，系上為我打下扎實
的外語基石，除了安排踏實的課程、優良的師
資，在學習環境上，淡江同樣首屈一指。
　其中又以圖書館讓我印象深刻，當時的圖書
總館，環境清幽、藏書豐富，伴我度過不少時
光。如今新的總館規模更大、配備更完善，更
有5星級圖書館的美稱，我希望新生們能多利
用資源，為學習達到事
半功倍之效。
　淡江人在各領域皆有
出色表現，外交部有許
多主管都來自母校，若

新鮮人有興趣進入此領域，我認為需要培養兩
大重要能力，一是多面向學習能力，二是良好
人際溝通。外交涉及層面既深且廣，廣泛至國
與國的商業談判，細微如明天茶敘他國官員是
棒球迷，我們就得去涉獵球隊資訊，因此每天
都充滿挑戰，唯有具備上述兩項能力，才能面
面俱到地完成任務。
　淡江向來鼓勵同學們全方位發展，期勉有興
趣的學弟妹們好好把握每一次學習的機會，相
信必能追隨學長姐的腳步，達到自己的理想、
目標。最後，大學4年是最熱情洋溢的一段時
光，盼學弟妹們能多方接觸，盡情揮灑，讓青
春不留白。（整理、攝影／蔡晉宇）

　在電算系（現資工系）求學的日子，有學習
專業科目的踏實，有課餘社團生活的精彩，更
結識了許多一輩子的好友，獲得的每一段經
驗，至今都深刻影響著我。我認為淡江的整體
辦學規劃用心且全方位，「八大基本素養」是
真正落實在每一位淡江人身上的。
　大學新鮮人要懂自學，主動探索知識，設法
融會貫通，這樣在進入職場後，才能保持競爭
力。我建議新鮮人培養跨領域學習能力，不要
限縮於學系框架，除精熟學系專業外，搭配其

他相關背景知識，或是第二專長，並運
用課餘時間加強語言能力，增添個人競
爭價值。
　在職場上除了專業能力之外，團隊合
作、與人良好溝通更為重要。因此我呼
籲學弟妹多參加社團，親身體驗組織的
團隊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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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精神，
這些歷練能幫助未來在職場的待人處事

的方式。
　現在，你對於未
來也許還沒有明確
目標，但要學習從
每段經歷，錘鍊出
優秀品格。正如校
訓「樸實剛毅」，
在面對挑戰時，能
屹立不搖；遇到失
敗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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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訴各位，淡江擁有超過25萬校友，互
相幫助是淡江人的DNA，盼新鮮人能善用廣大
的校友資源。在這4年努力拓展眼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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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攝影／蔡晉宇）

　自高中就接觸音樂的我，當年就特別嚮往能
進入高手雲集的淡江大學，考上交通管理系
（現運管系）後發現系上課程不簡單，所學領
域很廣，課程同時橫跨了社會組與理工組，包
含會計、統計、高等微積分。
　大二時，我發現自己在交管專業領域中沒辦
法有好發揮，曾一度陷入迷惘，在自我觀察、
省思中，我認為在音樂世界中，能展現自己的
天賦，也在大三時立志成為職業音樂人，在努
力完成學業的同時，便全意投入音樂。
　在大學時期我學會享受閱讀，有系統的大量
閱讀文學作品，如日本、臺灣的經典小說，鍾
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也讀完了，我延伸自
己的閱讀廣度，在邁向職業音樂人的路途上，
文學作品對於歌詞創作很有幫助。
　社團經驗對我影響很大，加入吉他社，在
學生活動中心與牧羊草坪度過了青春歲月，
而籌辦社團寒訓與暑訓的過程中，嚴謹的籌備
工作、無形中增加了自己面對問題的能力，這
也對未來職場工作很有幫助。同時在社團結交

了一群
死黨，
我們深
厚的友
誼至今
仍未間
斷，像
是今年
的金曲
獎頒獎
典禮，
還呼朋引伴去參加。我勉勵學弟妹能踴躍參加
社團，這是大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就讀淡江期間，我立定了未來的職志，至
今已出道第二十年。真的很喜歡這份工作，所
以無論遇到高低潮，從來沒有過放棄的念頭，
因此建議學弟妹，除了盡學生的本分，也要自
我省思、試著找尋自己未來的方向，同時閱覽
藝術作品，內化成為生命中的養分。（整理／
盧逸峰、圖／林生祥提供）

　「多元、多層面、來自五湖四海各種不同的
人聚集在一起，相互激發自我。」這是我對淡
江大學最深的印象。
　土木系畢業的我認為，所有知識都是可以獵
取的養分，文學、歷史、藝術等人文方面我都
十分感興趣。在淡江自由學風下，我接觸到許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合辦學藝性社團關心
社會議題，還有文學性讀書會，分享當時中文
系、英文系在課堂中較少深入研讀的哲學史。
　淡江有許多記憶讓我回味，譬如，期中與期
末考前，與同學一起讀書，不只是聯絡感情，
還相互交流學習上的見解。我比較擅長翻譯原
文書的文意，而有些同學則善於觀念或實務上
的學習，我們就能達到互補。
　我十分鼓勵同學多去參與社團與讀書會，或

是找到有共同目標的朋友一起努力，可以學習
到如何與人溝通；更鼓勵同學擔任幹部，學習
做決策，以各種不同視角看事物，更能構築分
析事物的知識系統，這是不可多得的學習。
　大學時期，有許多同學萌生打工想法。我認
為，「打工」要能有所學習或對未來出路有
益，才是打工的真義。
　我出身高雄美濃，是農家小孩，在寒暑假會
去田裡打工，聽著農民述說他們的經歷、故事
以及需求，這些背景促使我參與了反美濃水
庫、反石化等社會運動，希望學弟妹們能善用
時間，多思考打工對自己的意義。
　此外，臺灣是以貿易為導向的國家，學習第
二外語是強化自身競爭力的方式，我也鼓勵學
弟妹們多注意增進外語能力。

　在大學是人生中能最不受限制、能多嘗試的
時期，同時也是要「面對自我」的時期，建議
學弟妹們多
去思考、接
觸，才能找
出自己真正
想要的是什
麼，別讓自
己空白的畢
業，要過扎
實的大學4
年！（整理
／楊喻閔、
攝影／盧逸
峰）

學習不設限 邁向成功

培養專業力 團隊合作

發掘志趣潛能 勇敢追逐夢想

　憑著對文字有
感覺、對社會議
題有興趣，我就
讀公行系。但淡
江多元學習的風
氣，讓我挖掘出
自 己 更 多 的 興
趣 ， 並 深 耕 文
字。目前在出版
領域創業，更於
今年獲兩項金鼎
獎的肯定。
　 系 上 的 學 習

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政治學，老師鼓勵學
生提問、思考，養成我對所有事物，以不同角
度切入並提出自己的看法，對現在要企劃什麼
主題或編輯文章脈絡時有很大幫助。
　公行系有許多需要報告的課，我把握每次上
台的機會，在ppt簡報的文字與美感呈現也絕

不馬虎，更學習如何表達出自身的想法。
　大一時，我因為想運用所學而加入學生會並
擔任副會長，學到在團隊中，如何切磋討論、
統合意見以達成目標，也去接觸、認識到學校
擬訂的政策，開始產生參與周遭環境的認知。
　我一直對文字抱有興趣，且喜歡閱讀《天
下》、《商業周刊》雜誌，所以在大二下決心
加入淡江時報社，這也迎來我人生的轉捩點。
　從校園記者到第一份工作擔任淡江時報編
輯，學到採訪編輯職能之外，從企劃、討論、
修正到檢討，符合PDCA的媒介管理流程，深
深影響我現在的工作方式。
　一個團隊聚集各種能力的人，才能做好一件
事，「團隊」間的磨合與向心力是成功與否的
關鍵。在出版社、雜誌社工作需要企劃與思考
的創新，但更重要的是有與人溝通、討論與表
達的能力，在大學，不論是小組報告或社團活
動，都能學到如何待人接物的方式與得到表述
想法的機會。

　淡江學風自由，我提醒新鮮人追求「自由」
亦要學會「主動」，大學除了努力念書習得專
業外，更要多涉獵不同領域，找到感到期待、
有興趣，願為此拚搏、全心投入的方向，才不
虛此行。（整理／楊喻閔、攝影／盧逸峰）

擴大學習 格局更寬廣

榮譽
學程 榮譽學程 培育卓越人才

　　　　　整理／蔡晉宇
　為鼓勵大學日間部優秀學生積極學習，激發
潛能，強化學術專業能力和職場競爭力，本校
於101學年度起開設「榮譽學程」，修習學生
的學期成績表現需保持在高水平。
課程規劃　激發潛力建立全球視野
　課程分為3大主軸，「進階專業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與「課外活動課程」。其中
「進階專業課程」是為培養具專業創新與獨立
研究能力，依各學院專業及特色，所設計之研
討式或探究式的小班教學課程。

　「通識教育課程」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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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同時提升思考層次。
　「課外活動課程」為能有效培養具創意與溝
通、領導與服務能力，設計有講座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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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值效益　打造榮譽標誌
　修讀榮譽學程成績及格並符合畢業資格者，

可取得學程證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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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持有本學程證書者，參加本
校碩士班甄試，可酌予加分；錄取本校碩士
班，第一學年每一學期發給3萬元獎學金。
學程申請　主動出擊增強競爭力
　個人申請入學的新生，總成績位於該系
（組）前10%以內者，考試入學新生入學成績
（指考成績加權總分）位於該系（組）前10%
內，得提出申請修讀本學程，經教務處審核通
過，即可取得修讀資格。心動了嗎？詳情見
榮譽學程網站。（網址：http://honor.tku.edu.
tw/course.aspx）

劉德立西語系校友
外交部常務次長





鍾永豐













陳世安

林生祥

陳頤華

土木系校友
臺北市文化局局長

電算系（現資工系）校友
叡揚資訊執行長

淡江品牌優
校友　齊讚

交管系（現運管系）校友
第 28 屆金曲獎評審團獎得主

公行系校友
《秋刀魚》雜誌主編

　【本報訊】資傳系學生傳捷報，榮獲第 26 屆時報金犢獎獎項，已於 6 月
24 日接受公開表揚。畢業校友呂柏甫、李蕾蘋、王育昇、張忠慈、林志鴻以
「不平凡之路」獲得畢業設計作品類金獎。林志鴻表示此作品是以闖關遊戲
協助燒燙傷患者進行手部復健，目前已授權陽光基金會使用，「參賽是為了
挑戰自己的實力，能獲評審肯定真的很開心。感謝組員間的通力合作和努力，
抱回金獎獎盃。」大四生黃聖志、李佳穎、鄧翔瑋、張正昕、邱于珉、林祉
含則以「『沒事』多喝水」獲得一般廣告設計類 / 影片類 ( 綜合品牌 ) 優選。

淡江之聲獲教育電臺金聲獎 金犢畢業設計金獎落淡江

主動探索知識    萬校友為後盾25 

　還有更多校友，如臺灣永光化學工業榮譽董事長陳定川、臺灣新銳漫畫家辛
卡米克、Google臺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快掃描QR code看看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