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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以後
明天以後，你們離開了淡江美麗的
校園，回到你們來的地方。
打自你們來到淡江的第一天起，不
知道有多少個清晨，多少個黃昏，或
在林美山上觀龜山日出，或在五虎崗
上賞淡水夕照。日子就那麼飛快的過
去，轉眼四年大學生涯就此結束。
在這鳳凰花開時節，驪歌悠然響
起，你們懷著既興奮卻又充滿了離情
別緒複雜的心情，步入畢業典禮禮
堂，接受師長和同學的祝福。明天以
後，你們揮一揮手走出淡江校園，去
面對整個國家、整個世界，開始踏上
人生旅程中另一個新的里程。
明天以後，海闊天空、任你翱翔。
但無論你飛往何處，總不要忘記你在
淡水五虎崗，礁溪林美山上求學的日
子。那使人沈醉鶯飛草長、百花齊放
的春日，那淒風苦雨、挑燈夜戰的寒
夜，還有那許多朝夕相處的老師同
學，以及生活上的點點滴滴，都會在

☆創辦人

三環五育  鷹揚展翼

張建邦

歸來。無論你們是成功或失敗，學校
都為你們所作的努力奮鬥而自豪，更
以你們對國家、世界所作的犧牲奉獻
為榮。

你午夜夢迴時從你的腦海中出現。
四年來你們接受了三環五育的全人
教育，以及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三化的陶冶，養成了恢宏的國際視野
和遠大的未來觀。你們學會了如何創
新，如何與他人合作。鍛鍊出超強的
抗壓性，不畏艱難，不怕失敗，勇於
接受嚴酷的打擊和挑戰。你們對未來
信心滿滿，但絕不會好高騖遠。你們
立足淡江，放眼世界，懷著樸實剛毅
的精神，繼續不斷追求學問，增長知
識和技能，掌握資訊，從而開創你們
個人和國家的未來。

今年開春，本校即以企業最愛的15連霸與
大學畢業生綜合競爭力 5連霸的亮眼成績令人
振奮。再度讓應屆畢業生戴著企業最愛的光
環，興高采烈、昂首闊步地走出母校，成為
最受歡迎的社會新鮮人。
本校為使每一個大學生都能為未來作好準
備，培育學生具備高度與全方位的軟實力，
特別重視大學學習，因此，融合「國際化、
資訊化、未來化」的三化教育理念，結合
「三環五育」的教育內涵，並藉五育三化涵
蓋訂定學生8大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品德倫
理、主動學習、樂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
涵養與全球視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以
培育大學生應具備的多元與融會貫通的基本
能力，進而成為踏入社會的即戰力。希望大
家一踏入社會，就能夠扶搖直上九萬里，如
鷹揚展翼般自在翱翔。進而因應未來空間的
格局、生活的模式與時間的架構。
近年來，社會上對於天下《Cheers》與遠見
雜誌進行企業界最愛的問卷評比報告頗為重

明天以後，你們的事業有了成就，
希望你們不要忘記回饋社會、回饋母
校。飲水思源，不忘根本是一種美
德。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得之
於母校，也應該捨之於母校。你們對
母校回饋的每一份力量，都會協助母
校精益求精、日新又新，建構淡江為
世界一流的學府，讓後進的學弟妹們
有更好、更優質的學習環境去追求學
問，修心養性。所謂「前人種樹，
後人乘涼」，「人人為我、我為人
人」，你們以為然否？

淡江創校61年來，已有23萬多校友
散布在社會各階層、各行業，世界各
角落。明天以後，你們就加入了他們
的行列，他們會熱忱的接納你們，在
你們奮鬥創業的過程中提供幫助，為
你們護航，作你們的後盾。

明天以後，你們的每一個明天，我
確信一定比今天更好。你們的前程無
量、希望無限，我在這深深的祝福你
們每一個淡江人，健康幸福！順利成
功！

學校今天雖然送走了你們，但她將
永遠為你們敞開胸懷，歡迎你們隨時

美洲所博四 梁其超
˙領取「MOE
（De Leon Salazar）
Taiwan Scholarship
」(教育部臺灣獎
回想起在福爾摩
學金)
沙6年的點點滴滴，
「I crazy to come to
Taiwan as much as I learn up to 2012！」
2006年，我領臺灣教育部所頒發的「臺
灣獎學金」到這裡，先被淡水的景緻所吸
引，這裡不僅沒有市中心人多的擁擠感，
也是個與我家鄉相似的「靠海」城市，之
後讓我決定留在這唸書，就是淡江校園內
美麗的景色。
我喜歡淡江，喜歡收藏很多書的覺生
紀念圖書館，這麼豐富的藏書在拉丁美
洲的學校可從來沒有看過；琳瑯滿目的
社團，讓學生們可以在這裡學習，雖然我
從來沒有參加過；大一新生的服務教育課
程，掃地整潔校園，這也是在我的國家未
曾見過的景象。不過說到校園內最令我
「Surprise」，卻是「丟福園」，第一次見
到時，我真的被嚇到，心中想著：「難道
在臺灣，生日時都要丟進pool嗎？」
假日時，我喜歡「Traveling in Taiwan」
及「吃臺灣美食」，我到過大大小小的城
市，高雄、屏東、墾丁、澎湖等，也喜歡
吃魯味、蔥抓餅、豆漿等小吃，不過臭豆
腐還是不能榮登我的美食紀錄中。臺灣
的文化總是令人驚艷，旅行到一個新城市
時，文化就會跟上個城市有所差別，如南

部的人大多講臺語，也會曬的比較黑，和
臺北有所不同。
從碩士到博士的學習歷程，淡江不只幫
助我課業上的學習，也讓我在這裡結交到
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更讓我將這裡作為
起點，認識了整個亞洲。「I never think go
to Taiwan it will be such a good experience.」

勉勵學弟妹們，「Pursuit and follow yours
goals. And in the future, be a better person.」
畢業後，若是回到巴拿馬，希望與家鄉
的人分享在這裡所學習到的種種經驗，
不過我更希望如果還有機會，能繼續留在
這裡，因為臺灣就像我的「第二個家」。
（整理／林俞兒、攝影／謝佩穎）

統計四

陳敏純

獎學金就是
最好的打工
如果真要有什麼改變，大學四年
來，我覺得最大的收穫就是變得不
怕冷吧！當初從溫暖的高雄離鄉背
井獨自來臺北念書，怕冷的我，居然
選擇最冷的城市就讀，也許真的就是
緣份，才讓我來到淡江，進而認識淡
江、愛上淡江。
除了統計系之外，我也雙主修財金
系，之前在高中時期，打下紮實的基
礎，念起統計系來能輕鬆一些！除了
理論之外，實務經驗也很重要，感謝
大三時邱志昌老師的推薦，讓我進入
國泰世華銀行實習，實際接觸銀行第
一線。大學四年來，認識很多人，也
受到很多朋友的幫助，更承蒙許多老
師的照顧，謝謝統計系與財金系所有
必修課的老師，他們為我奠定很好的
統計與財金基礎。同時，要特別感謝
系主任溫博仕，無論是課業上還是
獎、助學金的申請，他都給予我很多
的幫助。
感謝之餘，我也希望給所有的淡江
學弟妹一些建議，大學是人生精華的
時期，錯過就無法回頭，所以要把
握當下做好每件事，像我自己的讀

建築碩二

書方法是上
課認真
聽講、勤做筆記，把該念的書都在
平日讀完，假日兩天則放輕鬆出門
玩。除了唸書外，我也運用課餘時
間參加社團，我喜歡跳舞，所以參
加體適能有氧社，運動可以讓身體
更健康、思路更清晰。其實，只要
將時間分配得當，社團、打工、課
業與玩樂，真的可以同時兼顧。我
深信「獎學金就是最好的打工」！
能在畢業典禮上代表領獎，我深
感榮幸，謝謝淡江，讓我擁有這麼
美好的大學生活，希望未來的淡江
能夠繼續保持職場上的競爭力，年
年維持私校第一的榮譽。畢業後就
不再有羽翼庇護自己，真的要變成
一個獨立負責的大人了！離開富有
人情味的淡江，雖有些許感傷，但
只能勇敢地邁向人生下一個階段，
面對未知的未來！（整理／楊蕙
綾、圖／陳敏純提供）

我對淡江建築學系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個字：
「操」。果不其然，在我就讀碩士班的期間，
我的能力都因為被「操」而更上層樓。雖然我
只在淡江度過短短2年光陰，但在學期間所學
習的知能，足已奠定未來與別人競爭的重要基
石。誠然，畢業在即，心裡卻是非常感念所上
的老師與同學。
當初抱著隨遇而安的心情進入淡江建築系碩
士班就讀，沒想到在就學期間我所感受到的
「淡江文化」卻是如此深厚，除了自由、開放
的校風和師資陣容堅強之外，每個老師不管在
教學或推動系上活動時都相當認真與積極。此
外，也都非常支持學生，讓學生有自主能力並
實踐所學，且在業界通常都有很好的評價，這
些是在其他學校比較看不到的。
就讀碩士班的期間，我最感謝的老師有3
位，第1位是日本籍的加藤義夫老師，在他的
「建築理論與設計」課程的指導與幫助下，我
參加了「日本岡山LRT吉備線東総社站國際競
圖案」大賽，經過半個學期間，每個星期與老
師討論、修改，我的競圖才得以發展成有趣且
有水準的設計案，而受到日本評審的肯定獲得
入選的成績，這應該是我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了！其次是陳珍誠老師與現任的論文指導教授
黃瑞茂老師，在他們的用心和磨練之下，讓我
激發出更多的可能性與創造力。
現在即將離開校園，我想畢業後我最懷念的
會是建築系館旁的「白鷺鷥」咖啡廳，因為
周遭大樹林立，又有舒適的休憩平臺，所以經

大學四年中，什麼事情讓你印象最深刻呢？
讓我們重返時光隧道，一起來追憶在淡江的風采吧！

█文字／黃宛真、歐書函、李蕙茹、林佳彣、劉代揚

█攝影／黃士航、洪翎凱、吳佳玲、林奕宏、何恭偉、張峻銓、李鎮亞、謝佩穎、羅廣群、鄧翔、賴意婕

吳文銓

的洗禮，學成後帶著滿篋行囊走過五虎崗而
踏入社會，奉獻所學。在社會上，淡江人之
所以受到肯定，無庸置疑的，學校的使命與
價值是正確的，而每一位校友散發出的光芒
更是居功厥偉。
面對高等教育競爭的白熱化，淡江仍願締
造一個承先啟後、開新啟運的大學殿堂，培
育具心靈卓越的人才。願每一個淡江學子以
樸實剛毅、三環五育的精神特質，擴展生命
的寬度與深度，將視野擴大到國際，開啟更
美好的未來。同時，期許即將成為23萬名校友
一份子的應屆畢業生，你們在社會上的力量
是不容忽視的。尤其要發揮在校園所學而成
為社會中堅份子，在此誠摯地希望每一位校
友能夠攜手提升淡江人的競爭力，共同鑄造
具有特色的淡江品牌力。讓淡江心、淡江情
生生不息、薪火相傳。

˙第23屆金韶獎得主
˙創作型發片歌手，
曾於河岸流言表演
˙曾參與吉他社

常可以看到學生坐在木桌椅上聊天、念書、約
會，甚至還有許多松鼠在樹上穿梭，雖然目前
已不再營業，但這個空間總能讓我忘卻課業與
生活中的壓力。
我是一個勇於大膽想像、急性子的人，因
此，我畫的設計圖經常被老師修改，如果問我
會不會感到挫折或沮喪？我的答案是：不會，
因為這是成功必經的過程。在這邊我也想與學
弟、妹們分享一些經驗，大學時要大膽地預想
未來，然後去實習，才能知道自己適不適合，
以及自己所欠缺的能力，多一點衝勁，也才能
使你距離夢想又更進一步。（整理／陳思嘉、
攝影／李鎮亞）

日文四

福園舉辦「日本甘巴嗲，淡江愛很大！」祈福音
樂會，希望能傳遞溫暖給日本的災民。

金韶獎重出江湖

新鮮人克難坡初體驗

淡江音樂
97學年度的「建鬼」走「西洋恐怖風」，並分
人的搖籃─
為醫院、電影院、監獄等主題，黑白布幕很多，
金韶獎，終
每經過一個布幕，就有不同的嚇法，隨行的同學
於在97學年
還嚇哭了！其中醫院場景中，還有鬼醫生模擬電
度 重 返 舞
擊病患，讓不少同
臺，比2006
學不斷驚聲尖叫。
年多了20多
組報名，且
獲第19屆獨
唱、創作組
首獎和最佳
編曲3項大
獎的盧廣仲
也共襄盛舉 盧廣仲在金韶獎熱情演唱
參與演出。金韶獎已是淡江的傳統，不用特
地跑到別的學校，就能讓更多人接收到自己
的歌聲和創作，是個很棒的機會和舞臺。
水環四楊庭威
我覺得來參加的選手實力都很強，唱歌都很
好聽，已經沒有機會參加，希望大家要把握
機會唷！

60週年校慶前夕，《淡江時報》發行第800
期。從民國42年《淡江英文週刊》創刊以來，
經過改版或更名《英專週報》、《淡江週
報》、《淡江週刊》到《淡江時報》，特邀請
歷任社長、編輯，以及記者等回顧歷史時刻。

忘春瘋席捲 偶像超親民
淡江春天音樂盛事，忘春瘋在學生活動中心
開唱，中場還安排小遊戲「忘春瘋拳」，讓觀
眾上臺與主持人星瀚互動，讓現場笑聲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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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四張佳寧
因喜歡阿福才有忘春瘋的第一次，但可用便
宜價格可聽到好歌，真的很難忘唷！

中文四黃靖芳
第1次爬克難破，我覺得自己好像走在一條充滿時間
刻痕的樓梯上。

建築週：建鬼‧見鬼！嚇翻天

日文四范筑峮
整個會場有三到五層樓，而且一直處於
緊繃狀態，走完覺得很累不過很值得！

入學初體驗是
在開學典禮前和
校長張家宜等人
一起登上132層
石階的克難坡，
體驗校訓「樸實
剛毅」的傳統精
神與文化，鼓勵
同學以爬坡精神
勇於冒險開拓。

老時報人的印記

97學年

因「日本甘巴嗲，
淡江愛很大」為日祈
福音樂會及師生捐助
等活動，順利傳達日
本並收到來自日本國
民的感恩明信片，強
調臺灣人是最喜愛的
鄰國，絕不會忘記這
般恩情。
管科四林子超
這個活動讓我們可以關心臺灣以外的國家，也讓我
們學會如何付出，能舉辦這場音樂會真的很棒！

100學年
文化週把臺灣搬進淡江

蘭陽路跑
蘭陽校園舉辦「閃耀蘭陽，就是愛運
動」路跑活動競賽，促進身心健康，
並聯繫師生間情誼。路線從校門口出
發，經強邦國際會議廳，環繞校區進
行路跑。比賽一開始，天空便下起綿
綿細雨，參賽者首度面臨的又長又緩
的下坡後，接著便是進入平緩的體力
耐久賽，最後進入比賽中最困難的地
獄大陡坡，每位參賽者皆卯足全力，
衝刺到最後。
語言四劉昊威
每次都有很多人參加，感覺好熱血！

運管四莊雅婷
覺得這個活動非常有意義，可以
聯絡大家的感情，且可了解各地
的美食。

文化週熱賣各家鄉名產，校長張家宜也大逛海
報街「血拚」。竹友會舉辦吃貢丸大賽，連女
同學也奮力一搏。黑天鵝靜態展展出校友會手工製作的景點海報，讓同學不用出淡江
也能遊臺灣。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邱心儀

回憶起蘭陽校園的生活，點滴在
心頭，一時真的不知該從何說起。
當初聽到蘭陽校園是全英語授課環
境時，很擔心會無法負荷，沒想到
現在已經大三出國回來，在蘭陽校
園中留下許多深刻的回憶。
蘭陽校園的特色是師生共同住
校，很幸運在大一被推選為女宿文
苑一館的自治會會長，為了讓大家
有家的感覺，與幹部們發想出許多
活動，例如萬聖節贈送糖果、情人
節互換巧克力、冬至湯圓情、二手
書出清等，藉以增進彼此間的情
誼，也讓住宿生活變得有趣。其中
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在大二須承
辦中秋烤肉大會，但因有事前規
劃，加上學校的協助，以及幹部間
的群策群力，讓活動進行得圓滿成
功。
大三出國讓我增進視野，我選擇
位於美國北方的明尼蘇達州維諾那
州立大學。在學習上，因採取小班
制教學和臺灣不盡相同，面對問題
必須和同學一起討論解決，所以每
次上課都需要很用心才能回答老師
臨時提出的問題。在美國也認識來
自不同國家的朋友，常會一起煮
飯，交流不同的食物，也藉此宣傳
臺灣的美食給來自世界各地的朋
友。印象最深刻的是中秋節和陸生

一同歡慶；也與維諾那州立大學合
作，到當地小學介紹臺灣。最後在
返臺前，還和同學們舉辦民俗技藝
的活動，讓來自世界各國的朋友們
玩扯鈴、陀螺、毽子等，其中竹竿
舞最受到熱烈好評。
大三出國那年最大的收穫，就是
利用假期四處在美國走走，在紐
約、西雅圖、芝加哥、加州、拉斯
維加斯皆留下足跡，旅行過程中有
發生緊張刺激的冒險，包括語言不
通需比手畫腳、飛機延班、交通車
趕不上，以及行李遺失等烏龍事
件，但大家也會靜下心來解決，讓
旅程更愉快。現在畢業了，這四年
來最感謝學校老師的教導，也謝謝
家人、好友、姊妹，以及社團夥伴
的一路支持，讓大學生活十分精
彩，最後感謝學校的栽培，將我從
怯懦的小女生，教養成有自信、領
導力的小女人，祝福大家有個美好
的未來，也希望畢業後能常聯絡。
（整理／楊志偉、攝影／李鎮亞）

離校在即，意味著自己終於要告
別校園生活，踏入社會邁向另一個
新的開始。雖然為此感到十分興
奮，但另一方面對於淡江的生活
點滴，不管是冬天的迷霧，春天開
得燦爛的櫻花，還是周邊豐富的美
食，太多美好的事物讓我感到非常
不捨。
很感謝我在大學認識的朋友們，
最難忘的是以前常在實驗室和朋友
一起熬夜到天亮，休息過後大家又
繼續打拼的時光；還有與系排的朋
友們在球場上揮灑青春的歲月，因
為他們豐富了我的大學生涯。
感謝系上的張志勇老師，不管是
平日的研究或是
比賽，他都會適
時給予我們許多
意見，當我們的
研究方向出錯
時，也會及時指
導我們作修正，
他是我在大學，
以及研究所生涯
中幫助我最多的
老師。
特別是去年，
在張老師的鼓勵
之下，與系上

資工碩一

王德仁

同學一起組隊參與第6屆K.T.科技與
人文藝術創意競賽，很榮幸以「夜
市人生撈魚王」作品獲得數位遊戲
組銀獎，除了感到意外之餘，也很
開心本組開發的數位遊戲在Android
Market網站有非常高的下載率。其實
透過每次參賽的過程，啓發我從創
意的角度出發，思考如何創造出具
獨特性的作品；尤其每次通過評審
的肯定獲得獎項，更是推動我再接
再勵做出更好的作品，而這些經驗
對於我在未來的事業上都會有所幫
助。
最後也鼓勵各位學弟妹，在學校
用心學習之餘，也可以透過系上活
動，或是校內、外比賽的參與，把
握機會將課堂上的理論付諸實行，
讓資工系這個大家庭更加團結和強
盛。（整理／吳泳欣、圖／王德仁
提供）

畢業生服務資訊

來賓齊揮毫還曆 讚頌60年慶
60週年校慶活動中，在體育館旁邀請60位師
長、校友、名書畫家以「歌頌淡江」為詩題，
書寫60字：「淡水觀音護校園，江環五虎一崗
在60週年校慶活動中，「邀壽喔！讓我們腰瘦一 尊。大師都講春風沐，學子精勤哈佛論。六藝
甲子！」獲得「驚聲大壽 淡大60」組首獎，是以 貫通科技擅，十方欽仰愛心存。年逢週甲虔誠
健康樂活為訴求，鼓勵大家要重視身體健康，與淡 祝，慶典如儀晉德門。」
江一起長命百歲！

嚴格歸嚴格，但無非是希望
大家走出學校大門，都能夠是獨
當一面的人才。這四年來我受同
學照顧的地方也不少。因為活動
多，同學們都會救援我的課業，
真的很謝謝他們。如果時間倒退
的話，或許我還是不會放棄在吉
他社忙碌又有趣的時光，但我會
更加努力念書！
淡江除了資源多之外，另一
「多」就是學生。吃飯的時候會
讓人有點想抱怨之外，其實人多
真的也是件好事呢！因為淡江培
育多樣化人才，在這裡可以找到
擁有各類專長及想法的人，激盪
出不同的思考模式和創意火花，
另外畢業學長姐也攻佔職場上的
各個領域，總是會特別關照學弟
妹。像是音樂圈充滿了淡江人，
讓Vast & Hazy至今一路順遂。
也謝謝每次表演來看我們的淡江
人！這一切的一切都讓我覺得，
當初選擇淡江，是我這輩子最棒
的決定。（整理／李又如、攝影
／謝佩穎）

˙2011年K.T.科技
與人文藝術創意競
賽數位遊戲組銀獎
˙2011年育秀盃創
意獎軟體應用類組
銀獎、最佳技術獎

以學校教育理念，配合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政策推動，提 之新進徵才公告，將自動寄送至信箱供校友做求職之參考。
高服務品質為目標，協助提供校友就業、升學、留學等資訊；做為
校友與母校互動的橋樑；推動募款業務，積極向校友、社會人士、 校友通訊平臺 https://gts.tku.edu.tw/
為強化校友們與母校溝通及分享，和校友保持密切的連繫，讓遠
母校重視與校友的互動，積極規劃及進行畢業生流向資訊平臺相 企業界等熱心人士進行勸募活動，提倡私人捐資興學之風氣，以期
關業務，讓每位校友都能時時感受到淡江的進步。全球各地成立的 眾擎易舉，集腋成裘，增進學校硬體、軟體等資源，促進本校學術 行的學子們知道，淡江大學永遠在五虎崗上守護各位。校友也可藉
由此平臺隨時與同學保持連絡，在新的旅程中有永遠的伙伴互相幫
校友會，是增進校友間情誼的最佳方式，期望應屆畢業生，常與校 地位的提升。
助，以及更新目前最新狀態，讓學校與同學了解現況。校友的基本
友會聯繫。
淡江大學就業網
http://ejob.tku.edu.tw/
資料只供有關單位參考，不被做為商業用途。通訊聯絡資料則可自
淡江大學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一個專屬淡江學子的就業資訊網，包含校友與公司的說明，以及 行決定是否開放讓同班或全部校友查詢。
http://www.fl.tku.edu.tw/
相關網站的資訊連結。校友只要加入訂閱的email，就業網每日匯整

企業最愛大學，
淡江排名首勝臺大

教育學院大樓

˙100學年度青出
於藍領袖獎
˙98學年度蘭陽校
園女宿自治會會長
˙97年度資訊軟體
學系學會攝影組長 資創四

攜手共創未來 23萬校友歡迎你加入淡江大家庭

為日祈福音樂會 明信片回函表感激

邀壽腰瘦一甲子 文創獲獎

盡情揮灑創意和青春

淡江製造
品質保證

顏靜萱

4年前的4月，穿著套裝的我，
在宮燈教室緊張地等待進入面試
考場。4年後的我，一樣在宮燈教
室，寫完最後一張畢業考卷。
踏進淡江的時候，沒想過我能
在這得到這麼多。這裡讓我找到
自己的夢想，也謝謝淡江讓我找
到現在的我，還有我的樂團"Vast
& Hazy"。大一參加吉他社，認
識好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和他
們一起唱歌、玩耍，就算熬夜也
不覺得累。吉他社辦活動很用
心，跟我高中吉他社是不同的風
格，在這裡我有許多收穫。大三
那一年，為了參加金韶獎的創作
組，和資傳三林易祺、數學二
張育維組成樂團，取名「Vast &
Hazy」。那次比賽，我們拿到創
作組第1名、最佳作詞、最佳編
曲。站在舞臺上，受到肯定的那
一刻，我確定要把玩音樂，當作
一輩子的事情。
還記得面試的時候，主考官一
句「英文只有 13 級，還敢來考外
語學院？」讓我了解到淡江日文
系是個嚴厲的系所。進了日文系
後，知道老師們都很照顧學生，

四年重要回顧
• 黑天鵝展示廳創意開幕
• 女宿自強館以綠建築理念，重新
翻修成教育學院大樓
• 學生學習檔案上線
• 首開跨3校學分學程
• 全球首所安全大學，並獲全臺首
所企業環保獎大學
• 企業最愛大學，淡江排名首勝臺
大
• 學生會首辦溝通季
• 國際化學年行動車下鄉
• 《遠見》評鑑企業最愛研究所
• 設英語能力檢測為畢業門檻

浩浩淡江 萬里通航 新舊思想 輸來相將
博學審問 明辨篤行 自成機杼 用為世匡
學戒驕固 技守專長 樸實剛毅 大用是彰
彼時代之菁莪兮 國家之貞良
（願）乾乾惕厲兮 莫辜負大好之時光

張家宜

99學年

98學年

作詞 鄒魯、譜曲 呂泉生

淡江大學校歌

結緣淡江
進化自我 放眼未來
展翅高飛

˙2010年入選「日
本岡山LRT吉備
線東總社站國際競
圖案」大賽

˙100學年度畢業生
學業獎領證代表

重溫我們的記憶

☆校長

畢業感言與祝福

Congratulations!
淡江是我
認識世界的起點

視。2012年，天下《Cheers》雜誌以「專業知
識與技術」、「穩定度與抗壓性」、「解決
問題能力」、「團隊合作」、「學習意願、
可塑性」、「國際觀與外語能力」、「創新
能力」、「融會貫通」等8大能力指標，透過
1000大企業人資主管的8項問卷調查評比中，
淡江全數勝出且領先其他私立大學；而《遠
見》雜誌以13項指標構成的4大向度（就業
力、競爭力、學務力、環境力）對大學畢業
生的綜合競爭力調查，評鑑出「2012大學品牌
力」，本校勇奪5年連霸私立大學龍頭。這兩
項殊榮是每一個淡江人的榮耀。
回顧淡江走過60多年的歲月裡，化育了無數
的青青子衿成為社會的中堅份子。民國75年前
林名譽董事長添福特別設置了「淡江菁英」
金鷹獎，此表徵用來肯定每一位校友的人生
閱歷與努力耕耘。逾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已
經表揚了近200位的傑出校友，約佔總畢業校
友人數的0.13%。每一位校友曾經都是踏上克
難坡的莘莘學子，接受樸實剛毅、三環五育

攝影／羅廣群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總會及縣市校友會聯絡方式

桃園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李正文 idipc001@mail.tycg.gov.tw
新竹縣淡江大學校友會常務理事 路國強 fl@oa.tku.edu.tw
新竹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許一平 benson@hcbus.com.tw
※各系系所友會、系所同學會及海外校友會會址，請洽校服暨資發 苗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蘇芳章 fl@oa.tku.edu.tw
處，或至http://www.fl.tku.edu.tw/news-summary.asp查詢。
臺中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林欽濃 fl@oa.tku.edu.tw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
臺中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盧秀燕 lym205c@ly.gov.tw
陳慶男 account@chingfushipbuilding.com.tw
南投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 羅森
evat@gti.com.tw
曾清鎮 c0937780615tw@yahoo.com.tw
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張義雄 remy.tw@gmail.com
彰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張啓良 leon.arch@msa.hinet.net
臺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董煥新 tung909465@gmail.com
雲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葉在德 a00087@mail.ylia.gov.tw
基隆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戴學禮 thl0428kfl@yahoo.com.tw
嘉義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邱妍妍 tswao.an@msa.hinet.net

在校生真情的祝福快 遞
學生會會長 財金三徐振傑
祝學長姊們畢業快樂，未來不
管是選擇繼續就學或是就業，都
祝福你們能夠順順利利。另外，
也祝福社團的學長姊
們，希望能將社團中學習到的團隊合作
能力，以及提升自己的
各方面能力，都能在未來大展身手，
以展現淡江人的特質。淡江人，以你們為榮！

資工系系學會長

資工三

李友群

回想過去，從大一的資工之夜活動，到大二宿營，還有大三在
系學會的日子，一路走來有學長姊的帶領和照顧，建立起深厚的
感情之餘，更從你們身上學習到很多東西。尤其去年當上系學會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祝鵬程
萬里
展翅高
飛

會長後，你們不但樂意分享過去的幹
部
經驗，更身體力行幫忙分擔系學會工作，實在是非常感謝。如今
前輩們即將畢業，希望考上研究所的學長姊在學業上能更上一層
樓；另外也祝福去當兵的學長們，在退役之後能繼續實現自己的
夢想，最後再一次祝福畢業生們，前程錦繡，一路順風！

法文系系學會長 法文二簡屏玨
時光荏苒，4年的光陰飛逝，敬愛的學長姊即將踏入社會的殿
堂。期盼你們展開夢想的翅膀，在未來勇敢實踐。法文系是個充
滿溫馨感的大家庭，學長姊對於我們的照顧將永記在心。加上本
身是系學會的成員，更能體會學長姊的用心，總在遇到困難時，
適時的伸出援手。更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成為很要好的朋友，透
過每年傳承，學長姊提供的歷練經驗，使我們可以做得更好。不

嘉義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臺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高雄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屏東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臺東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花蓮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宜蘭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澎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金門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連江縣淡江大學校友會會長

高增堯
方子毓
蕭金柱
李逸琳
陳文和
蔡克敏
徐振榮
王世桓
李有忠
侯全寶

kl88@mail2000.com.tw
ray23721@ms45.hinet.net
sk411520@skl.com.tw
c0989839020@kimo.com
143367@tcb-bank.com.tw
a38169@taisugar.com.tw
fl@oa.tku.edu.tw
x198859@ms6.hinet.net
leejong823@gmail.com
jimmy.hou@msa.hinet.net

論系籃還是系排，
給予的指導是深刻感動。希望在未來學長姊們運用
所學，在職場上學以致用。在此祝福各位學長姊們，在人生的舞
臺繼續發光發熱。

語言一丁建宇

感覺才認識不久、互相熟悉，學長姊就要準備離開學校，進入
人生的另一個階段；有些可能是繼續進修讀書、有些是要去當
兵、有些要進入職場等，無論學長姊們選擇哪一條道路，我相信
他們都會做得很好，因為他們有好的態度，具備應有的專業能
力。學長姊會讓我們引以為傲，也會是淡江大學的光榮。儘管很
不捨你們即將離開，但我們還是會以期待、恭賀的心情來歡送，
雖然即將各奔西東，但請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是孤單的，因為我們
都來自淡江的大家庭。祝你們鵬程萬里，一路順風。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2012/6/8 下午 05:50: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