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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二日    星期六

淡江60的祝福
　今年為淡江創校一甲子60週年，回首60年來，
從英專到學院，最後終於得以正名為大學，我一
路走來個中艱辛點滴在心。學校規模從最初的2
百位學生到現今的2萬8千多學子，校園從淡水發
展到台北、蘭陽及虛擬的網路校園，畢業的校
友已達22萬餘人，遍佈在社會各階層，全球各個
國家，皆為社會之菁英、國家之人才。連續13年
本校獲得企業最愛私校第1名，這證明了淡江推
動國際化、資訊化和未來化三化運動以及實施專
業、通識核心、課外活動三環課程及德智體群美
五育教育的成功。在這建校一甲子的今天，五虎
崗上驪歌響起，又有一群淡江人要告別母校走進
社會，走向世界。在這臨別前夕，我以守護淡江
60年的掌門人身份，對各位淡江人說幾句話，希
望對即將學成下山的你們有些幫助。
　在人生的旅程中，你們在淡江完成了高等教
育，今後無論要繼續深造或就業，都將是你們人
生中另一個開始。淡江「樸實剛毅」的校訓要謹
記在心，作為你們的座右銘。當在追求更高深的
學問或創業奮鬥的過程中，要永遠保持創新和開

路先鋒的精神。你們遇到艱難困苦或挫折時，要
能秉持校訓，咬緊牙關勇往直前，拿出爬克難坡
的精神，不畏艱難，努力向上，終會有登臨坡頂
前途豁然開朗的一天。
　你們在淡江受到三環五育的薰陶，除了可以增
進你們全方位的知識，更是培養每個淡江人成為
德業兼修、體魄健壯、心靈卓越又合群謙虛的知
識份子，成為國家社會不可或缺的人才，為企業
所愛，為國家中堅。
　你們不要妄自菲薄，當以淡江為榮。60年來淡
江不斷努力為你們營造優美的學習環境，提昇學
校的聲望，讓世人對淡江人刮目相看。但是，你
們也不能目空一切，趾高氣揚，要能虛懷若谷不
斷充實自我，才能日新又新成就大事，將來淡江
必定以你們為傲。
　在這建校60年的喜慶中，我衷心的祝福你們每
個人鵬程萬里、事業有成、家庭幸福、生活美
滿。母校將會繼續努力迎接另一個一甲子的到
來，也希望你們能為母校爭光，為母校揚名國際
盡一份心力。努力吧！淡江人！

█創辦人張建邦

昔日踏上克難坡，成為淡江新鮮人，

在「三環五育」的薰陶下，練就了

「學習意願、可塑性高」、「穩定度與抗壓性」、

「團隊合作」、「解決問題、創新、融會貫通」的能力，

此際，行囊滿篋，擁有13連霸最愛的喜悅

走過五虎崗 成為社會新鮮人，盈盈耳際的叮嚀與祝福

願以 淡江DNA的熠耀 

燭照於世

　當社會上還飽受著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所帶來的失業恐慌
時，本校再度蟬聯企業最愛的私校第1，穩坐13連霸的寶座。
讓今年的畢業生依舊可以興高采烈、昂首闊步、自信滿滿地
走出母校，成為受歡迎的社會新鮮人。望著大家意氣風發的身
影，身為師長的內心多的是欣慰與祝福。
　本校多年來不只蟬聯企業最愛的私校第1，並在世界大學網
路排名中榮獲台灣區私校第1。同時擁有WHO健康安全校園、
ISO 14001環安、ISO 27001資安、ISO 20000資訊服務管理等國
際認證。淡江走過了60年，在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悉心擘劃整體
規模下，並承歷任校長引領著淡江人辛勤地耕耘，奠定了良好
的基礎，才能有今天輝煌的成果。

　古人說：前人種樹，後人乘涼。雖然，我們承受了先祖的庇
蔭。但是，我們不能疏懶地在樹蔭下乘涼，仍須要再接再厲蓄
勢而發，檢視現況持續改進，才能永遠屹立在不敗之地。
　仔細閱覽天下《Cheers》的評比，企業主對大學畢業生的評
價均重視「專業知識與技術」、「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穩定度與抗壓性高」、「團隊合作」、「具有創新能力」、
「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具有解決問題能力」、「融會
貫通能力」等八大指標。在調查報告中顯示，淡江位居全國
大學總排名第8、私校第1，其中「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穩定度與抗壓性高」、「團隊合作」、「具有解決問題能
力」、「具有創新能力」與「融會貫通能力」的6項排名均是
私校第1。而在「專業知識與技術」、「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
力」方面還須努力。這正印證了創辦人數十年來堅持的國際
化、資訊化與未來化的三化教育理念，與本校極力推動的三環
五育學習策略、培養具心靈卓越人才的目標是正確的。所以，
大家在校園裡所習得的，必能養成具備高度的軟實力與即戰
力，以與世界同步。
　至於遠見雜誌的評價調查報告中，對於本校畢業生的表現也
作了相同的肯定。報告中並分析私立大學畢業生具備的特質
有：「學習力與可塑性」、「主動積極的態度」、「配合度與

穩定性」、「創造與創意能力」及「對工作的熱情與企圖心」
等5項。而有待加強的是「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專業
知識與技術」兩方面。固然，我們不以市場需求作為辦學的導
向，但是，企業界的最愛與肯定卻是對學校的辦學績效作最好
的檢證。同時，在遠見雜誌的報告中，我們更看到「職場內最
愛提攜學弟妹的學校」項目中，本校排名全國第3、私校第1。
目前，本校遍佈在國內外各個角落的校友已達22萬多人，猶如
智慧大樹昂然挺立，枝繁葉茂生生不息。這是一股很龐大的力
量，不僅是學校社會資源的主流，也是提攜學弟妹的力量，更
是為在校生提供就業經驗和管道的主力。
　每一位莘莘學子都是曾經踏上克難坡而成為校園新鮮人，學
成後帶著滿篋行囊走過五虎崗成為社會新鮮人，無可否認的，
踩踏過這條相同的軌跡而走進社會的學子都將永遠頂著淡江人
的熠耀光環燭照於世。今年適逢淡江創校一甲子，謹以“虎崗

風雅林美化雨黌宮甲子春 學成啟航縱橫天下菁莪萬世秋”期
勉每一位即將踏出校門的淡江人，在人生的旅程中務必堅持信
念，秉持著淡江人共有的DNA-樸實剛毅與全品管持續改善的
精神，開創一番「淡江以你為榮」的榮耀。祝福大家 鵬程萬
里！

█校長張家宜淡江DNA‧企業評價A

　大學生活中，交織著許多令人難忘的回憶，讓
我們一起來回味這幾年共度的快樂時光吧！

整理、採訪/張莘慈

※ 民國95年/體育館落成啟用
　紹謨紀念體育館內不僅有潔淨的地板、明亮的燈光、寬敞的空
間及多元的運動設施，學校更貼心地於樓層間配置冰塊製造機及
淋浴間，讓你可以開心地進去，清爽地出來，相信四年裡你一定
用汗水在體育館寫下不少的故事。

大傳四 顏辰玲

　由於加入系排的關係，所以常在體育館裡練球，體育館內的淋
浴間跟製冰機等設施，且下雨時可以不必擔心淋濕，對熱愛運動
的同學真是一大福音。但開放給一般非校隊同學的時間太少，希
望以後可以增加，造福學弟妹。

※ 民國98年11月/校慶蛋捲節
  蛋捲節可說是淡江重要的節慶之一，近幾年必有的「蛋捲傳情」
活動，已經成為本校的一大特色，快要畢業的同學以後可能會因
為不知道如何向他人表達情感，而錯失與他人的緣分，所以快趁
現在，舉起蛋捲，大聲、勇敢的說出你對大家的愛吧！

財金四 游勝富 

  一開始是因為覺得把蛋捲裝在試管裡很有趣才買的，但是後來轉
送給朋友時，看到他臉上開心的神情，讓我覺得蛋捲節是個可以
聯繫人與人之間感情的節日，且全校也因為這個活動，產生對學
校的向心力及認同感，就好像情人節要送巧克力一樣，蛋捲節就
是要送蛋捲啦！

※ 民國98年12月/淡淡生活節
　由學生會舉辦的淡淡生活節，不僅邀集1460個「LOVE & PEACE
微笑」並將其集結成冊，內容充滿著師生搞怪、可愛、燦爛的笑
容，為校園生活增添無限繽紛，也邀請陶晶瑩蒞校演講「我愛 故
我在」及播放電影《聽說》、《不能沒有你》，並舉辦二手市集

讓活動熱情燃燒整個寒冬。

英文四 施曉昀 
　去年淡淡生活節的「1460個微笑」明信片相當的吸引我，且二手
市集產品的價格也十分「體貼」，不僅讓我省了荷包又能得到想
要的東西。我認為淡淡生活節讓學校變得熱鬧非凡，也讓下課的
空檔時間變得更有趣。

※ 民國99年3月/文化週
　每年到這個時刻，從遠處就可聞到讓人食指大動的食物香氣，
讓海報街變得「很有味道」，相信四年來你一定在這裡砸下不少
錢，每年都要吃遍全台灣各地的特色美食，但除美食之外，配合

文化週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的當地風景模型更讓許多同學大開眼
界，欣賞到台灣各地的特色美，讓黑天鵝展示廳彷彿成為台灣的
小縮影。

經濟四 張雅華 
　畢業之後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回來參加文化週！因為幾乎每年
我都會來買各地美食，今年中友會社員扮成「艋舺」劇中人物吸
引客人，相當有創意，且黑天鵝展示廳所展示的各地方特色及建
築物，也令我大開眼界。

※ 99年3月/忘春瘋
　一到了忘春瘋演唱會賣票的時刻，總是吸引長長的人龍排隊，

為了搶票，每個學生幾乎都起個大早，睡眼惺忪地排隊，但也就
是這樣有趣的畫面，記錄了在淡江瘋狂的青春！

財金四 胡卉典  
　忘春瘋票價很便宜，卻能欣賞很多創作歌手的表演，相當超
值，現在腦海裡依稀記得歌手自彈自唱的模樣，以後如果有機會
的話，我會再回來參加！

※ 民國99年4月/藝術季
　藝術季至今已舉辦第四屆，相信總能勾起隱藏在你體內創作的
熱情及藝術的靈魂吧！每年吸引大批人潮前往的「手工DIY區」饒
富創意，從民國98年大獲好評的束口袋及別針，到民國99年充滿童

趣的風箏及彩繪衣服，都可以盡情揮灑。

水環四 沈訓業 
　平常很難有機會可以在學校放風箏，所以今年的「手工DIY區」
真的是相當有創意，雖然創意市集的攤位同質性偏高，但是希望
以後可以繼續舉辦，因為藝術季是一個非常有趣，且可放鬆大家
心情的活動。

※ 民國99年5月/蘭陽路跑
　「閃耀蘭陽，就是愛運動」的路跑競賽活動，讓每個參與的人
邊欣賞蘭陽校園的風景，邊鍛鍊強健的體魄，快要畢業的你想必
未來很難再與同學一起在校園中快樂、盡情地奔跑，還能拿獎金

了吧！

政經四  陳鄉棣
　由於我去年在國外沒能參加到第一屆路跑活動讓我覺得很可
惜，今年參加路跑，雖然累到跑不動，但仍堅持「走」完全程，
這比賽除了能強健體魄外，也能讓參與的同學學習到堅持到底的
精神，透過這樣有意義的活動，讓我和同學間留下共同的回憶。

統計一 蘇蘭婷  To：企管四李冠毅
　感謝你讓我在大一時不因離家而感到寂寞，社團的熱情和包容，
讓我認識許多人、參與各種活動，並且學習獨立，今年畢業的你，
希望在面臨職場的挑戰或是國家考試的準備，都能得心應手、一帆
風順。（施雅慧整理）

資傳二 葉珩  To：資傳四陳起慧
　還記得每一次的讀書會，妳一定最先到教室，忙碌地準備讀書會
的資料和影片，焦急地擔心學弟妹是否能理解相關內容，總是耐心
地回答我的問題，不因我的提問而感到不耐煩。開朗又活潑的個
性、認真又具自信的態度，是我學習的好榜樣。祝福妳畢業後，也
能保持熱情、工作迎刃而解。（施雅慧整理）

西語三 黃譯萱　To：西語四林成穎
　迎新、家聚、all pass糖、秒殺搶課、考試祕笈等，是妳帶給我在
大學三年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生活記憶。或許是因為直屬學姊、
學妹的關係，讓我們之間的情感更融洽也更緊密，遇到開心的事我
們一同分享，碰到難題卻也能吐露心事。三年的認識，短暫又不
捨，三年的照顧，感謝更珍惜，希望你在畢業後的職場挑戰或是生
活瑣事，也能一直開懷大笑，沉著應對。   （施雅慧整理）

  在職場上為生活打拚，在淡江求學奮鬥，就
這樣蠟燭兩頭燒的日子，度過了許多寒暑，
說來也挺矛盾的，唸書的時候總是一心想畢
業，但愈接近畢業時，卻又開始懷念起學生
的生活。
　由於邊工作邊讀書，常疲憊地在捷運上睡
到過站，但現在回想起來，這卻是另類的
「甜蜜負荷」，因為唯有求學時，才能體會
到大家目標一致、同舟共濟的學生時光。
　還記得每當忙完一回資格考，教授們溫馨
的引導及鼓勵；還記得為了撰寫論文，竭力
在文獻中熬過的每分每秒；還記得為了學習
第二外語法文，曾與大學部同學一同練習會
話的諧趣景象；還記得淡水的嚴冬，衣櫃裡
的連帽外套，陪我走過了無數個冷冽歲月。
  鳳凰花開了，今年六月我即將離開淡江，將
離開單純無暇的學生時光，心中甚是不捨，
在淡江的美好回憶，都將成為我未來堅持下
去的動力。（黃雅雯整理、圖／提供）

　通勤族的我，在每天來來往往的步伐中，大學
四年即將告一段落，很快卻很踏實，雖然通勤的
生活讓我無法在社團生活與社交發展能有很好的
表現，但固定的作息讓我能更專注於學業。
　或許不同於許多大學生喜歡追求刺激的事物，
恬靜的生活是我的享受，覺生紀念圖書館豐富的
藏書，及文錙藝術中心的多元畫作，是我課餘時
間最愛的去處，唯一不同於輕步調的生活是--
重口味的香豆富美食，令人難忘。
　努力是我的本性、不斷突破是我的天性，大二
的萊茵盃戲劇表演比賽，擅於幕後的我轉戰台
前，是大學的第一個挑戰；文錙藝術中心的工
讀，熟背畫作的歷史與典故，是大學特殊的打工
經驗；今年春假的9天北京外語大學交流，認識
朋友並且開拓視野，這些都是淡江帶給我的珍貴
行囊，畢業在即，回首這四年的點滴生活，都如
同昨日般的記憶猶新，卻也都是一輩子的無價回
憶。（施雅慧整理、攝影／林奕宏）

　淡江是一個資源豐富、活動多元的環境，大學四年怎麼
過？就看你如何選擇。喜歡幫助別人的那種快樂，覺得服務
人群是一種使命，於是投身服務團隊，在大二時接下返鄉服
務隊隊長一職，當時課外組的江姐（現任職理學院秘書江夙
冠）告訴我；「做服務、做公益本來就很難告訴別人你實
際得到了什麼，只有你自己做了，才能體會到過程中的收
穫。」
　陸陸續續參加了樸毅志工、淡海同舟等，並在大四上前往
大陸參加浙江大學主辦的交流研習營。經由這些不同的經
驗，認識許多人，也拉近彼此距離，原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
是可以很親密的，這種感覺真好！另外，我也藉由社團經
驗，學習到待人處事的方式，以及培養自己台風儀態等，這
些收穫都為未來就業打下好的基礎。
　我想告訴學弟妹的是，大學可以過得很充實，只要好好規
劃時間，充分使用學校資源--藏書豐富的圖書館、24小時的
電腦教室，並在課餘時間安排社團生活，那麼每個人都能擁
有精采的大學生活！（陳思蓓整理、攝影／林奕宏）

　淡水河上的光點交錯著觀音山的翠綠山景，陪伴我4年的捷運淡
水線，讓我忘卻上學路途的遙遠，只記得，淡水美好的一切，還
有那份，用體操的華麗轉身，勇敢堅持的夢想實踐。
　體操，早在進大學前，就已是我的興趣，但在大學四年，我重
新認識了我最愛的運動，還有「自己」。小小的體操三人社團，
也可以實現大大的夢想；我們有了伴，開始像個家、努力在「帶
動中小學」裡，將簡單的翻轉，帶給每一個小朋友。三個人的接
力賽跑，果然贏過一個人的全力奔馳。
　回憶每一次站在體操場上，我心裡只有體操和自己。得獎，從
不是我的追求，而是當作突破自己的檢視。今年的大運會，獲得
了「最佳運動精神獎」，成為全國唯一女生代表，當台上喊出
「淡江大學」的那刻，我真的很感動，因為在座的每一位，都看
見我，還有淡江。這一秒，我和學校擁有了共同的榮耀。
　淡江，它的自由讓我能對體操發揮最大的想像。一路走來，感
謝有體育室老師們的支持與協助，重視體操，給我場地、借來平
衡木，讓我無憂慮地恣意跳躍，讓我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將體操
的美麗散播給每一個人。
　或許，體操已融入我生活的一部分，如同淡水的光影，交織著
我曾經走過的努力；而淡江的記憶，也將支持我走向下一個目
標、下一次的美妙跳躍。（陳頤華整理、攝影／劉瀚之）

　早晨起來，淡水的陽光依舊耀眼，四年來就像
是做了一場夢，典型「努力就會成功」的American 
Dream，不同的是，這是屬於我的「淡江夢」。
　曾經，我和所有學生一樣，隱身在人海之中，只
想做個普通人，卻在一夕間，學生會會長這個夢，
將我推向不一樣的舞台，為平淡的學生生活鍍上璀
璨的光芒。肩負起5653張選票的肯定，這一刻褪去
了我的平凡，從此，我有了追夢的能力，追求如何
讓學生生活得更好。
　我從未想過，我得克制自己顫抖的雙手，面對幾
百人說出學生自治的理念；也從未設想，自己能站
在學生參與的平台上，和校長對話。短短一年間，
協助推動全校禁菸、垃圾分類等公共議題；舉辦第
一屆「淡淡生活節」，透過「微笑照片」的活動，
讓同學看見淡江的美；校慶、忘春瘋、藝術季，不
知道同學們是否享受在其中？擔任學生會長的期
間，我學會用長遠的眼光，去思考現在和未來。
　在淡江4年，一點一滴都是用我心中最溫熱的純
真去體會，遇見的老師、同學及事物，遠遠超過我
當初踏入大學的想像。四年匆匆而過，卻永遠在我
生命裡，註記了轟轟烈烈的人生章節。（陳頤華整
理、攝影／劉瀚之）

　蘭陽四年的生活，最讓我回味的就是宿舍生
活。蘭陽校園與其他學校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
師生全體住校，而且老師每天在研究室的時間很
多，只要有任何課業問題或出國問題，都可以及
時找到老師，獲得解決。
　猶記得入學時，學校將與不同系的同學分配在
同一間房間，除了讓我們很快混熟之外，也在不
知不覺中培養了情誼。回憶那段與室友在晚上談
心、一同徹夜準備考試的時光，真的很美好。
　蘭陽校園少了城市的喧囂，但也因此增加我內
心的寧靜，秀麗景致的陪伴，讓我能夠靜下心想
得更多、看得越遠。大三出國的留學經驗對我的
幫助很大，除了英語能力進步外，也讓我拓展國
際觀、提升競爭力，而回國後，學校所學的專業
知識也幫助我順利考上國立高雄餐旅學院觀光管
理研究所。
　這四年的求學經歷，同儕之間的打氣與努力、
老師熱情的輔導與分享……點點滴滴都讓我畢生
難忘。（江啟義整理、攝影／陳怡菁）

　進入蘭陽校園就讀前，得知大三得出國留學一
年時，內心既期待又怕受傷害，因為必須離開家
人、朋友一年，這和其他大學很不相同，曾讓我
擔憂收穫會不成正比。
　實際進入蘭陽校園就讀後，在老師辛勤的教導
下，讓我產生勇往向前的動力，自信心增加不
少。除了讀書之外，我也加入了女宿自治會及蘭
陽志工服務隊，透過舉辦各項活動，學習如何排
除困難、同心協力的團隊合作精神。在志工隊服
務時，利用課餘時間至三民國小為幼童輔導課
業，讓我學習到耐心及愛心，這些都是很大的收
穫。
　我入學前擔憂的大三出國，竟變成我人生的一
大轉捩點！在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就讀時，體
認到異國文化及國內外教學方式的不同。除了英
語能力進步外，也學會獨立自主。四年倏忽即
逝，我的大學生活猶如萬花筒般多采多姿，每當
閉上眼睛，腦中浮現的都是大學精采、難忘的畫
面，一同參加舞會、一同聊心事……蘭陽這個大
家庭，師生的感情就好比朋友，這樣的情誼，我
會永遠珍惜。（江啟義整理、攝影／劉瀚之）

　淡江給我最好的禮物就是自信。進入蘭
陽校園，是一場「驚天動地」的相遇。時
間過得很快，四年晃眼而過，蘭陽的生活
雖然沒有太過於瘋狂及驚豔的色彩，卻給
了我更多思考自己未來及成長方向的時
間。
　大三出國研習那一年，給了我徹底蛻變
的契機，學習獨立、增進語文能力、拓展
人生的視野，以及變得勇敢、懂得相信自
己。除了認識外國朋友，最棒的回憶就是
旅行，和朋友一起規劃行程，當個小小空
中飛人，踏遍自己夢想中的角落。
　除此之外，大學四年中，還有許多回憶
是很棒的，宜蘭的夜景、林美山的日出陪
我們度過了蘭陽歲月。還有，參與體育競
賽也是我最喜歡的回憶，雖然常受限於場
地，需要跟大自然搏感情，才能順利練
習，但資通四排球隊依舊創下蘭陽校園三
連霸的紀錄，這永遠是我們這一班班心中
共同的驕傲與美好的記憶。
　回首四年，真的很感謝我遇到的所有
人，也希望，在未來的人生旅途中，我可
以一直帶著自信的精神一直走下去。（楊
志偉整理、攝影／劉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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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畢業囉！學生高興地聚在一

起合拍紀念照。（攝影／陳怡菁）

　校園巡禮時，畢業生抱著花束

開心揮手。（攝影／陳怡菁）

　蘭陽外籍生拿到畢業證書，十分

開心。（攝影／劉瀚之） 　休閒系黎喬泰因病無法自主行動

卻十分向學，校長張家宜親自頒發

畢業證書。（攝影／劉瀚之）

　蘭陽校園畢業典禮會場氣球突然從天

而降，讓學生十分驚喜。（攝影／陳怡

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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