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先啟後，塑造社會新文化，培養具心靈卓越的人才」，這
是淡江大學的使命。既然要培養具心靈卓越的人才，則何謂「心
靈卓越」也就成為問題的核心所在。
   哈佛大學是世界名校，其學校之卓越無庸置疑。然而，哈佛大
學教授卻出書指出哈佛大學卓越的盲點，也就是雖卓越卻缺少靈
魂，所謂「excellence without soul」，這是十分尖銳而深刻的批
評。原來，一般人所謂卓越，乃是就知識成就或社會成就而言，
哈佛的學生在知識及社會成就方向果然卓越出眾，獨領風騷。問
題是，這樣的成就是否就是人的真正價值所在，是否就是大學的
真正價值所在？人與大學是社會的一部分，它們應該有更具人性
的反省與創造，甚至創新與實踐，從而真正實現自我價值，為人
類社會提出貢獻，而不是僅只是追求個人的成就與卓越。易言
之，真正的卓越並不是自我的出眾，而是真正發揮自我的價值，
為人類社會提供最有價值的貢獻，果如此，則卓越並非絕對的標
準，而是相對於每個人的存在而成立，每個人都有其卓越的價值
與地位。在此，人人平等無差無別也。
   淡江大學所培養的「心靈卓越」就是一種價值觀與意義感，是
在知識之上更培養學生對自己、他人、社會、世界的眼界與關
懷。我們尤其希望淡江新鮮人能細心體會其中之深義。首先，心
靈卓越突破了量的迷思而開創質的價值，我們不再以量的大小決

定意義，而是以意義的深淺決定價值。在量的廣度之外，我們更
追求生命高度與深度。因為有了生命的高度自覺與深度反省，淡
江人最能體會自我突破、自我創新的奧秘，因而也最能掌握開放
的心靈，超越封閉的苦難。此時，我們應如莊子逍遙遊中的大鯤
大鵬，以無限大的心量擁抱自己、擁抱世界，這也是淡江開放、
自由的校風寫真。超越封閉，所以我們不再獨白；開放心靈，所
以我們認真對話。這是個對話的時代，我們要與自己、他人、其
他文化對話，在對話中學習他人、了解自己。在開放的心靈與對
話的基礎上，淡江人的眼中已經超越了競爭，而創造一種合作、
雙贏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競爭只是一種激勵的手段與策略，而合
作才是真正的目標與價值。人生有太多的意義等待追求，有太多
的價值要求實現，有太多的理想召喚行動，因為意義無限大，所
以沒有人會成為其他人的阻礙，反而是攜手共進的最佳伙伴。是
的，我們殷切期盼淡江新鮮人體會心靈卓越的價值與奧秘，從而
建立奉獻、品質、開放、對話、合作的全新人生！
   淡江建校60年，我們在新的60年到底要實現什麼樣的理想與未
來，有待所有淡江人一起努力。雖然有不同的想像與希望，但
是心靈卓越卻是無法撼動的核心價值。因為心靈卓越的追求與實
現，淡江永遠日新又新，自強不息，再次歡迎淡江新鮮人加入心
靈卓越的淡江！

大傳碩三 林靜旻
　祝福學校60週年可以像高空彈跳，讓學生們個個都是才俊，如
飛龍在天、騰空跳躍，給我們越來越多的驚喜；不管是大三出
國、人才培育或教學環境，都有長足的進步，日日新又日新，展
現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傲人成果。

財金四 游勝富
　淡江校風自由，擁有兩百多個社團，風氣活絡，可以說是學生
的天堂啊！藉由社團可以認識同好，也學習到課堂上沒有的寶貴
經驗。我覺得60是一個圓滿的數字，已經很棒的淡江，希望未來
能更上一層樓，讓學生更驕傲。

統計三 陳曉嵐
　60歲的淡江實在是祝感心！雖然我剛入學時，不太習慣英語教
材及授課方式，但長期下來，我的英文能力有了長足的提升。此
外，資訊中心、圖書館等設備相當優質，我平均一週會去圖書
館兩次，薦購系統也能滿足我們對知識的好奇心，60歲的淡江就
像媽媽，認真地為我們計畫將來，除了感謝，也要祝福她60歲快
樂！ 

資管四 李沛霖
　淡江60週年，祝福學校可以蒸蒸日上，教學品質愈來愈好，除
了國內排名穩居私校龍頭外，國際排名也能逐漸嶄露頭角。此
外，期許淡江校慶最好是變成國定假日，讓全國一起為淡江祝
賀！最近好多教室課桌椅和設備都更新了，上起課來都特別起
勁，也期許有一天教室可以一併變成光纖，老師上課或同學報告
時就不用擔心網路lag。

國企三 劉資瑜（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留學生）
　淡江創校60週年是一件大事，身為淡江的一分子，即使在美國
也似乎感受到學校的那份喜悅，除了祝福學校生日快樂，也希望
校慶能擴大熱鬧一番，將喜悅發送各地！除了各種競賽，還可舉
辦社團表演、派對舞會、園遊會等，甚至將慶祝的範圍及對象擴
及家長及社區居民，說不定將來淡江校慶會成為一年一度的淡水
地區大事喔！ 

德文四 舒建庭（德國波昂大學留學生）
　祝福學校60週年生日快樂！感謝學校給我這個機會出國留學，
學校的留學、交換生政策真的很好，不僅名額多，系上還會幫忙
規劃課程，讓我們出國免驚！姊妹校的課程非常多元，想上什麼
課就上，非常自由，教學品質也很高，出國學習讓我增加了不少
國際觀，出去走了一趟，發現世界大很多。期許未來可出國的名
額越來越多，德文系能有越來越多學生，擁有出國學習的機會。

日文三 陳冠菁（日本平城國際大學）
　淡江有很多姊妹校及很多交換生管道，是吸引我推甄入學的原
因，現在我已順利啟程來到日本平城國際大學實踐夢想！所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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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4 distinct campuses

校園視窗

       台北校園《《《《 知識之海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網路校園《《《《  探索之域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卓越大代誌
從導入到產出  整合課程與輔導建構學習品質

成教部開華語師資培訓
　為增進華語教學技能，提供在學學生第二專長，華語中心
特別開設華語師資培訓班。課程分華語教學總體介紹、華語
教學與實務、數位工具與媒體、華語教材與課程、教學法與
語文技能等5大領域18個單元，合計108小時。學費2萬元，特
別優惠在學學生只要3千元，報名從速額滿為止。意者請洽
（02）23216320*39黃小姐。（華語中心）

加強教學知能 開中學教師第二專長課程 
　本校為配合教育部提供教師多元進修管道，加強教師教育
專業課程及專門課程之教學知能，開設「中等學校教師第二
專長學分班」，99學年度開設有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
公民與社會科，100學年度擬增開高中輔導科。歡迎具有中
等學校合格教師證之現職教師踴躍報名，意者請冾（02）
23216320*32陳小姐。（進修教育中心）

校際資源共享 視訊收播靜宜大學講座
　為促進校際教學資源共享，讓同學能參與其他大學舉辦的
講座活動，遠距教學發展組自10月7日起，每週四15時10分至
17時於I601，透過遠端視訊連線方式，收播靜宜大學「英語學
習跨校視訊講座」。講座採現場報名，限額40名。課程內容
包括「IELTS說明會」、「職場英文初體驗」等，歡迎同學踴
躍參加。（遠距組）

賽博頻道徵創意新血
　
　本校賽博頻道為提供全校師生有關教學、資訊、新聞及活
動的訊息交流平台，除了播放校園每週即時新聞，也積極針
對學生所關心的知識訊息或熱門議題做專題報導。本學期賽
博頻道將展開節目企劃製作團隊的人才招募，對於拍攝影片
和採訪新聞有熱忱，或對節目企劃、廣告設計有創意想法的
同學，都歡迎加入節目製作團隊，賽博頻道將提供實習和工
讀的環境。10月1日晚上6時將於I601舉行招生說明會，報名自
即日起至10月6日止可至I101遠距教學發展組索取報名表或電
洽26215656-2162。（遠距組）

校友曹立傑履新 任聖克里斯多福大使
　本校西語系及歐研所校友曹立傑於日前升任中華民國駐聖
克里斯多福大使，已於本月18日抵達聖克里斯多福履新。曹
立傑於1988年外交領事人員特考及格，歷任駐哥斯大黎加大
使館參事、禮賓司副司長、駐美國邁阿密辦事處處長等。對
於上任聖國大使，曹立傑希望在既有的合作基礎上，繼續強
化兩國政府與人民間之關係。（吳春枝）

大陸／日本姊妹校來訪 交流學生事務
　姊妹校大陸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工作處副處長孫雷一行
10人於17日來訪，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持，在外語大
樓FL106會議室進行簡報及座談，雙方針對大學生創業、職業
生涯輔導、課業輔導，以及心理諮商進行經驗分享及討論，
該校校團委書記張迎春在參觀本校社團辦公室後，對本校社
團活動、設備資源表示肯定。此外，日本名城大學研究科長
木岡一明一行12人，於21日下午來訪，由日文系副教授劉長
輝主持，針對本校招生、畢業後與校友的聯繫，以及學生的
學習支援等議題進行討論。（江啟義）

給淡江的祝福與期許―學生篇

 卓越計畫為深化落實「學生面」，在「建構學習品質」分
項中，將計劃聚焦在大學四年中，學生各項學習能力的增能
及多元能力的加質。從導入到產出，讓學生從新生適應、成
長學習、職涯輔導到就業準備，都能透過階段性的課程與輔
導系統的整合，完備學生適應學習及提升未來工作競爭力。
　學務長柯志恩說明，分項計畫中，為學生量身打造三段式
架構，一、在大一「輸入」階段，以「能力萌發，定向輔
導」為根基，發展「自我探索」與「自我規劃」的能力。透
過雙導師制輔導新生，在「大學學習課程」中，協助學生了
解學校、自身學習方式及性向志趣。
　二、大二「歷程」的階段，以「能力增值，學習再造」及
「能力鍛造，公民實踐」作為深化學習力與社會實踐力的面
向。在學習層面，深化客製化學習輔導機制，對於學習表
現不佳者給予學習風格及讀書策略相關輔導，或針對專業
基礎科目加強不足，面對不同學習狀況量身協助；如成效
依舊不彰，將有預警制度提醒學生，透過補救教學幫助學
習。而在公民實踐層面，以社團作為實習場域體驗學習，
培養團隊合作、領導能力及企劃技能，讓課堂學習與社團
活動相互作用，增加職場競爭力。

　三、大三及大四的「產出」階段，完備四年來的能力，
以「職涯啟航」為目標，透過職涯探索、企業參訪及校園徵
才博覽會等活動，提升學生的「受聘力」，強化職涯資訊平
台，結合職涯探索及職能診斷，讓學生畢業即就業。
　柯志恩表示，此分項計劃全是從學生的「學習養成」為出
發，計畫已見成效。如大學學習課程，有效幫助新生認識
校園，更藉由導師輔導快速拉近師生及班級情誼；二一預
警制度也有效降低退學率等。未來計畫除了以「輔導」角
色協助學生，將更進一步讓學生挑戰自己，規劃100年起
必修「社團學習」，強化社團實踐，落實三環五育。更
著手推動大四「菁英方案」，從社團及學業表現優良的
學生中徵選30人，透過企業CEO或業師的考驗，執行企
劃等競賽，讓職場歷練更加真實，讓菁英方案成為淡
江培養職場競爭力的傳統，讓業界想到淡江畢業生就
想到「菁英方案」。柯志恩說：「分項計畫將提供學
生更多資源，要讓差的學生進步到好，好的學生提
升到更好，最終培育出能力完備的畢業生。」（陳
頤華）

要祝福學校60週年生日是另一個夢想起飛的開始。而日文系上最
近有些課程改成小班教學，這樣可以讓學生學得更多，可見淡江
真的有在改變，所以還要祝福淡江越變越好，成為全球學生學習
知識的快樂天堂。

會計三 王怡淨（波蘭華沙大學交換生）
　學校60歲生日，祝福學校在大學排名中可以好再更好，並且有
更多的姊妹校，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到國外學習。再回到淡江是
一年後了，期許學校能有更多軟硬體建設，例如：商館大樓如果
可以像化學館，也擁有自己的圖書館，那就太好了！可以不用再
人擠人地到圖書館卡位唸書，也可以有更豐富的商科領域藏書，
更重要的是，淡江商館專業的形象一定可以大幅提升，我的畢業
證書分量也就跟著變重了許多呢！ 

企管四 林侑蓁（捷克查爾斯大學交換生）
　猶記得大一時的青澀模樣，時間飛快，一轉眼我已完成大三出
國交換生學業，並再度回到這有點陌生又熟悉的淡江。在學校的
日子，我最喜歡去圖書館，一進大門就可以看到美侖美奐的大
廳，也可以坐上透明電梯，欣賞美麗的夜景，那足以媲美歐洲的
夜景，令人癡迷。所以我要祝福淡江，永遠迷人，永遠是所有人
心中的最愛。

經濟一 邵凱婷（匈牙利）
　剛到淡江不久，沒想到剛好遇到學校60週年生日，好幸運！淡
江是個很棒的學校，老師、同學待人親切，各項教學設備也很齊
全，相信各個國家的學生一定都可以適應而且喜歡。還有，垃圾
的分類也讓我印象好深刻，每個垃圾袋外面都有標示，資源回收
做得很仔細，環保又衛生。祝福學校可以更國際化，讓更多人認
識這麼棒的淡江！

國企二 柯安亞（尼加拉瓜） 
　淡江60歲了！哇，歷史悠久，祝福學校可以更棒更活潑，有更
多的社團。例如：我好喜歡足球，可惜學校只有男生足球隊，其
實女生也有八國聯軍的潛力，期待女生也能組成一支八國足球艦
隊和男生PK。另外，來淡江2年了，適應食物對我來說還是一大
問題，所以也期許學校的福利部門可以提供更多異國料理，讓來
淡江唸書的外籍生也能天天吃得開心。

大傳四 黃美美（馬來西亞） 
　淡江校園很美，軟硬體設備很齊全，我要祝福將滿60歲的淡
江，能乘著時代的巨浪更上一層樓！至於對學校的期許，我覺得
選課手續和系統很複雜，常常要跑很多單位，讓原本對課程充滿
期待的同學疲於奔命，期待能有一個特定的輔導單位為我們解答
疑惑，讓外籍生的學習過程更順暢，讓淡江成為外籍生嚮往的學
習殿堂。

國企三 宋達明（布吉納法索） 
　我在母國學的是法律，選填淡江國企系，除了因為經濟的認知
能夠和原本所學相輔相成外，也因為學校用心投入很多資源在這

個英文班上，是台灣別的大學很少見到的。時值學校60週
年，祝福淡江國企系英語專班的實力能一直不斷提

升，培養出學生最堅強的專業實力！ 

國企四 夏蓮（巴拿馬）
　  淡江60週年，祝福淡江越來越有

活力！在淡江，同學很願意給我幫
助，社團朋友更是熱情；如此友
善的學校，讓許多其他國家的朋
友都說「很喜歡淡江！」另外，
學校的社團很多，對喜歡游泳的
我來說，水上運動的社團活動非
常有吸引力，期許學校能舉辦更
多與外國學生有關的活動，如：
music par ty、舞會、學生樂團
等，讓外籍生有更多機會與台灣
學生交流，最好大家一起來玩
瘋！

文／施雅慧、王育瑄、梁琮閔、陳思嘉、翁浩原整理

國企三 涂安杰（尼加拉瓜）
　剛到淡江時不懂中文，偏偏上課常需說中文，幸好老師跟同學
都很幫忙，解決我課業上的不便。我在尼加拉瓜時有參加美式足
球隊，來到淡江也加入學校的橄欖球校隊，夥伴都很nice，互相
幫助讓我們更為團結。對淡江周遭環境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以前住
英專路，所以每次上課都要爬克難坡，雖然到教室常常已是滿身
汗，累爆了我！不過也因為這樣增進了我的體能。祝福這個人和
環境都友善的學校，未來有更美好的發展。

資創二 鄭瑜蕙
　祝福學校60歲生日快樂，也祝福全體淡江生，畢業後都能找到
不錯的工作，考取理想的研究所；學校的大三出國能夠更圓滿。
並期許學校能提供大三出國更多實質的協助，更多出國留學學校
的選擇，更多獎學金可申請。更重要的是，希望蘭陽校園能夠聲
名遠播，名聞遐邇，讓全世界都知道。

統計四 林薏昕
　哇！淡江60歲了耶！首先來一首生日快樂歌好了，「Happy 
birthday to 淡江~。」對學校的期許嘛！來點創意，期許教師們
的科技研發，能讓淡江的每位學生都像哈利波特，隨手一揮就能
在校園中變出想要的東西，例如：走在校園中，手上有垃圾時馬
上就能變出垃圾桶，這樣不但可以解除找不到垃圾桶丟垃圾的痛
苦，也能兼顧校園環境喔！

中文四 尤思涵
　淡江60週年校慶，祝福學校社團更多元，校譽蒸蒸日上。至於
期許，希望文學院未來可以搭建24小時全自動手扶梯，讓學生上
課更方便。另外，希望在校慶當天給社團表現的機會，例如：我
參加的詞曲創作社，不但會作詞作曲，又有一副好嗓音，如果有
舞台的話，我們很樂意在校慶當天，發表為學校量身訂做的淡江
生日快樂歌喔！

機電三 賴柏元
　能夠參與學校60歲生日這個意義非凡的日子，深感幸運。淡江
創校60年以來，教育出無數優秀人才，在社會上一直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回想初上大一時雀躍的心情，還一直持續到現在。時間
過得真快，三年來學校對學生的用心我們都看得見。除了祝福淡
江60歲生日快樂，並順利地走往下個一甲子，也期許學校能更重
視社團活動，培養出更靈活的人才。

企管三 顧晉
　大一初上蘭陽時，小小的校園鼎立在高山上，僅上了一星期的
課，就被學校完善的照顧所感動，雖然人人都說好山好水好無
聊，其實正因為這獨立的成長環境，讓我徹悟許多一生受用的
道理。後來轉學到淡水校園，更能感受學校在各方面的努力，這
麼努力的淡江在今年邁入創校第60個年頭，祝福學校生日快樂之
外，也期許未來能與世界接軌、揚名全球，不管遇到多少風雨都
能屹立不搖。

蘭陽師生盃排球賽 下週登場
　蘭陽校園將於10月4日（週一）至7日（週四），每天晚上
7時舉行年度師生盃排球錦標賽。各班組隊參賽報名至9月27
日截止；比賽採男女混合循環賽制，上場比賽女子球員不得
少於2位。競賽辦法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比賽規
則，即3局2勝制，先得25分並至少領先2分者該局為勝。教職
員聯隊今年加入多位生力軍，增強不少戰力，盼望珍惜以球
賽增進師生互動的機會。（蘭陽校園）

浙大3碩士交換生來校修課
　商學院首度有大陸浙江大學碩士交換生來校，3位學生於11
日抵台，分別為浙大經濟學院金融系胡志堅、馬齊瑋及產業
經濟學系閔敏。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表示，陸生的特色是十
分勇於發問，6年來浙大學生來校，其積極的學習態度，對本
校學生具有正向的影響力。
　本校商學院與浙江大學經濟學院交換學生計畫，至今邁入
第6年，每年固定有8位，共計51位浙大生到本校學習。今年
包括3位研究生共有11位陸生來校。第一次來台的閔敏說：
「淡江給交換生很大的空間。」她也指出，與大陸最大的不
同在於台灣人很熱情，生活節奏快，當初會選擇來台，除了
台灣沒有語言的問題之外，相對來說，台灣教育比較偏西方
化且活躍。（陳昭岑）

感恩栽培
祈更上層樓

   為慶賀創校60週年，從去年開始便一片歡騰，全校大大小小無不卯足了勁，籌辦各種活動為學
校慶生；無論教職員、學生或校友，身為淡江的一分子，讓我們衷心為淡江獻上祝福吧！

迎接心靈卓越的時代─為淡江新鮮人而寫─

學校生日同樂，外籍生也瘋狂。（圖／學生
會提供）

去年，校園中出現可愛的壽桃人，
讓60校慶還未到，便到處充滿濃濃
的「壽」意。（本報資料照片，攝
影／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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