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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有品
學校訂定今年為品德年，倒不是淡江往年不注
重品德，事實上淡江自創校以來就在塑造一個有
價值的「君子之風」。讓進到淡江的學子皆能在
優良的校風薰陶下，養成品德高尚、敬業樂群的
君子。淡江的校訓「樸實剛毅」與論語的「剛、
毅、木、訥」的意思相同，在在提醒同學要能生
活儉樸，實事求是，做個剛正不阿、堅忍不拔的
淡江人。
六十年來畢業的校友廿四萬餘人，皆能立足於
社會，連續十六年畢業校友獲得企業最愛私校第
一名。事實說明了淡江推動之三環五育的教育政
策是絕對正確，也是高等教育應該努力的方向。
淡江秉承了中華民族傳統的儒家思想，創校以來
全力倡導校園倫理與社區倫理，務使倫理道德觀
念深植於淡江人的心裡。我國儒家思想的典籍很
多，但以「四書」代表了儒家思想的精華。它給
予我們許多做人處世的啟示，是一本可比美於西
方的「聖經」，並有過之而無不及。「四書」包
括了《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

四本書，它除了可以讓我們瞭解中華歷史文化的
優美，更能使我們體認個人存在的價值，以及對
國家社會的責任。我認為在這品德年推動「九
品」修養的各項活動中，將「四書」列為淡江人
的課外讀物，可收潛移默化之功。我之希望淡江
人能在課餘之暇，甚至畢業離校進入社會以後，
仍常瀏覽「四書」以為修心養性的精神食糧，乃
是要淡江人在這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功利主義
盛行的時代，不會迷失了自己，做個品德高尚的
淡江人！
我在這裡謹以「四書」論語中至聖先師孔老夫
子說的十句話以為我全體淡江人反躬自省的座右
銘！

孔子說：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
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學而篇）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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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學而
篇）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為
政篇）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里仁篇）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
則以懼。」（里仁篇）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
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罕篇）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
是。」（顏淵篇）
「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
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
矣。」（季氏篇）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
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
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季
氏篇）

-寄語淡江品德年的應屆畢業生
首先恭喜各位畢業同學，在多年的努力之後，
學業達到了一個值得紀念的里程碑。各位畢業
後，或就業，或繼續深造，各奔前程，在漫長人
生路途中，淡江都是回憶中珍貴的一部份，同時
也永遠是期盼大家關懷的家園。
今年三月中旬，為使全校同學重視品德文化，
本校推動品德年正式揭開序幕，宣誓以自身為出
發點，從樸實剛毅、自主自律、淨境淨心、孝親
尊長、尊重生命、賞識感恩、公平正義、關懷行
善，及公民實踐等9項品德，以深耕校園品德文
化。德國教育學家赫爾巴特曾經說過：「道德普
遍地被認為是人類的最高目的，也是教育的最高
目的。」經營學校最重要的理念，固然要重視教
學與研究的品質，營造校園環境的品味，提供學
生最好的學習環境。但是每一位學生畢業以後，
除了擁有美好的回憶，而能夠帶走且一生受用
的，就只有道德的涵養了。
建築系的應屆畢業生李承翰同學在大學期間，
以自主自律的學習，不斷累積專業服務的經驗，
從校園學習開展到社會各個角落，完全展現了公
民實踐的精神。三年前他遠赴柬埔寨幫貧村重
建教室，去年到台東幫偏鄉小校翻修老舊教室，
更在畢業前夕協助九十三歲獨居老人陳阿嬤修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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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場華麗的冒險
學生會的大門，是為把關全淡江人的權益而開啟，但在這間狹
小的辦公室裡，卻醞藏著學生會的夥伴們最深層的記憶。
淡江校園就像一塊藏寶圖，每天都是一場冒險，破完學業這關
後，還有社團這關，社團破完後，可能還有情關，但是關關難過
關關過，校園的每個角落都有祕密和故事，有著不同形色的人在
那裡，上演一段屬於你我的故事。
我永遠愛那棟彷彿不夜城的體育館，從參加校慶蛋捲節活動的
懵懂大一生，到籌備一場百人的忘春瘋演唱會執行長，是需要經
歷多少個夜晚與團隊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務？現在回想起來，那
些瘋狂都讓人留戀。感謝淡江提供自由的環境，讓我們在大學生
活裡不斷的去碰撞、探索，學會跌倒了如何爬起來、學習兼顧課
業與社團，打理生活的每個小細節，步步都是青春腳印。尤其擔
任社團評鑑評審的那段日子，發現自己一夕間，成長了不少；累
了就趴下來睡一下，醒來就看下一份資料，很累，但很值得。
籌備活動更是一種挑戰，犧牲課後的時間去籌劃，學習人員調
配、掌控經費花用，還得在傳統中學習創新。但「有壓才有力，
越壓越有力」，要做就做到最好，當最後迎接美好成果時，感覺
心滿意足，因為你永遠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多少。
擔任一年的學生會會長，讓我學到不僅是社團的經歷，而更重
要的是如何切割自己的時間和調配體力去應付所有的課業和社
務，身為一位領導者的時候，我這樣告訴自己，課業是學生的本
分，本來就不應該因為要辦活動或者開會等事情，讓學分掛蛋。
所以即便有會長的任務在身，我也努力在課堂中學習，不僅是對
於自己的約束，在社團中也是個模範。
踏進校園後才知道自己參與了一場華麗的冒險，而你我就是
其中的主角。別怕迎面而來的挑戰，相信自己可以做好，是我
給自己的要求，也是一種信念。如果再讓我回到大學一次，我
還是會推開那扇堪稱正義勇士的學生會大門，凝聽淡江人的需要
和心聲，讓學生會這團隊有個帥氣的姿勢，做為大學生涯中的
ENDING POSE。（文／呂柏賢整理、攝影／余浩鉻）

（文／李亞庭、楊蕙綾整理）

●60週年校慶
為了慶祝淡江60週年校慶，學校規劃拍
攝《那些淡江教我們的事》，詮釋大學4
年短暫時光在學生心中所烙印的回憶與影
響。資傳四費于柔表示，我覺得由自己學
校拍出來的影片更能貼近學生，更能了解
淡江學生的習性，在鏡頭下，淡江好美，
好開心可以見證母校60週年的這一刻。
●忘春瘋沒了
「忘春瘋校園演唱會」是本校年度音樂
盛事，在知名歌手的樂聲中，在大家瘋狂
的吶喊裡迎接春天！但今年的忘春瘋不見
了！由於經費不足，今年只能忍痛停辦。
中文四王彥智表示，忘春瘋是國內校園演
唱會的指標之一，很幸運的能參與到幾
次，還記得陳綺貞曾在忘春瘋演唱會上說
過：「每年的春天都從忘春瘋開始。」或

許這就是淡江人的回憶之一。
●淡江talk板新增facebook版
只有PTT才有淡江透可版嗎？自2011年
8月開始，Facebook也成立淡江透可版囉！
到目前為止已有近21000人的成員，數以
萬計的資訊在上面流通，想揪人參加活
動、遺失物品在校園的某個角落想尋求協
助等等，透可版上聚集了多少回憶，快來
看看吧！歷史四高聖宇表示，talk版新增
臉書版之後，能見度提高，但相對的也比
較不容易搜尋到自己想要的資訊。
●教育學院搬新家
自強館以綠建築理念，重新翻修成教育
學院大樓，學院大廳明亮的綠色牆上展示
了「善意、堅毅、創意」的標語，與一旁
紅色大蘋果的圖片形成鮮明的對比，先前
因教育學院較晚成立，暫借其他系所的館

舍，現在的教育學院有新家囉！
●淡江i生活+公車亭
「淡江i生活」Android和iOS版本APP上
線，近20項功能獲好評！公車亭也改建成
智慧型候車亭，結合公車動態資訊系統，
校內師生可透過網路或淡江i生活APP隨時
隨地查詢公車資訊。資工四邱顯能表示，
學校設立這個APP真的很實用，等公車不
用碰運氣，在家看APP就可以抓準出門的
時間，很方便。
●淡江濃霧特報
淡江另一奇景就是淡水的濃霧特報！春
季常見的「平流霧」也跑來淡水校園湊熱
鬧，頓時讓校園的景緻變化萬千，走在能
見度不高的校園中，你遇過幾次呢？

●克難坡瀑布
「克難坡」遇上颱風豪雨時，形成驚險又壯觀的
「克難坡瀑布」，讓路人體會「克難」精神，是同學
們難忘的淡江奇景。電機系四楊哲胤表示，當時只是
下山剪個頭髮，誰知道回來時暴雨，索性就把車停路
邊，然後跟朋友爬上去拍照，頭一次覺得克難坡不克
難，而且頗有趣。自己拍的照片可以上新聞頗開心
的，好多親朋好友都轉電視來看，也很多人轉發分
享，太有趣了。（攝影／余浩鉻）

●小麥外的聖誕燈飾
耶誕節和元旦的腳步近了，節能與空間組在
淡水校園行人徒步區、紹謨游泳館前佈置耶誕
燈飾，一到夜晚便會點亮，校園內充滿耶誕風情
夜色。淡江同學於行人徒步區中倒數跨年，以光
影塗鴉（PikaPika）方式寫下「TKU Happy New
Year」迎接2013年。企管四張玉惠表示，大學四
年來第一次看到這麼美的聖誕裝飾，真的很美，
謝謝學校的用心，聖誕節期間好多人駐足拍照，
我也不例外呢！（攝影／鄧翔）

●校友桂綸鎂奪亞太影后
本校法文系校友桂綸鎂憑著《女朋友。
男朋友》中的林美寶一角拿下第49屆金馬
獎「最佳女主角」，更在第55屆國際亞太
影展擊敗勁敵脫穎而出，再以該片風光摘
下最佳女主角！法文三李宗哲表示，學姊
桂綸鎂在片中演技精湛，奪得后冠實至
名歸，而近期在city café的廣告中，秀了
幾句法文，代表她在淡江所學的對她的演
藝事業也有幫助，是法文系之光也是淡江
之光！（圖／臺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提
供）

夜唱到睡著
再等一次宮燈姊姊

首位歷史所身障生畢業
研究「臺灣戰後布袋戲
媒體化過程」

找尋生命最佳夥伴
進淡江開始，我就決定要做有關布袋戲的畢業論文，探討布袋
戲從廟會至戲院，再到螢光幕上的媒體化過程，選擇這題目是因
為這是我從小的興趣，我因此有機會貼近黃立綱、黃俊雄、三弦
這三位在布袋戲界舉足輕重的大師。歷經了4年無數次的田野調查
和修改，在完成論文的那刻感到無比的成就感，透過寫論文的過
程中，對於因果關係的掌控更加上手、思絡也更加清晰，其中最
困難的就是與受訪者的溝通，稍微有點挫折但仍盡力地解決，這
讓之後我在面對困難時更有力量走下去。
回顧這4年來，淡江令我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盲生資源中心，
因為較少接觸到身障生的碩生，校方對我即將入校可說是嚴陣以
待。幾年下來真的很受老師們的幫助，尤其是負責文館學生的老
師鄭景仁，提供很多工作夥伴讓我認識。淡江的盲資是全臺數一
數二的機構，如果沒有盲資，我就無法順利完成論文。由於我的
手不方便打字，因此都是採用口述，由工讀生協助打字完成。其
中很特別的一位，是我在大學時就開始合作的夥伴籃閔釋，後來
考上中文所的他，繼續成為我的工作夥伴，合作的6年間培養了良
好的默契，是人生中很奇妙的一段緣分；在此也要感謝指導教授
吳明勇給予我論文上的修正和建議。
這4年中，我參加諮輔組的浩然志工社，參與定期至關渡浩然
安養院關懷老人活動的事前討論，藉此也認識許多朋友。我也曾
在一些服務性課程上和大家分享我的求學歷程，希望破除大家對
身障者的迷思，其實身障者能做的和大家並無不同。更透過親自
造訪學校的每棟大樓和教室，以最貼切的感受給學校最適合的建
議，協助完成行無礙地圖製作。
感謝淡江在這4年來讓我交到很好的朋友，特別是我的工作夥
伴，和他們之間的互動都讓我感到很愉快，也謝謝媽媽陪我住在
淡水求學。畢業在即，想要鼓勵同樣是身障生的學弟妹，在大環
境中，身障生透過學歷能有較好的保障，而有需要幫忙的時候就
說出來，能自己完成時就盡量自己完成，記住「每個人都有優劣
勢，端看你如何掌控。」我想我畢業後，還是會懷念在淡江唸碩
士這四年的時光！（文／林妤蘋整理、攝影／謝佩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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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系系友會 會長張邦熙 changgood@hotmail.com
水環系系友會 會長倪世標 aa-wpch@mail.taipe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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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吹壞三把傘

公平正義

小時候，我對文科比較不擅長，只念自己喜歡的科目。當時進
入大學，是以推甄入學的方式申請，我便進入淡江工學院的水環
系就讀。記得那一年，暑假去朋友父親那裏幫忙做水泥工，每天
工作8小時，有時候也要搬水泥，沉重的水泥，從1樓扛到5樓，我
經常第二天渾身酸痛爬不起來，但還是要撐著繼續起來工作。這
讓我想起父母的耳提面命「不好好學習，未來生活會很辛苦。」
直到親身感受到工作的辛苦，也體會到父母的用心。那段工作過
程，讓我深刻體驗到，在學校裡念書，是一件不錯的事。讓我未
來在求學時因為這段體驗，時時鞭策自己學習時要比一般的同學
要更認真，如果沒上課也一定要把筆記補足，不能有知識上的缺
漏。
大學4年生涯中，有許多要感激的師長，其中最感謝的是我的班
導師水環系副教授張麗秋。她是個溫文儒雅、氣質高雅的老師。
大一到大四張麗秋都是我的導師，除了是生活上的導師，大三時
做專題、大四申請臺大研究所，由於張麗秋對軟體的了解非常深
入，因此當我在修習資工系的課程，我也時常會向她請教，在課
業上惠我良多。
在淡江校園生活除了努力學習，也能時時徜徉校園美景，其中
我覺得最特別的就是「把壽星扔進福園」。曾經，在校園中看到
學妹慶生，在一旁的同學吆喝「把她扛起來丟進去。」但大多數
的情況都只是好玩，都覺得太重了，並沒有真的把人丟進去。這
樣的校園情景讓我感覺很奇妙！居然可以這樣慶生。在4年中的點
點滴滴，也讓我的行囊除了滿是知識，也更有活力！
我給自己的大學生活打85分，想留給自己15分努力的空間，可惜
比別人玩樂的時間稍稍少了一些。學習上，我覺得我比較擅長用
自己的方法解決問題，而不是套用書本上的知識。我想鼓舞學弟
妹，大學最需要培養的是自我管理，時間管控的能力，什麽時間
做什麽事一定要想清楚，例如：大一大二的必修課若沒修過，未
來要補修可能會很辛苦。在淡江的4年歲月中，我是幸運的，遇到
那麽多好教師、好同學的幫助，以及自身的不斷努力，才會有今
天的我！（文／夏天然整理、攝影／陳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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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碩四呂昆彥

行囊滿是知識活力

財金四徐振傑

水環系學業獎
工學院大禹獎

作詞／鄒魯、譜曲／呂泉生

祝福大家 鷹揚展翅 鵬程萬里 有品有德 淡江
了得！

公民實踐

心跳四年

寒暑假時，別人打工，而我擔任志工，原因是「既然沒事，不
如做點有意義的事」。過去，我曾到八八水災受災地擔任義工、
國小任課輔老師、至柬埔寨協助房屋重建等，盡一份自己的力
量，因為「公益」是我畢生最想投入的志業！
這樣的志業，在我今年建築系的畢業專題中得以發揮。我以關
懷社會為發想，經參訪多戶人家後，最後以阿嬤的家為軸，重新
整修與改建，為年邁的阿嬤打造一個安全舒適的家園。
為期一年的畢業專題，最困難的不是施工，而是說服93歲的阿
嬤。一直到開工初期，阿嬤偶爾態度反覆，每當「太麻煩了！不
要做好了」從她口中傳來時，如同一道閃電從天而降，擊垮我的
信心堡壘，但我不斷地告訴阿嬤：「我的設計都經過專業師傅的
審核，自己也有很多實務經驗，而且房屋已經老舊，甚至不堪天
災一擊。」經過半年終於博得阿嬤的信賴。另外，為了籌措足夠
的資金，我也走訪政府與基金會等相關單位，但卻接連遭拒，後
來靠著「FlyingV」募款網站與本校建築系副教授王俊雄捐款10萬
贊助，讓我有足夠的資本揭開圓夢序幕；而人力不足的窘境，讓
我以樓上揪樓下，阿母揪阿爸的精神，號召親朋好友與學弟妹前
來幫忙，「雖然每天來幫忙的人不太一樣，有時光教學就要花上
半天，但在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我很享受的。」最後，
以18餘萬元，為阿嬤的家內外各造一個搭棚與支架，不僅讓房屋
穩健安全，阿嬤也有休憩的空間。
我的畢業專題指導老師是建築系講師張淑征，若沒有她，這個
案子可能不會蓋出來，可能不會實現，張淑征的堅定與力量帶給
我很大的動力，「你就是一定要做出來，這樣才有意義，沒有
『可能』或『不一定』，萬一失敗的話，大不了重新訂題目，
我們再一起努力。」她像是一位嚴母，過程中不斷地對我耳提面
命，即使曾經因進度落後而遭訓斥，但我知道那是她對我的關懷
與期待，從她身上我體會到一股往前衝的動力，不要預設前方的
困難有多大，只要全力以赴，定會柳暗花明又一村。
我從來沒有後悔念建築系！以前的我，覺得事情做得剛剛好就
好，現在的我，享受全心全意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覺，是一種使命
感的衝動。因為有淡江與建築系提供開放自由的空間，才能讓我
大膽地在舞臺上揮灑，而本校建築系校友王俊雄為社會奉獻並自
創許多技術工法，值得我效法學習。（文／莊靜整理、攝影／蔡
昀儒）

水環四楊舜年

回想起大一剛進德文系的日子，光念基本的數字就吃足了苦頭，
更何況複雜文法和多變的單字，而旁邊的同學卻對答如流，對我來
說是個很大的挫折，好比嬰兒般牙牙學語的時候，19歲那年又再重
複了一次。德文當時對我來說就是個完全陌生的語言，上課猛問問
題，下課後泡在圖書館猛K，漸漸成為一種習慣，圖書館成為我每
天必去的地方，瓶頸才漸漸被打破，甚至愛上這個語言。
經過2年的學習，我在大三時以交換生的身份前往德國波昂大
學，在毫無援助的情況下，逼著自己開口說德語，打理一切在國外
的生活所需。這一年，是我大學四年中最跳躍式成長的一個階段，
旁人總說：「WOW好好哦，可以出國！」投以羨慕眼光看待留學
生活，但這一切沒有想像中的順利，我曾經因水土不服、學習壓
力，導致身體的病況頻傳，甚至要開刀，學著面對接踵而來的挑
戰，真的要親身經歷過才能體悟。認真說回來，如果沒有當時那樣
的環境去逼著自己開口說話，現在也不可能說著一口流利的德語，
甚至從比賽中拿下佳績。
大學生活不可或缺的社團生活我也參與其中，然而，我無法想像
淡江居然有200多個社團。大一我加入了青年團契，利用寒暑假課
餘的時間去比較偏遠的地區傳教或授課，將一些生命的真理，藉由
故事和遊戲的方式傳遞給當地的小朋友，不僅讓他們體悟，自己心
中也暖暖的。另外，我在大學4年生活經歷最多的就是參加比賽，
今年很榮幸獲教育部頒孝親楷模獎。無論參加任何比賽，我總抱著
「Just try it & Do your best」的態度應戰，沒有一定要爭第一，只
是想讓生活變得充實有趣。印象最深刻的是，大二時和同學一起報
名淡江女子組馬拉松接力賽，讓我藉此體驗馬拉松接力的趣味和精
神，一口氣跑了2km，過足了乾癮。
即將從淡江畢業了，在我心中，淡江就好像母親，以雙手環抱孩
子，貼心的呵護著我們的日常生活，也提供了一個豐富的學習環
境，很感謝淡江，給我們很多檢視自己的機會。當別人看著自己很
有自信又經歷大小比賽，我總是想起心中常駐的那個小女孩，她最
喜歡穿著小洋裝，泡著一壺花茶，把腳翹在午後太陽溫熱的陽台欄
杆上，可能輕鬆地看本書、聽音樂，或是和調皮的弟弟一起聊天，
看電影的時候習慣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感動場景，永遠忘不了自己
仍是一個容易被感動的女孩，我的淡江大學生活，就好像心中女孩
那般快樂吧！（文／呂柏賢整理、攝影／余浩鉻）

建築五李承翰

德文四范于真

Just try it & Do your best

別人打工我當志工

自主自律

關懷行善

孝親尊長

本屆畢業生致詞代表
全國孝親楷模獎
德文系學業獎

數人的錯誤，所造成的社會成本的浪費，也是難
以估計的。」不只是研究治學，甚至為人處事也
都要注重品德的踐履。曾院士還說：「我們不能
讓心靈消失在追求卓越的路途中。」這正符合了
本校揭櫫的使命—「塑造社會新文化，培育具心
靈卓越的人才」，學子們在追求專業知識與通識
核心課程的同時，更要注重品德的陶冶，在踏入
社會後，才能夠發揮術德兼備、用為世匡，進而
燭照社會人類。
此時此刻，各位同學要以最虔敬的心，感謝養
育你們的父母，感謝教導你們的師長，感謝學校
以及整個社會提供給你們的優良環境與愛護支
持。同時，也希望每一位即將成為校友的畢業
生，能夠與學長姐共同攜手提升淡江人的競爭
力，在承先啟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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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盼大家異日卓然有成，能與母校一起努力，一
起灌溉，為母校種下發展未來的種子，為百年樹
人的教育大業，共同打造優質的教育環境。

淡江大學校歌

尊重生命

言
感
品
有
樂
快
畢業

破舊「土角厝」，解決居住危險的問題，秉持著
「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不僅發揮所學並實踐了淨心淨境的推己及人，也
彰顯了「德不孤，必有鄰」的公平正義。而日
前，管科所校友徐航健響應本校將籌建國際會議
中心，特別捐贈1.2億元，這對母校的意義非常
重大，不僅支持學校的興學理念，更為學校增添
了邁向國際頂尖大學的利器。而我認為航健學長
的作為足以彰顯淡江品德年「淡江九品 學生有
德」的表率，他以父親的大名為即將興建的國際
會議中心命名，展現了孝親尊長、尊重生命的美
德；他在社會上努力踏實的經營，發揮樸實剛毅
的精神；更在人生豐收的時刻裡，懷著感恩的
心以行動與實質回饋母校，落實了賞識感恩的體
現；至於他慷慨解囊與母校共同灌溉「十年樹
木，百年樹人」的教育大業，更是關懷行善的至
極表現。這兩位淡江人的身體力行也為淡江品德
年做了最完美的詮釋。
愛因斯坦說：「造就一位偉大的科學家，靠的
不僅是智慧，最重要的是品格！」曾志朗院士曾
經提到多年前他參加歷史上第一個研討科學研究
的誠信與正直風範的全球性會議，讓他體悟到：
「對科學界而言，研究的不良行為，即使是很少

（攝影／羅廣群、李鎮亞）

八八水災志工
畢業專題為阿嬤起厝

●校長 張家宜

碩專班致詞代表
臺北市議員 第 7
選區（平地原住
民）

重返校園的滿載收穫

電機系系友會 會長劉克強 ko-96@hotmail.com
化材系系友會 理事長張正良 chlchang@mail.tku.edu.tw
航太系系友會 會長江誠榮 diamond4@ms42.hinet.net
資工系系友會 會長張榮貴 james.chang@chainsea.com.tw
國貿系所同學會 理事長王海龍 simon886@gmail.com
財金系所友會 會長吳火生 fl@oa.tku.edu.tw
保險系系友會 會長 江朝峯 woo.can@msa.hinet.net
產經所所友會 會長陳昆池 dennis.chen@comebuy2002.com.tw
經濟系系友會 理事長洪嘉聲 derek.hung@dura-pro.com
企管系系友會 會長廖東漢 joann-tp@howard-hotels.com.tw
企管系EMBA系友會 會長馬淯惠 eima@china-airlines.com
企管系(夜)系友會 會長游婧靈 abura@sankwang.com.tw
會計系系(所)友會 會長陳進財 ncg002@ms1.hinet.net
會計系(夜)系友會會長李丁文 ldwldw@mail.knu.edu.tw
統計系系友會 會長石明煌 smh@peicheng.com.tw
資管系系友會 會長黃西田 arshi.huang@gmail.com
資管所所友會 會長陳彥睿 ch.focke@gmail.com
運管系系友會 會長郭右君 jerry.kuo@msa.hinet.net
公行系學友會 會長陳烯堅 sjchen@mail.oop.gov.tw

在校生祝福大聲說 高雄校友會第44屆會長 運管二古筱萱
北極星服務團社團TA

中文二楊雅庭

學長姐傳承知識給我們，讓我們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成長，
讓社團學習與實作這堂課變得更有趣，讓學生多接受，也傳達
我們內心的社團感動。大家一起經歷的歲月值得細細品嚐，不
管時空如何轉換，友情永不改變，如果累了，就回來淡江看可
愛的學弟妹們，我們會幫你打氣的！
祝福學長姐們畢業快樂，最美好的自己一直都在前方，踏出
每一步勇敢追尋吧！

在蛋捲廣場
跳躍合拍畢業照

大四的學長姊們即將畢業，進入人生的不同階段，在社團認識
許多優秀的學長姊，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如今你們都即將畢
業，很捨不得，祝福你們在接下人生的另個階段能順順利利，並
展翅翱翔，祝你們畢業快樂！

財金系系學會公關 財金二黃雅琪
初進淡江時，藉著學長姐的熱心幫助，快速融入異鄉生活；也
有幸遇到多位學長姐的帶領，參與和舉辦了多項活動。淡江的每

「嗶嗶!」走過40餘年，還能手握學生悠遊卡的感覺真不賴！
即使成為市議員，我仍想回到校園精進自己。在學生時代時，
求學生涯並不順遂的我，都在「國四」和「高四」的重考歲月
中留下痕跡，然而選擇重返校園就讀EMBA公行所，是因為我
知道透過吸取專業理論與學術知識，能有助自己在政策上的理
念發表，而位於永康街附近的臺北校園，不僅地理位置與生活
機能便利，在眾多校友口耳相傳下，成為我考研究所唯一的選
擇。
由於公行所經常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前來演講，對我而言有
顯著的影響，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
副教授沈中元在某次演講中提及「以法論法」的觀念，當大家
抨擊審判者為「恐龍法官」時，卻忽略須被檢視的關鍵，其實
是法律本身。透過他們的分享，拓展我的思想，甚至不被社會
輿論和意識所蒙蔽，使我在工作上，能具備深層思維探討施政
方針。在開放自主的學風下，老師經常會與學生透過問答與意
見交流的方式，結合理論與實務，讓大家的理念基座更加穩
健，此外許多授課老師都比我們年輕，「那種亦師亦友的關
係，不同於以前學生時期崇尚師道的嚴謹，我們分享職場經
驗，他們教導學術理論，教學相長的氛圍是我很享受的」。
就讀公行所的同學多來自公家機構，從地區里幹事到中央部
會官員，每種角色對事務的看法不盡相同，「決策者多具理想
性，而執行者卻常受制於人情包袱與現實面的難題」因此當彼
此交流時，不僅能相互激發新思維，我也可以從中了解每份工
作的差別與職場問題，這幫助我未來在政治規劃上，由點線面
的方式更周延地設想每個細節。
EMBA像一面堅實的牆，讓我面對執政者時，不再只有經
驗之談，而能循著法理依據說服對方；因此我想告訴學弟妹：
「一定要將職場經驗與老師分享，因為理論和實務的結合，才
能讓政策或工作更具完整性。」（文／莊靜整理、圖／李芳儒
提供）

管科所所友會 會長李大經 catherine.lin@sti.com.tw
管科所博士班同學會 理事長簡仁德 jt01@cbit.org.tw
商管碩士聯合同學會 理事長許義民 service@tkuemba.org.tw
英文系系友會 會長侯登見 headoffice@kojen-els.com.tw
西語所所友會 會長謝中平 Hsieh4230@yahoo.com
法文系系友會 會長葉麗珠 julietteye@yahoo.com.tw
德文系系友會 會長陳癸華 ulrich@memminger-iro.com.tw
日文系系友會 會長李文茹 wenjulee@mail.tku.edu.tw
俄文系系友會 會長黃美娥 cathyipad2@gmail.com
西語系同學會 理事長吳寬 034443@mail.tku.edu.tw
歐研所同學會 理事長林湘義 orthodoxianikita@gmail.com
美研所所友會 會長藍培青 pclan@ydu.edu.tw
戰略所所友會 理事長張世鈺 willy@sheraton-yilan.com
日研究所所友會 會長姚能鑽 newchain@ms18.hinet.net
拉美所所友會 會長顏永翰 pamplona2000@msn.com
陸研所同學會 理事長朱鳳芝 helenchu627@gmail.com
東南亞研究所所友會 會長張凱勝 jarheadtwn@hotmail.com
教科系系友會 會長龔園芳 addiekung@gmail.com
教政所所友會 會長李顯榮 senzong@ms2.hinet.net
教心所所友會 會長林建光 kw2630@gmail.com
未來所所友會 會長方勇達 chocolions@hotmail.com
個人總是特別熱心的幫忙解決其他人的疑難雜症，也感謝歷屆
學長姐的努力，誕生出許多令人驚艷的活動。
畢業季來臨，感傷學長姐們的離去，但同時也替他們開心，
可以展開人生的下一個階段，希望學長姐們能夠找到自己的目
標，並堅持走下去，離開淡江後依然順利順心。

政經一 徐阡耀
雖然相處只有一年的時間，但在大家庭裡朝夕相處，相互
照顧是最珍貴的回憶。畢業不是結束，是另一個開始，相信
在各領域都會有你們的一片天，擇你所愛，信你所擇，把接
下來的生活過得更精彩美好，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