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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還記得四年前跟隨校長爬克難坡登上五虎崗的日子？
那時你們還是剛進入淡江的新鮮人，曾幾何時，你們現在即
將畢業，真是「光陰似箭，歲月如梭」，轉眼你們的大學生
涯就將結束了。身為淡江大學的創辦人，在這離別前夕，我
有許多內心的話要對你們說，要向你們表達我衷心的祝福！
四年來無論你是在蘭陽礁溪的林美山上，或是在淡水的五
虎崗，你們接受的是淡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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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養成了恢宏的國際觀
和遠大的未來觀，個個磨練成為掌握資訊技能的好手。鍛鍊
出超強的抗壓性，不怕失敗，不畏艱難，你們學會了如何創
新，如何與團隊互助合作。除了精通專業知識外，你們還懂
得做人做事的道理。淡江不遺餘力的栽培你們，是要你們成
為企業的最愛、社會的中堅、國家的棟梁。我確信在你們離
校遠行，進入你人生旅程中另一個新的起點之前，你們已經
完全準備妥當，無論你是要繼續深造，或進入職場，你們一
定已經做好了你們的生涯規劃，那就勇往直前，朝向你們的
目標前進吧！
當然，無可避免的你會在人生旅途上遭遇許多困難和挫
折，我希望你拿出爬克難坡的精神與毅力，謹記「樸實剛
毅」校訓，勇敢面對挑戰。無論何種行業要想走上成功之

創辦人 張建邦

路，你們絕不能自滿，要繼續學習，努力求新。「活到老、
學到老」就是我們學習的終極目標，進步成功的法門。我希
望你們永遠記得我對淡江人的期望：「立足淡江、放眼世
界、掌握資訊、開創未來」，願你們個個都做個成功有用的
世界公民。
今天母校雖然送走了你們，但她永遠敞開胸懷，隨時歡迎
你們的歸來。你們未來的努力，以及對整個國家、整個世界
的犧牲奉獻，將會提升淡江大學的聲望。今天你以淡江為
榮，未來淡江將以你為傲。淡江校友廿四萬，散布在社會各
階層、各行業，世界各角落，你們即將加入他們的行列，他
們將熱誠的接納你們，作你們的後盾。母校未來的發展，在
在需要校友的支持和幫助。當你事業成功之後，你有餘力回
饋社會，回饋母校，而你每分無私的回饋都會幫助這個社會
更美滿，協助母校精益求精、日新又新，讓後進的學弟妹能
享有更優質的學習環境，提升淡江為國際知名的學府，這是
全體淡江人的期望！
「浩浩淡江、萬里通航」，謹祝福全體畢業同學鵬程萬

第二甲子。承先啟後

回饋與服務豐富人生行囊 優雅揮劍大學不留白
每個人都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管理
與控制情緒、維持良好的態度及價值
觀，是將角色扮演好的成功法門！
記得剛進大學時，好崇拜學長姊，
他們總是能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從
那時起，我就期許自己，有一天也能
像他們一樣，發光發熱。大學4年的生
涯中，因為清楚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因此，為自己規劃著不同的角色與目
標：雄友會會長、社團助教、學生會
議員，以及淡江時報記者等。
我來自高雄六龜，北上後看到都市
豐富的資源，使我反思城鄉間的差距
及偏鄉資源的不足。於是擔任雄友會
會長那年，我將近10年沒舉辦的「偏
鄉服務隊」恢復興起。每到服務的最
後一天，小朋友總會眼眶泛淚地向我
們道別，當中得到的感動是無法言語
的。那時的我告訴自己：20歲，是有
能力付出與回饋社會。
大四時，突然發現自己好像成為當
初所期許的人。尤其因為擔任雄友會
會長及社團助教，從原本的接受者，
轉變為付出者。從前的角色偏向學
習，經過4年的蛻變，現在可以向學弟
妹分享自己積累的經驗，並給予鼓勵
與提醒。這樣的體認很深刻，像是從1
位球員，晉升為隊長，再轉為教練。
這4年中，在團隊裡學習成長，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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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大，視野也變得更寬廣。這一路走
來，雖然有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但
參與了很多想要體驗的事，也儘量以
自己的力量服務周遭，感覺很棒！
在申請服務獎截止日的前一天，我
想起自己這4年嘗試完成的每件事情，
心中浮現一句話：「需要努力的是未
來，但能鼓勵你的是過去」。從沒把
握會得獎，我認為：只要願意努力，
在過程中得到的，才是最重要的收
穫。但得獎確實是肯定，鼓勵我未來
更要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文／鄭文
媛整理、攝影／吳重毅）

參加西洋劍隊，是我大學生涯中最
精彩的一頁！
從小我就熱愛運動，進入淡江後，
發現室友參加西洋劍隊，看她每次練
習結束後身體雖疲累，但神情卻是開
心的。在好奇心驅使下，我在大二時
加入西洋劍隊，從此踏上不停揮灑熱
情的路。平常人可能較少接觸西洋劍
術，但這項運動在姿態與裝備上都很
優雅，競賽時，敵我雙方在賽場中
鬥志、舞劍、表現自我，都深深吸引
我。回想剛加入西洋劍隊時，因為已
經比其他選手少練習一年，所以我更
加努力練習。第一次練習後，雙腿極
為痠痛、難以活動而請假，但看到許
多半途而廢的例子，便激起不服輸的
精神，鼓勵自己堅持下去。
不久，便參加第一次大專盃，卻在
複賽時鎩羽而歸，被校隊教練王順民
指出自己的缺失後，我深切反思。經
過這次洗禮，也從懵懂中成長了，了
解從經驗中學習的重要。王教練不但
教授技術，也教誨我人生道理，把學
生視如己出，是我最感謝的人之一。
大三，技術獲得提升後，好勝心也
達到最高點，卻在大賽中敗北，猶如

數學四 李盈臻

從巔峰墜落深淵，讓我體認到得失心
不要太重，只要持續努力，勝利總會
來到。
在歲月、汗水與淚水的堆積下，我
甚至和速度、力量均有優勢的男選手
對練，終於在大四展現成果。今年度
的大專盃，我奪得個人組一金、團體
賽兩金，共獲3面金牌，為運動生涯寫
下新里程碑！證實「只要持續努力練
習，總會獲勝。」但讓我真正感到開
心的，莫過於和學姊同時打進決賽，
寫下同校球員攜手摘下冠亞軍紀錄！
西洋劍豐富了我的人生，我想對學
弟妹們說，進入大學，除了專注課業
外，也應
尋覓課堂
外 的 興
趣，別讓
大 學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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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校園開闊學養視野
人生，誰不曾迷惘？不曾錯過？而
要如何醒悟？如何把握？此刻，我對
淡江大學盡是滿滿的感謝，也感謝系
上的老師讓我為人生加分。
曾經因家庭因素，高職畢業後，我
即一肩扛起家中經濟重擔。現實所
逼，我努力賺錢養家，開始追逐金
錢。然而生活雖然無虞，卻換來難以
計數的空虛。當時我只知道怎麼賺
錢，沒想到生活變得不踏實。
若人生需要「轉」，那我需要一個
正向的「轉」，4年前我這樣告訴自
己：「如果不改變，溫泯毅的人生就
是如此空泛。」知道自己的不足後，
便下定決心要重返校園。
因為與機械相關的事物都讓我倍感
興趣，所以選念電機系。離開校園已
一段時日的我，仍難忘4年前重拾書本
的感動，至今依舊覺得自己很幸運！
電機系的課業並不簡單，半工半讀必
然辛苦，然而好不容易重返學校，因
此我樂在其中，也全力以赴！再多的
困難都不算什麼。
我想告訴學弟學妹，學習是不分時
間與地點。因為兼顧課業與工作，每
每在通勤回家路上，我就埋頭苦算微
積分題目，你說累嗎？我想那是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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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不 該 害
怕或覺得難。我更想告訴學弟學妹，
身為學生是幸福的，唯有校園提供的
「純與淨」才能洗練出青春與活力，
而知識更是能滋養生命！
感謝這一路走來陪伴我成長的老
師、家人、朋友以及這片乾淨的校
園！因著學習，它在我的生命中更添
價值與意義。未來我仍繼續鑽研於電
機的領域！人生的路是充滿驚奇的叢
林，而叢林中有什麼寶藏？不要等別
人告訴你，走過去就對了，即便跌倒
了也不該害怕，而是要走得更穩健。
祝福各位畢業生！（文／呂柏賢整
理、攝影／余浩鉻）

5年前受到移民到瓜地馬拉的臺灣朋
友影響，我決定申請臺灣外交部提供
的獎學金，來臺學習中文！回想起大
一時，什麼人都不認識，中文也不是
很好，真的很辛苦，因此在大三時和
好朋友們決定創辦淡江第一個「外籍
同學聯誼會」，希望幫助像我一樣的
外籍生們更快融入淡江生活。
我認為課外生活是大學學習很重要
的一部分，所以把握每一個服務機
會，對我來說，擔任志工是認識他人
及分享快樂的管道！我也因此和很多
臺灣人相處，更深入了解臺灣文化，
同時感受到與外籍人士相較下，臺灣
人在開始相處時多比較含蓄害羞，但
熟悉後也玩得很瘋狂。
大一時我立志要達到很少外國人達
到的「實用視聽華語第5冊」，希望中
文不僅要學得好，還要更好，在常常
和臺灣朋友練習下，大一時就參加臺
灣中央廣播電臺所舉辦的外籍人士說
國語演講比賽。大二第二次參加時，
我自創了「臺灣化」一詞，分享自己
如何深受臺灣文化影響，我非常喜歡
臺灣原住民及中國樂器，另外這裡的
美食，譬如熱炒、雞排或是處處可見
的飲料店都是我的最愛，我更學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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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夏天然

財金四 柯安德
（Edgar Cardona）

臺灣人排隊、搭捷運讓位等禮貌。臺
灣治安良好，民眾拾金不昧的精神，
以及處處可見溫情，都讓我印象非常
深刻。
獲得外交部「臺灣獎學金及華語文
獎學金計畫辦公室」頒發「群育類傑
出表現獎」時，真的很開心！感到自
己在臺灣受到肯定。
大學即將邁入尾聲，現在的我明
確知道自己熱愛臺灣這塊土地，為
此創了自己的部落格「Taiwan isn't
China」，希望藉此讓更多外國人了解
臺灣之美，
也感謝淡江
大學帶給我
的 一 切 回
憶，這些都
會成為我未
來人生道路
上的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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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麗背後
是嚴苛的學習

管科四 張瑋
鳳凰花開，驪歌輕唱，轉眼間又到
了畢業季節。操場旁的樓梯是我大學4
年來最喜歡的地方，每當倍感壓力、
難過悲傷之時，那裡是一個可以讓我
放鬆窩著，邊躺著數星星、邊與朋友
談心的小角落。
回顧大學4年眾多的服務任務中，擔
任「淡海同舟服務員」是我的轉折關
鍵，透過暑假來磨練自己的能力，不
僅從中認識許多優秀的夥伴，開闊自
己的視野，也深切體認到「學習者」
的角色是幸福的，「因為當你還是一
位學習者時，你可以盡情地發揮想像
力與表現自我」。
我也加入親善大使團，從此開啟了
對服務的熱忱。4年的學習與磨練，造
就了現今的我。大一虛心學習，大二
擔任教學長，大三接任團長，大四則
成了顧問。我認為這段過程中所培養
的毅力與挑戰力，以及一路走來堅持
自己的選擇，是大學最豐碩的收穫。
親善大使團的任務多為專業性服
務，舉凡接待、司儀與頒獎典禮，累
積不少服務經驗。經過3年一系列的養
成課程，除了學習國際禮儀、美姿美
儀等，也有務實的專業服務訓練。
在多元的服務任務中，令我印象最
深刻的是去年擔任畢業典禮的司儀。

學生會會長歷史三吳承翰
嚴長壽先生曾說：「臺灣不缺看到問題的人，缺
的是願意捲起袖子實作的人」，而擁有實幹精神的正
是我們淡江人。學生會一直以來的努力，只求對即將
離開的學長姐們有所幫助。人生充滿著挑戰才能證明
自己活得踏實，願學長姐堅持理想，未來一帆風順！

體適能有氧社社長 日文三 張純華
在大家庭裡朝夕相處，相互照顧是最珍貴的回憶，
有幸在社團遇到多位學長姐帶領參與和舉辦多項活
動。如今即將畢業，很捨不得，謝謝學長姐無私的關
愛讓我們成長茁壯，要回來看我們喔，畢業快樂！
康輔社社長 化材三 羅章力
又到鳳凰花開的日子，校園充滿著迎向成功的學
長姐，看似結尾，其實是嶄新未來的開始。相信畢業
生已如期達成大學自我訂定目標，祝福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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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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會聯繫。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http://www.fl.tku.edu.tw/
以學校教育理念，配合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
政策推動，提高服務品質為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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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推動募款業務，積極向校友、社會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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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學術地位的提升。
淡江大學就業網 http://www.f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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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網每日匯整之新進徵才公告，將自
動寄送至信箱供校友做求職之參考。
校友通訊電子報 http://www.fl.tku.edu.tw:8080/news/
母校校友會活動，將會刊登於校友通訊雙月刊，於
單月出刊，除讓大家了解母校動態外，進而更清楚海
內外各校友會活動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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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戴學禮
terrytai0416@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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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行系學會會長 公行二 潘樂頤
分離的時刻即將來臨，往後的日子，我們將持續傳
承淡江樸實剛毅、公行系學會努力不懈的精神！希望
學長姐鵬程萬里，保有在淡江的寬大襟懷，在社會中
展現長才，加油！
政經系系學會會長政經一李柏儒
經過一年的出國經驗洗禮，學長姐回來後比以往更
有想法，給人不一樣的感覺，自信而穩重。如今將踏
上另一個旅程，步入社會，祝福各位朝自己的理想目
標邁進，畢業快樂，逆風高飛。
校友通訊平臺 https://gts.tku.edu.tw/
為強化校友與母校溝通及分享，和校友保持密切的
連繫，讓遠行學子知道淡江永遠在五虎崗上守護各
位。校友也可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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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決定是否開放讓同班或全部校友查詢。
畢業生流向調查 http://www.fl.tku.edu.tw/question/20120522.asp
為瞭解畢業生畢業後就業概況及對母校之教學、就
業輔導與服務等校務概況的滿意度情形，以作為學校
課程、教學及行政業務輔導改善之參考與規劃更優質
的學習環境。

苗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黃錦榜
fl@oa.tku.edu.tw
臺中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林欽濃
ttkuaa@gmail.com
南投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曾清鎮
c0937780615tw@yahoo.com.tw
彰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張啓良
leon.arch@msa.hinet.net
雲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高增堯
kl88@mail2000.com.tw
嘉義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陳清連
sf516200@gmail.com
嘉義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陳憲政
future@wfib.com.tw
臺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陳双喜
public@good-oil.com.tw

高雄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郭士賢
e0935216429@gmail.com
屏東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陳金土
chengt42@yahoo.com.tw
臺東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林自強
ltc2076@gmail.com
花蓮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林肇輝
a38169@taisugar.com.tw
宜蘭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林添福
fourd.karl@seed.net.tw
澎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王世桓
x198859@ms6.hinet.net
金門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李有忠
leejong823@gmail.com
連江縣淡江大學校友會會長侯全寶
jimmy.hou@msa.hinet.net

那一年，我們挺玉山投票去！在
福園的音樂會中，校長張家宜與全
校師生組成的玉山加油團為玉山強
力拉票，也合唱「美麗島」，支持
玉山進入世界七大奇景，氣勢磅
礡！財金四李介盛：「因為加入
金門校友會，因緣際會下參與這
個活動，很開心能在讀書之餘做
一些事，改變一點世界。」

60 週年校慶閃亮蘭陽 演唱會掀高潮
蘭陽校園出現「光明之舟」！60週
年校慶時，蘭陽校園的建軒及文苑大
樓閃耀著以各樓各室燈光排列的巨大
TKU60字樣，整個蘭陽平原都能目睹
這個壯觀奇景，也代表蘭陽校園師生
的向心力，將帶著淡江航向下一個里
程碑！
政經四梁郁：「當時負責開燈工

作，本不清楚用意，直到
看了影片才知道自己小小的
舉動創造值得紀念的一刻，
很感動。」
60週年校慶的音樂大事！
「那人、那校、那歌，美聲傳
揚」演唱會，主持人為產經系校友卜
學亮，西語系校友盧廣仲與校友施孝

榮，另有蕭煌奇、旺福樂團及郭靜等
眾星雲集，掀起校慶的高潮！

淡江人年度大事：文化週、建鬼

難忘初登克難坡 驟雨水樓梯奇觀

進入大學的第一場試煉是登上克難

淡江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孫瑞隆
f91548003@ntu.edu.tw
中文系系友會理事長陳秀美
amy0236.chen@msa.hinet.net
歷史系系友會會長洪哲文
tsewen_hong@oil.com.tw
教資、資圖系系友會會長曾堃賢
tkh@ncl.edu.tw
大傳系同學會理事長謝馨慧
abbyhh.hsieh@ogilvy.com
資傳系系友會會長黎世威
imthiswaylee8@gmail.com
數學系(所)系友會會長蕭家興
hjh@mail.pcc.gov.tw

多元一體 1 great university 四個校園 4 distinct campuses

坡，由學術、行政及國際3位
副校長率領7千餘位新生攀爬
132階階梯進入校園。這是成
為淡江人的傳統，印證校訓
「樸實剛毅」的克難精神！
水環四李冠賢：「新生訓練
時爬克難坡雖然辛苦，卻也
別有一番滋味。」
淡水天氣變化莫測是淡江
人共同的記憶，一場大雨竟讓克難坡成
為如湍急河流般的「水樓梯」！大雨澆

不熄學生熱情，反而苦中作樂，紛紛在
臉書上分享奇
景，成為難忘
回憶！電機四
羅應焜：「最
難忘的回憶是
大雨時曾和同
學在克難坡一
起玩耍。」

物理系系友會理事長吳慶輝
chw@unityopto.com.tw
化學系友會理事長林健祥
grand888@ms2.hinet.net
建築系同學會理事長姚政仲
t1@t1design.com.tw
土木系系友會會長韓道昀
daniel.han@msa.hinet.net
水環系系友會理事長倪世標
aa-wpch@mail.taipei.gov.tw
機電系系友會會長賴正謨
jmlai5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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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龍
biinglong@yahoo.com.tw
財務金融學系研究所所友會會長陳海鵬
city.credit@msa.hinet.net
保險系系友會會長江朝峯
woo.can@msa.hinet.net
產經所友會會長陳昆池
dennis.chen@comebuy2002.com.tw

淡水校園：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編按：請勿模仿）

校友會帶你去旅行！一年一度的文
化週在海報街熱賣各縣市名產，黑天
鵝展示廳則展出各地迷你版特色建築
及地形模型，讓人身歷其境彷彿置身
小人國。運管四盧竹瑄：「身為雄友
會成員，籌備時犧牲許多夜晚製作景
點模型。過程雖辛苦但看見成果覺得
值得，也更深入了解各地文化。」

身為淡江人，一定要去「建鬼」！
2012年以美國影集「陰屍路」為發想的
主題「獰血季」，讓舊工館及建築館
成為鬼影幢幢的醫院，塗灑的紅漆更
添血腥之感，90位扮相駭人鬼抓住參
與學生的腳，引發尖叫連連。國企四
陳政偉：「燈光效果將氣氛營造得很
好，被嚇到很多次，推薦學弟妹大學
四年至少要參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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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ma@china-airlines.com
企管系所校友會理事長張金溪
cchome0910183399@yahoo.com.tw
會計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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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系系友會會長胡淑貞
grace.dona@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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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行系學友會理事長陳烯堅
sjchen@mail.oop.gov.tw
管科所所友會會長李大經
tc.l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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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校園：10650 臺北市金華街 199 巷 5 號

蘭陽校園：26247 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 180 號

司儀多要
掌握活動
流程，且
必須擁有
絕佳的應
變力與臨
場反應，
透過敏銳
的 觀 察
力，以及
平日嚴謹
的培訓課
程，我才
˙本屆畢業生致詞代表
得 以 擁 有 ˙102學年度畢業生服務獎得獎人
這 樣 的 表 ˙親善大使團教學長、團長、顧問
現機會。
對我而言，服務最珍貴之處在於不
求回報、心甘情願的付出。我也看見
了「服務」在我生命中產生的寶貴價
值。想鼓勵學弟妹們多嘗試、多參與
社團活動。不但能結識許多來自不同
領域的人，更能培養籌備活動及團體
互動的能力，找到自己的核心價值，
並充實大學生涯，「時間花在哪，你
的成就就在哪。」期許學弟妹們都有
精采、豐富的大學生活。（文／黃怡
玲整理、攝影／黃國恩）
2011年校園
出現野生吳宗
憲！綜藝節目
來校錄影，
主持群與競
技啦啦隊、吉
他社、劍道社
和國標社一起互
動玩遊戲。外語大樓
外，更有社員模仿吳宗憲和本
尊較勁，引發全場哄堂大笑。
經濟四張書航：「在模仿憲哥
並與他互動時，認為他像爸爸
一樣親切。後來看到自己上電
視很開心，是大學生活中很特
別的經驗！」
2013年蕭敬騰旋風襲捲校
園！他帶領喜鵲藍球隊前來進
行「蕭敬騰以愛之名校園籃球
友誼賽」，更以拒菸大使身分
宣導拒菸理念，賽中的巨星風
範更使學生尖叫連連！化材四
黃仕彤：「身為工作人員，覺
得蕭敬騰沒有明星架子，最後
全場齊唱〈阿飛的小蝴蝶〉氣

校園出現大明星

文／蘇靖雅、蔡晉宇、賴郁雯整理

海 外 校 友 會 會 址， 請 至 http://www.
fl.tku.edu.tw/schoolfellow-summary.
asp?type=02 查詢，或洽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
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羅森
evat@gti.com.tw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
michelle@ecic.com.tw

電機四 溫泯毅

融入淡江熱愛臺灣

畢業是新旅程的開始，同學心中是否已經規劃好另一階段的起站？
無論選擇為何，都將獨自展翼高飛。回首淡江多元開放的養成教育，
所修讀的「專業」、「通識」與「課外活動」三環課程，是否已內化
為「德」、「智」、「體」、「群」、「美」五育素養，在三化的薰
陶下是否已具備資訊化的創新能力、國際化的宏觀角度，以及未來化
的前瞻思維？因為這不單是學習課堂知識，更承載了超過一甲子歷史
淬鍊的淡江智慧。
各位在懷抱夢想的五虎崗上，邁向職場生涯的第一步，以古希臘哲
學家蘇格拉底的至理名言「認識你自己」（know yourself）為起點。
微軟公司創辦人比爾‧蓋茲，因為認清自己志趣在於電腦應用，憑藉
無比的堅持與熱情，終於贏得個人電腦作業系統市場的主導地位，
創造了微軟傳奇。因此，嘗試對自己進行優勢（Strength）及劣勢
（Weakness）的SWOT分析，瞭解自己的特質，真正認識自我，給自
己客觀的評價，找出自我不平凡的價值。
在校成績是代表過去的學習成果，更重要的是，深植於心的
「全球視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倫理、獨立思考、
樂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涵養」八大基本素養與核心能
力，才是面對職場挑戰的最佳利器。而職場著重的
是「專業能力」及「工作態度」，在淡江的學習生
活中，相信已為同學累積兼具跨領域與多元思
維的軟硬實力。《天下雜誌》創辦人高
希均教授曾說：「臺灣最缺的不
是人才，是人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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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 張家宜

不平凡的淡江人

里，成功幸福！願我全體淡江人皆能「 淡江愛我！我
愛淡江！」

大傳四 劉昱余

三環五育 職場享譽

邁入

離別贈言

校不僅培養人才，更深耕品德教育，陶塑具優質心靈的人品，才能
蟬聯17 年企業最愛，超乎雇主期待。
在職場上難免會遭遇不同面向的困難，但挫折始終是成功的推
手，練習將壓力轉為無限的動力，因為多數成功的人，都具備承擔
磨難的特質，能從挫敗中體驗人生，記取教訓。如同第20屆化學系
畢業，曾獲「2013 美中西區華人傑出學人獎」的校友宋勝魁所說：
「對於成功我不敢講，但是我不放棄！」他研究的理論歷經10 年，
終被學界接受，論文被引用次數超過850次，即使實驗失敗持續半
年，仍堅持到底；他期勉學弟妹，「只要願意給自己機會，遲早會
走出一條路，不要太早說『我不能做』，因為當年我對自己也沒放
棄。」因此，在動搖心志時，以淡江精神作為指引，運用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的核心能力，有效轉化成行動力，時時抱持柔軟的彈性
身段，開啟溫暖的態度，學習做卓越的事，繼而創造自身價值。
在充滿競爭與詭譎多變的工作環境中，階段性的成就，不代表是
必然的成功，無論是堅持不間斷學習，貼身觀察別人長處的日文系
系友，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徐瑞湖，或是採取點綠成金
管理創新概念的國企系系友、永光化學創辦人陳定川等，在在證明
唯有無止盡的學習與創新，持續做事的熱情，在一定基礎下奮力
不懈，才能締造職涯高峰，讓「淡江」不僅是母校的名稱，
而是開創雙贏的卓越象徵。謹代表全校師長、同學，向
各位道聲恭喜，祝福各位鷹揚展翼、鵬摶九霄、
享譽職場、崢嶸國際。

蘭陽鎂光燈照亮大學青春
政經四 郭宇璇
「102學年度青出於蘭領袖獎，得獎
的是政經四郭宇璇！」在蘭陽校園畢
業典禮現場聽到這句話時，我幾乎快
流下感動的眼淚，獲得這個夢寐以求
的獎項，對我來說是何等榮耀，如果
將大學四年比喻為一場舞會，獲此獎
應該是我最美的Ending pose了。
回想這些年裡的那些事，社團生
活、擔任學生會議員、承辦蘭陽各種
大小活動，大三出國留學、擔任淡江
時報記者等，每位認識的人都深深印
刻在我的腦海裡，我愛這裡的每一個
人，因為他們就像一本書，經驗、個
性都值得學習，也讓我受用一輩子，
而相處的喜怒愛樂成為最深刻回憶。
大三出國的過程，就是打在spotlight
下的焦點！在捷克查爾斯大學擔任交
換學生的日子裡，學到不僅是課本的
知識，而是認識來自法國、荷蘭、蒙
特內哥羅等世界各地的同學，藉異國
料理拉近彼此距離，不同的風俗文化
激盪出難能可貴的情誼。經過一年的
淬鍊下讓我更加開拓視野，回國後，
也迫不及待將精彩的經驗分享給學弟
妹，希望藉此讓更多在校生跳脫既有
的思考模式與框架，放眼看世界。
我喜歡聽故事、說故事，把好的部

分珍藏也分享，擔任淡江時報記者的
使命亦是如此，喜歡在採訪過程中，
紀錄大小故事，並以快門紀錄感動瞬
間，也讓更多人看見值得被鼓勵的故
事、被深藏的記憶。
說回這場舞會的每段過程，臺前看
似華麗的舞姿，臺後卻承受著跌倒的
痛和苦，而我把吃苦當吃補，逆境時
大步邁進，順境時則小心翼翼地前
進，跌倒的痛一定有，但爬起來時能
站得更穩，再痛都值得！每個人應懷
抱夢想，我亦是如此，所以我總問自
己，「嗨！美麗的我，環遊世界的夢
想完成了嗎？」祝福所有畢業生與學
弟妹，不管跌倒的姿勢如何，夢想都
要 緊 緊 抓
牢 。 謝 謝
你，蘭陽校
園，你就是
一個巨無霸
鎂光燈，打
在我青春最
完美的那一
段上。（文
／呂柏賢整 ˙102學年度青出於蘭領袖獎
理、攝影／ ˙102學年度畢業生服務獎得獎人
˙淡江時報記者
余浩鉻）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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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熱烈，印象深刻。」
2013年耶誕節，學生會舉辦「耶夜
笙歌」演唱會吸引近2千人參與，除
了大咖級歌手羅志祥，那我懂你的意
思了、八三夭、滅火器等歌手嗨翻全
場，壓軸登場的林宥嘉演唱搖滾歌曲
畫下精彩句點。化材四賴聖旻：「因
為林宥嘉而參加演唱會，吸引我的還
有羅志祥和八三夭，演出很精彩。」

太陽花學運於2014年以反黑箱服貿
引發社會關注與討論，淡江學生也發
起活動，邀近3百位學生在操場合唱
歌曲〈島嶼天光〉，高舉太陽花表達
支持，除了凝聚共同的心聲，也表現
學生的自主思考及影響力，成為學運
歷史的一部分。大傳四余則寬：「沒
有預設立場只是幫忙錄影磨練攝影技
術。沒想到現場聚集這麼多人，一起
合唱時感受到學生的爆發力。」財金
四洪巧娟：「平時關注政治議題，和
大家一起合唱時，感動得熱淚盈眶，
很開心大家都願出一份心力。」

質校園 2011年，淡江大學成為全國第一所通過企業環保獎的大學。校長張家宜率隊領企業環保獎。
打造優2012年為活化空間利用進行空間調整：原教育館更名為傳播館，商管大樓4樓重新裝潢成為學生事務專區。
2013年，本校預計興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大樓，管科所校友徐航健拋磚引玉捐贈1.2億。
2014年，蘭陽紹謨紀念活動中心啟用，以宜蘭勝景五峰旗瀑布為外觀意象打造，也因當地多雨，更兼具實用功能。
資創四呂彥承：「這屆畢業典禮於此舉辦，也曾在這裡打籃球、做重訓，感受萬眾矚目打造的質量，覺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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