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胡榮華整理】「身為淡江的
大家長，就有責任照顧所有淡江人。
教職員工辛苦付出了那麼久，跟淡江
應該是最親密的，不能在退休之後沒人
照顧。」前校長林雲山提到，這是創辦
人96年指示他成立「淡江大學退休人員
聯誼會」時說的話，他也持續擔任理事
長，成為學校和退休員工間的橋梁。
　林雲山說明，在創辦人的觀念裡，
只要跟淡江有關，包括教職員工生和
校友，都是淡江人，要一視同仁的關
照，「所以他當時輪流到各縣市協助校
友們成立校友會，國外洽公時聯繫並關
心當地校友，對一個校長來說，十分難
得。」
　林雲山認為這和創辦人的教育理念有
密切的關係，「他重情義，經營對學校
以『人性』為出發點，平時常巡視校
園，透過互動了解師生日常。學生管理
以「情」為獎懲原則，「義」為生活
關心重點，希望能夠充分照顧他們；還
創立『教學評鑑制度』了解學生學習狀

況，認為學生在課程上的建議，教師都
應該客觀地去了解、溝通與改善；更希
望教師能以「大班上課、小班討論、個
別輔導」的教學態度，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
　林雲山認為淡江的文化及教育理念，
奠基於創辦人，「我非常佩服創辦人的
為人處事態度，他從不預設立場，只從
客觀的角度判斷對錯；他以民主的方式
經營淡江，透過溫和溝通的方式討論並
解決問題，從不疾言厲色指責下屬，
我常常希望能和他一樣，但個性不夠寬
容，無法達到那種境界。」但他認為自
己也學了一些，像對事不對人的處事方
式。「創辦人從不會讓個人情緒影響對
事情的判斷，只要認定一個人的能力，
就會讓他完全發揮。我希望能夠有機會
多向創辦人學習，可惜他已辭世。」林
雲山認為，創辦人的精神將持續留存心
中，更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將創辦人
所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加以延續並發揚光
大，讓淡江變得更好。

　【記者簡妙如專訪】「創辦人不僅是
教育家，優秀的未來學者，還是一位能
力強、學識高，善於團隊合作的領導
者，他以『厚道』領導團隊，對待下屬
從不疾言厲色，經常是先分析情勢再給
予方向，受到大家敬重。」這是前校長
陳雅鴻眼中的創辦人。
　陳雅鴻回憶，創辦人的眼光獨到且遠
大，經營學校秉持「教育優先」的理
念，同時將未來學的理論充分應用於決
策，有一次學校遇到用經費收購土地或
引進IBM的先進電腦設備的選擇，創辦人
選擇了後者，購入設備提升整體電腦教
學品質，推廣資訊科技，奠定淡江在資
訊化發展領先基礎。
　而創辦人在國際化也展現洞燭先機的
遠見，陳雅鴻以親身參與國際學院成立
的過程為例，「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國際區域研究正興盛，創辦人掌握趨勢
的發展，陸續成立歐洲、美國、日本、
東南亞等研究所，培育了解各國語言思
想、歷史文化、政治體制，且能勝任國

際交流的專業人才；不出幾年便逢我國
積極布局拉丁美洲，劉德立、曹立傑等
校友獲得重用，外交部拉美司幾乎成了
淡江校友的根據地。」呈現斐然的成
果。
　「創辦人對於教育資源也十分重視，
他說過圖書館相當於學校的心臟，健全
與否端看此處。」創辦人赴國外考察
時，必將優秀大學圖書館列為參訪重點
之一，規劃並完成覺生圖書館的興建，
豐富的資源不僅當時為大學中的佼佼
者，至今仍不輸其他大學，是本校的特
色之一。
　創辦人曾出任政府要員，對國家有極
大貢獻，無論公務多繁重，創辦人仍不
忘關心淡江發展，督促經營團隊持續推
動治校理念。「創辦人常在開會時與我
們分享他治校的核心理念和想法，並多
次提到『淡江是他一生的事業』。」讓
陳雅鴻深受感動，並以行動支持，即使
已退休多年，只要淡江需要，他仍然樂
意付出自己心力，幫助淡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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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劭愷專訪】前教務長曾振遠說，
創辦人是他的「伯樂」，任職期間，致
力推動教務作業資訊化、建置電腦教學
中心推廣資訊教育、規劃並建設蘭陽校
園。「我只是依照創辦人腦中規劃的藍
圖來執行罷了，感謝他對我的信任，給
我充分機會與支援完成這些工作。」
　進到淡江，曾振遠受到創辦人的重
視，留職留薪一年到華盛頓州立大學學
習，後來他致力規劃教務作業的資訊
化，「就連當時前來參訪的日本早稻田
大學校長都歎為觀止。」曾振遠補充，
相關建議，只要創辦人認為有利淡江，
即使狀況艱困，都會馬上實行，因為持
續不斷的成長，才能讓淡江愈來愈好。

　之後創辦人更推動全校學生修習資訊
課程政策，雖然引來部分非理工科學
生及家長的質疑，但還是堅持執行！而
後，他曾在美國時遇到英文系等校友，
都十分感謝創辦人當時的決策，讓他們
在畢業後能夠以資訊能力與職場迅速結
合，多了一份競爭力。除此，曾振遠反
映某天與實踐大學校長陳振貴、南華大
學校長陳淼勝、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等
人聚會時，眾校長們聊起「當校長其
實不困難，創辦人做什麼，我就做什
麼」，可見創辦人的治學理念，對當時
的師生產生深刻的影響。
　「對我來說，他是一個好長輩，好長
官，更是實至名歸的偉大教育家。」

遠見規劃教育藍圖 提升學生競爭力 

　【記者簡妙如整理】「創辦人對於學
生教育的重視，讓我印象深刻，只要能
提升教學品質，他不惜花費鉅資購置
設備，甚至親自參與了解對教學的幫
助。」前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說明。
　周新民民國56年擔任助教，「那時創
辦人非常注重語言視聽教學，投入大量
資源，不吝惜讓學生利用。」60年代，
創辦人關注資訊發展，引進IBM設備，
「除了結合科技發展教材，更親自赴美
上課，希望獲得更多資訊規劃教育。」
　創辦人積極提倡三化政策，「推動資
訊化教學，要求學生修習資訊概論，讓
淡江成為資訊教育重鎮，甚至負責大學
聯考電腦閱卷工作多年；在未來化方
面，重視知識傳播，開設未來學課桯，

造就研究重鎮。『立足淡江、放眼世
界、掌握資訊、開創未來』我想便是創
辦人的胸懷，也是對淡江人的期望。」
　此外，創辦人擔任臺北市議會議長
時，周新民觀察到創辦人以學術討論代
替黨派對立與謾罵，轉化當時的政治氛
圍。「之後到交通部、國安局、總統
府，都秉持同樣原則，透過學術引領政
治，我想這是他在我國民主進程中做出
的貢獻。」在宜蘭成長的創辦人還不忘
用學術回饋故鄉，花了16年的時間規劃
並建設完成蘭陽校園。「他是優秀的教
育家，卓越的政治家，我佩服他開闊的
襟懷、工作上的拼搏精神及對教育的執
著，這輩子能夠跟在他身邊做事，對我
來說非常值得。」

首創三化政策引領 全國資訊化教學
　【記者胡榮華專訪】「就像是生命中
的偶然與必然，相聚在淡江是偶然，離
開淡江是必然；我被借調到交通部是偶
然，一年後離開交通部是必然。」中文
系榮譽教授傅錫壬以充滿哲理的句子，
談及他與創辦人在交通部共事的感受。
　1989年6月1日，傅錫壬來不及思考，成
為交通部的主任秘書。到職後即被指派
參與籌備成立「新建工程局」負責興建
北二高，「高速公路局」則專職負責營
運與管理。創辦人認為：「營建和管理
部門分工，才能有效控制進度，提升建
設效率。」其次則是協助「觀光局」在
元宵節舉辦首屆「臺灣燈會」以促進觀
光，將傳統的元宵節以現代燈會方式呈
現，在當時均是創舉。

　主任秘書的首要職責，就是維持工作
單位融洽，以利推動業務與政策。傅錫
壬認為創辦人希望透過自己平易近人、
接地氣的性格，充分與各部門溝通，因
此他總在交通部的餐廳用餐，藉此與同
仁們聊天交心；也在遇到狀況時，與部
門主管共同討論出合適的解決方案。
　在交通部任職需要工程背景，傅錫壬
提到，原可透過興趣與學習增進相關知
識，持續協助創辦人，但他捨不得，放
不下多年研究與教學工作，任職之初即
向創辦人表示，趁著接下來有一年的休
假可協助他，時間一到就會重回學校。
　傅錫壬表示，他體會公職人員的辛
勞，拓廣了自己的視野，更感謝創辦人
的信任與鼓勵，也以交通部經歷為榮。

改善建設效率 開辦台灣燈會

人性化經營理念 情義思考的管理
　【記者鄭詠之專訪】前校長張紘炬56
年進入數學系就讀，是本校唯一由淡江
培養出來的校長。他對創辦人印象深刻
的地方，在於新知的汲取與分享，「創
辦人只要出國，都會帶回很多具新觀念
的書回來，請相關領域的教授或主管閱
讀後再分享心得，第一本書就是《知識
爆發》（The Explosion of Knowledge），
這是淡江未來化的開始。」
　張紘炬其次提到資訊化的推動，創辦
人對於資訊發展非常重視，購置電腦系
統、主機，都是當時臺灣最新的，除了
教學使用，還用來推動圖書館自動化。
另外還與IBM合作推廣當時最新的Linux
系統，除了降低購置設備成本，還能獲
得最新資訊技術，對資訊化的推動有相
當助益。
　談到國際化，張紘炬說明本校創設之
初為「英語專科學校」，由創辦人與父
親張驚聲共同創辦，「張驚聲先生盱衡
時勢，認為要發展經濟一定要先懂英
文，才能與世界接軌，是以當時淡江畢

業的學生各個英文流利。」創辦人擔任
校長持續推動國際化，經常與國外大學
交流並締結姐妹校，奠定厚實基礎。
　除了推動三化，張紘炬還提到創辦人
十分重視學生意見，透過「班代表座談
會」、「社團負責人座談會」等管道，
溝通並聽取建言。為了提供學生充分活
動空間，更希望學生在畢業典禮留下美
好回憶，創辦人規劃興建紹謨體育館，
七樓可以舉辦畢業典禮，一、二樓則規
劃成社團辦公室，滿足社團活動需求。
　張紘炬十分佩服創辦人對高等教育的
投入，為了提供師生良好的教學與研究
環境，即使預算十分吃緊，還是咬牙苦
撐，這對一個沒有企業奧援的學校而
言，十分難得。為回應創辦人這份心，
張紘炬擔任財務副校長時，盡心改善學
校財務，讓創辦人無後顧之憂。
　張紘炬最後提到，創辦人每天的思
維，都繫於如何發展淡江，「這樣付出
一生的投入與奉獻，一個偉大的教育
家，莫過於此。」

規劃優質圖書資源 率先資訊與自動化 

高瞻遠見教育優先 觀趨勢培育人才

 至誠不息 追思張建邦創辦人
前言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逝世將屆一週年，其開放的思想與教育家的風範，仍像
那悠悠的淡水河般，流淌在許多人的心中，本刊特別專訪前校長陳雅鴻、趙榮
耀、林雲山、張紘炬、中文系榮譽教授傅錫壬、前主任秘書周新民及前教務長
曾振遠，分享其與創辦人相處與共事的記憶，讓本校師生能從不同的視角認識
創辦人，也期勉淡江人有朝一日能為社會的創新與進步盡一份心力。由於版面
有限，本特刊略做擷取，專訪完整全文刊載於淡江時報網站1087期。（攝影／
潘劭愷、高振元、廖國融、鍾子靖、黃可荔）

趙榮耀 陳雅鴻 

林雲山 

傅錫壬 周新民 

曾振遠

張紘炬 

　【記者林雨荷整理】50年前，前校長
趙榮耀人在國外，但張創辦人讓他印象
深刻，「他的創新思維，開明作風，讓
淡江成為一個自由、活潑、能夠吸納年
輕學者的地方，也讓我決定留下來，成
為淡江的一分子。」
　創辦人重視人才，讓趙榮耀願意留在
淡江。「只要在學問上有一定的專業，
不論立場他都能夠予以尊重、包容，即
使面對外在的壓力，也不退卻。我想這
是基於他的天生特質和卓越見識，也是
奠定淡江自由學風的根底。」
　對於創辦人的思維，趙榮耀提出兩個
核心，其一是「預見未來的能力」，他
回憶創辦人推動未來化的努力，除了推
薦相關好書，更辦《明日世界》雜誌，
奠基對未來學的研究。他也受其潛移默
化，「擔任監察委員時，對調查案子、
政府策略，都本著客觀方法分析，看到
其未來性，再做定奪。」
　未來化的另一個體現，則落實於資訊
化的推動。趙榮耀說明「創辦人1970年

代起即推動全校及學習電腦化，也奠定
淡江資訊化的發展。」另外，透過科學
分析協助老師提升教學品質的教學評
鑑；以及揭櫫「知識爆發」概念，希望
師生學習用有效的方法掌握知識，因應
未來多元知識的成長，也都顯現創辦人
對趨勢的精準掌握。
　其二是「沒有圍牆的大學」，趙榮耀
回憶創辦人的話「我不要花錢擋住大家
的視線，讓淡江的每一位同學、老師，
不只看到淡水河，還要看到全世界。」
希望淡江人的眼界寬廣，思維多元化。
「我也受到影響，在擔任校長期間，經
常舉辦國際研討會來拓廣師生視野。」
也讓國際化成為淡江的三化之一，更藉
以「追求學術優越」，趙榮耀表示，這
是創辦人的夢想，也是淡江長期奮鬥的
目標。
　「創辦人就像孔明般談笑風生，帶領
著淡江在和樂的氣氛中正向發展」，趙
榮耀很幸運自己能遇到這樣的一個長
官，更感謝他的知遇與提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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