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喜各位加入淡江人的行列，大學是學習獨立的開端，對於時
間的分配，課業與社團的兼顧，常常陷於抉擇，因此，本校為大一
新鮮人設計了「大學學習」課程，藉由資深有輔導經驗的老師擔任

導師，引領同學適應大學生活，充分利用學校環境與資源，規劃有
效的自我管理，以健全成熟的人格，追求卓越的未來。

　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曾說：「自創立以來，淡江大學即制定『國際化、
資訊化和未來化』為本校主要目標。」在 2014 年資訊網路發達、全球
佈局的時代，更顯得深具遠見。在這前瞻性的三化理念環境中學習成
長，擁有運用資訊軟硬體的能力、認識世界「To know the world」的國

際觀以及宏觀的未來化思維，以因應未來空間的格局、生活的模式與時
間的架構，進而具備跨領域的知識技能與道德品格，成為承先啟後、學有
專長、心靈卓越的國家棟梁。 
　淡江能蟬聯 17 年企業最愛私校榜首，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擁有寶貴的資
產—培養淡江人的能力，本校所設計的專業、通識、課外活動「三環」課程，
奠定大學理論基礎，培養「德、智、體、群、美」並重的「五育」內涵，

使能具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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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素養。因此，只要同學按部就班，

依循牛頓吸收伽利略、哥白尼、開普勒理論基礎，發現「萬有引力定律」的研究精神，試著「站
在巨人肩膀上」將視野看得更遠，努力學習，必能有所斬獲。
　學校供應豐沛的養份及成長的環境，但大學生的自由度與自主性提高，要如何度過黃金四
年，如何吸收、茁壯，端看自己想要陶鑄什麼的樣貌？祖克伯（Zuckerberg）就讀哈佛大學期
間與室友們開發 facebook 交友網站，讓世界無遠弗屆，影響人類社群行為；佩吉（Page）、布
林（Brin）兩人是史丹佛大學博士生時，因為進行研究案需要，發揮創意製作搜尋引擎 Google
因應，自此改變全球人使用網際網路的習慣。這些在學習過程中克服困難，解決問題的例子，
提醒同學融會貫通八大素養基本核心能力的重要性，透過多元的學習，創造改變世界的利基。
　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說：「任何工作在開頭的地方最重要。」在初踏克難坡的同時，靜心

感受「樸、實、剛、毅」校訓的精髓，擘劃自己大學生活的目標。曾有人問臺
灣經營之神王永慶，成功塑造台塑集團的因素為何？他表示「刻苦、

耐勞，從基層做起。」求學也一樣，鍛鍊紮實基本功夫，相
信只要秉持淡江精神，未來各位必定都能成為「立

足淡江、放眼世界、掌握資訊、開創未來」
的卓越淡江人，讓世界看見淡江「To 

be known in the world」。

會計系校友上銀科技董座卓永財

　產學合作是產業競爭力關鍵
　淡江建校 64 週年，從企業者角度來看，
淡江人具有「專業能力強、終身學習意願強、
注重團隊合作精神、耐操吃苦」4 特質，上
銀科技長期注重國際化發展：23 年前在收購
德國機械廠、15 年前和莫斯科的大學合作掛
牌聯合中心、6 年前也收購以色列 Mega-F
驅動廠，並持續在美、日、韓等國設廠研發。
　產學合作是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為企業
人才來自大學，而大學最主要的功能是教學
服務，因此投入產學合作事務，現與海外 12
所國外大學都有多面向產學合作，不只研發
還有人才培養、學生實習互動，業師投入等，
藉由多方面培育幫助學生就業及產業的人才
取得。臺灣趨勢是全球化，具備語言能力相
當重要，不僅幫助就業，當有機會進入全球
管理階層時，語文會是重要溝通工具，因此
在母系會計系設立獎學金，鼓勵大家考取會
計師證照、英文證照等以增加外語能力；另
有業師合作、在機器人研究和研發、資金挹
注等密切合作。
　上銀科技目前是線性傳動領域世界第二大
廠，如果沒有和大學合作是很難達成的，很
高興看到 2 百企業共襄盛舉，希望能讓淡江
變成世界第一大學。

中華航空董座孫洪祥

　產學合作雙向培養人才
　淡江蟬聯 17 年企業最愛私校，讓我意想
不到在師生近 3 萬人數中，運用企業界 TQM
（全面品質管理）實感敬佩。淡江大學是北部
唯一有航太科系的學校，淡江校友佔華航全體
員工人數的 7.4%（678 位），其中主管階層的
就占有 10.2％（64 位），在有口皆碑中與淡
江合作推出飛行專技組，這對有志成為機師的
同學十分有幫助，除了派出優秀且實戰經驗的
業師傳授專業課程外，另外還有實習。此外，
去年有 16 位淡江的大三生參與華航寒暑假的
機務訓練，今年則有 9 位，這樣的合作會持續
進行且擴大。在這次的經驗上，短期間就把產
學合作內容框架完成，從中看到淡江的良好溝
通且高效率，今日更了解到有 2 百企業的產學
合作經驗，因而造就極佳的專業度，實在是令
人讚佩。產學合作目的是在雙向培養人才，現
在世界變化越來越快，因此產學合作越密切將
對學生越有幫助，讓學生在步入職場前就接觸
產業實際的經驗與知識。

國貿系校友永光化學榮董陳定川

　務實是淡江人最大優勢
　永光化學與母校產學合作進行順利，常以不
定期的參訪、合作專班、獎助學金方式幫助學
弟妹，而且進入永光的實習生和畢業生表現不
錯，不但晉升率高，且高階主管也多，因為務
實及責任感是淡大學弟妹最大的優勢。
　近來因關心能源短缺的議題，因此將與化學
系成立產學合作專班，針對永續能源利用的研
發，此舉有助於在校學生能力的提升，而在企
業方面則幫助提升產業競爭力，對國家也有相
當的貢獻。在現今資訊高度爆炸的時代，勉勵
學弟妹要懂得「專注」，應該要專注在自己的
專業領域上，培養不易被外在資訊影響和引誘
的定力。

科見美語副總經理侯光杰

　產學合作凝聚各界校友
　科見美語主要是和英文系產學合作，除企業
參訪、企業實習外，並有業師舉辦講座課程，
另外還有讓學生觀摩就業展等來讓學生探索自
己未來方向，能培養淡江生多元文化力，同時
也讓科見美語多了優先選取人才機會，且產學
合作還能凝聚各界校友。淡江人的優勢在於因

淡
江 學 風

自由，能激發
學生的創意，因此

鼓勵學弟妹，要善用師
長及校友人脈資源，並不斷

地向各方吸 收新知，分配好自己的時間以免
錯過寶貴的產學實習機會。

PeoPo 公民新聞平臺召集人余至理

　淡江生運用生活題材發揮專才
　公民新聞即為鼓勵大家關心地方議題，看中
淡江的大傳系所學與其工作內容相近，因而提
供 5 名大傳系學生暑期實習。淡江實習生會從
生活周遭找題材發揮，且因所學相關，報導內
容的品質及深度都較有內涵，也更有獨特性。
而學生藉由實習機會更能實際感受到報導「真
實」的影響力，也藉由採訪使自己的作品發揮
更大的效果，成就感也會更大。鼓勵大傳系學
生要多準備作品，加深面試主管的印象。

管科所校友程曦資訊總經理張榮貴

　產學合作促理論與實務結合
　程曦資訊公司與母校產學合作主要在 CTI
／ CRM 技術本位交流、與客戶服務人才培育
訓練，使理論與實務更加結合並創造雙贏。在
實習過程中，淡江學生普遍具有良好的表達能
力，有足夠應用資訊系統的專業力，具有團隊
合作的精神，與同事的相處上特別融洽，在產
學合作上的成效表現相當不錯。鼓勵要找出
符合自己興趣的企業，並多多踏出校園參與實

習，因企業實習得
到的不僅是專業能力，更能提早適

應職場環境。

英業達巿場行銷處經理林昭良

　運用所學共同優化 Dr.eye
　淡大蟬聯 17 年企業最愛私校，重視語言能
力培養，這與本公司理念相同，加上淡江生具
有人文素養和創新想法，且可貴的是職場配合
度高，因此本公司與外語學院產學合作，希望
交流教學的專業經驗，將「Dr.eye」翻譯產品
優化，以達到產學合作目的。未來將提供學生
企業實習工作的機會，期許學生可以與企業相
互連結自身的所學，以提升自我能力。

技嘉科技歐洲處處長陳仲良

　海外實習融入在地生活
　技嘉科技首度與俄文系產學合作，主要是徵
選大三出國留學生駐俄海外實習，實習內容會
給予階段性任務，一步步讓實習生讓習慣業界
和海外的環境，從工作中學習，並將學校所學
和職場做結合，降低學用落差，實習表現傑出
者，畢業後可優先聘任。期許所有實習生，經
職場洗鍊後依自身特質，以規劃自身的未來。

南山人壽經理陳勝隆

　肯定淡江實習生的專業表現
　南山人壽與財金系合作開設財務風險實務課
程學生可到企業實習，藉由產學合作協議書簽
署，表達對學生的重視，實習中會帶領學生體
驗保險公司運作方式，及幫助弱勢家庭。對淡
江實習生在專業知識和與客戶的溝通應對上給
予肯定，提醒在校生要具備使命感、熱心助
人、有明確生涯規劃、願意學習精神 4 項特質，
才能應付職場上的各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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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學程引領近千實習機會
文學院院長林信成

　文學院的產學合作是以文創產業為主，和出
版業、資訊業、APP 軟體業、影視業等企業合
作，讓學生有實務經驗，企業也能借重年輕人
創新力引入多元思考。從企業對實習同學評價
中，了解他們具備創新能力，還有樸實、刻苦、
團隊合作等精神，讓產學合作成果斐然。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

　理學院主要與臺灣永光化學工業公司產學合
作，除企業參訪，近期有 6 百萬元以光電產業
和新藥物合成兩項研發項目。目前研擬將產學
合作項目搭配於課程中，讓更多學生受益。
工學院院長何啟東

　本次產學聯盟協議書簽約典禮上的 2 百企業

以工學院為最大宗，因，學生在業界優良表現
讓企業願意持續地合作。目前與神通資訊、叡
揚資訊等進行學分學程、參訪、實習等，藉由
學校提供專業技術諮詢，企業提供實作機會，
以創造雙贏產學合作能量。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

　商管學院設立多項跨學院學分學程供學生修
習，如業師會到校授課、定期講座等。這些都
能讓學生順應就業潮流，在專業理論之外，先
行感受就業市場，藉產學合作讓學生貫通理
論，應用在實務方面，順利與就業趨勢接軌。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

　外語學院主要合作對象是知識動能公司與英
業達公司。知識動能從去年便以華語文教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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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實習開啟就業大門
電機系助理教授鄭吉泰
　從大學到博士均就讀淡江，畢業後到國外工
作 2 年後於母校任教。今天藉此機會感謝母校
的師長的教誨外，特別感謝上銀科技卓董事
長，提供電機系機器人研究團隊的支持與產學
合作的機會，讓許多同學畢業後能在上銀繼續
任職。也曾到凌陽科技公司進行 2 次的暑期實
習，這段經歷讓我學到在企業中需要具備的知
識與技能，以及了解到在校學到的專業知識是
需要時間去整合的，因此實習的過程讓我可以
克服學習上的盲點以及能在生活中確實地應
用，並與現實的連結感。在 2003 年首次奪下
FIRA 機器人世界冠軍中，其中有很多的技術
與知識，創新態度與實踐應用性等，皆來自於
企業實習的經 驗中，因為上銀企業內會有

許多專業人士提供學生
實務的技術分享、在

產業界的產品要

求精準度等。感謝企業貴賓的蒞臨，和對母校
產學合作的支持，你們給我、學弟妹的，不只
是只有實習的職位而已，更是提供我們重拾學
習熱情的人生機會。淡江的學生將會因為你們
提供的機會，會有很大的不同。

國企所校友蔡依婷
　我今年畢業於國企所，是透過母校與鼎新電
腦公司合作的「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而進
入鼎新電腦公司實習的。在實習的 5 個多月以
來，我可以透過這個學程去發展自己的實務經
驗，並縮短與企業接軌的時間，因為鼎新電腦
提供的教育訓練制度很完善，從一開始企業系
統模組課程訓練，近期與資深人員進行實務演
練，能透過實務了解顧客的需求後，運用系統
協助客戶規劃。在整個訓練的過程中，他們不

斷地強調要自己發想問題，每個問題至
少要有 3 個應對方案，雖然和學校所學

有落差，但也讓工作充滿挑戰，在每
個階段會盡力提升自己能力，來應對

實習現場的狀況。
　感謝鼎新電腦公司主管們
的指導，更謝謝母校進行產
學合作策略聯盟，讓我們透
過這樣的方式能有舞台以發
揮所學，讓淡江的學生們，
畢業即就業。

項目，提供學生應用所學教授華語。英業達將
與英文系共同優化「Dr.eye」翻譯軟體產品，
並即將合作推出線上英語診療室服務。
前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戴萬欽

　國際學院的產學合作內容，主要是促進臺灣
對外關係為主，因此海外與日本商界合作，國
內則與民間基金會協助資料庫服務，另還有學
分實習課程授課的產學服務。
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

　教育學院主要是以文教服務、諮商系統、產
業合作的三大主軸，並與基金會、政府機關和

文教單位進行產學合作，

共同推動業界實習、暑期實習和短期參訪等相
關內容。
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

　觀光系是本院產學合作主要實施學系，現與
國內 5 家飯店和旅遊業者合作，以企業參訪、
業師授課、企業實習等，希望及早讓學生進入
職場的營運環境。
體育事務處體育長蕭淑芬

　本校並非體育學校，但藉課程安排讓學生有
更多的發展，因此體育處產學合作與蓋亞冒險
學校等合作，希望透過企業參訪和活動交流，
讓學生有更多機會認識體育職場內容。

　編者按：上月 21 日，本校與近 2 百企業
齊聚，同時簽訂產學合作協議書，藉由雙
向合作以縮小學用差距。本校創校 64 周年
以來，海內外共有 24 萬校友，教學單位依
據各院系所特色，與各界企業進行產學合
作。本社特別針對產學合作特色與企業攜
手之用心，進行專題採編。（文字／周雨
萱、王心妤、蔡晉宇、陳怡如、鄭文媛、
莊博鈞、李蕙如、黃怡玲、攝影／鄧翔、
吳國禎、盧逸峰、黃國恩、吳重毅、黃雨柔）

To be known in the world

企業讚譽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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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學特色合作 創發價值

2百企業共襄盛舉同心創雙贏

產學實習人生大不同

產學合作記者會側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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