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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個廿一世紀
成功的淡江人
創辦人 張建邦

打自你們四年前來到淡江，無論是在臺北
淡水的五虎崗，或是在蘭陽礁溪的林美山，
都同樣接受淡江的「三環」（專業課程、通
識課程、課外活動課程），「五育」（德、
智、體、群、美），以及三化（國際化、資
訊化、未來化）的全人教育，為的是要以四
年光陰來錘鍊培育你們成為具有心靈卓越的
淡江人。
前哈佛大學校長德瑞克‧伯克（Derek
Bok）在其《大學教了沒？》一書中提出大學
廿一世紀八個重要教育目標，也即是要培養
學生：1.在寫作和口語方面的表達能力、2.獨
立思考與分辨是非的能力、3.道德推理能力、
4.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5.適應多元化生活的
能力、6.迎接全球化社會的能力、7.開拓廣泛
的興趣、8.進入職場就業的能力，其目標除
了幫助學生獲得專業知識外，還陶冶學生具

備應付未來挑戰的能耐，這與淡江推行三環五
育及三化的教育內涵不謀而合。淡江據此也規
劃出八項培育學生的素養：1.全球視野、2.資訊
運用、3.洞悉未來、4.品德倫理、5.獨立思考、
6.樂活健康、7.團隊合作、8.美學涵養。與伯克
校長所倡導規劃的八個課題實大同小異，確有
異曲同工之妙。
兩校在這廿一世紀高等教育的目標與課程的
設定與規劃上，皆以你們學生為本。學校要能
在四年之內讓你們學得以上八項素養，充實你
們的知識，鍛鍊應付廿一世紀全球化、資訊化
的生活技能，成為跟得上時代，符合社會、國
家需求的人才。
四年過去了，我在這裡要問：你們在淡江學
到了沒？
值此鳳凰花開時節，你們即將結束四年來的
修鍊，轉進到你們人生旅程中另一個起點。我

確信你們已經養成了恢宏的國際觀和遠大的未
來觀，具備了高超運用資訊的技能。你們個個
品德高尚，樂觀進取，不畏艱難，不怕失敗，
學會了創新，謹守團隊合作的精神，把你們在
淡江所學到知識技能以及為人處世的道理帶到
社會上，進入職場裡，善盡世界公民的職責。
為社會、國家以及這整個世界奉獻你們的心
力，造福人群！
驪歌即將響起，離別就在今朝，從此天涯海
角任你翺翔，但是無論你們身在何處，遭遇了
多麼重大的困難和挫折，都不要灰心喪志，請
一定要記得淡江「樸實剛毅」的校訓！請不要
忘記我對你們的期望「立足淡江，放眼世界，
掌握資訊，開創未來」！
祝福你們，我親愛的淡江人，鵬程萬里！事
業順利！家庭幸福！
願你們都能做一個廿一世紀成功的淡江人！

淡江世界村
萬里鷹飛颺

開展行動願景雙翼
鷹飛萬里點亮世界

校長 張家宜

本校1950年以英語專科創校，創辦人張建邦
博士高瞻遠矚，以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三
化奠定辦學基石，歷任校長與時俱進賡續理
念，至今卓然有成，承啟「立足淡江、放眼世
界、掌握資訊、開創未來」。
自1968年起陸續與國外各大學簽訂學術合作
協議；1990年開始招收境外生，1993年積極推
動大三學生出國留學計畫；2003年設置國貿英
語專班；2005年成立以英語授課的蘭陽校園；
2007年設立專司國際交流及事務的副校長；
2008年進行全校英語課程改革；2011年因應教
育部政策，招收大陸學位生，2015年榮獲教育
部大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成為
國際化典範學校，逐步朝向具備世界觀、移動
力的前瞻性大學邁進。
為了全面啟動同學未來就業發展，校內師長
卯足全力爭取資源。年初，會計學系交出漂亮
成績單，成為全臺第一所獲得全球最大專業團
體--澳洲會計師公會（CPA Australia）認證的

學系，此舉不單是訓練同學取得跨國證照的路
徑，更是培育國際商務菁英的實戰力。此外，
淡江的國際化特點，也吸引日本姊妹校東京外
國語大學在本校設置日本研究及日本語教學據
點「Global Japan Office」。均是考量人才流動
及知識整合，以因應全球化競爭而準備。
相信同學對三環五育的教育內涵，耳孰能
詳。寄望當距離界限消失，知識仍可穿越時空
學習，在八大基本素養的薰陶下，鍛鍊同學
融會貫通的基本功。步出校園後，依然擁有
「全球面向」的觀點及帶得走的能力。如同獲
頒「世界留臺校友聯誼總會傑出校友」的國貿
系畢業校友印尼僑生呂世典，在大學中學會判
斷能力和獨立思考，讓他經營事業有成，以印
尼鋅板大王著稱。臺灣第一位獲選Google未來
學院「奇點大學」學生的資傳系葛如鈞校友，
肯定學校多元課程對他的影響。大傳系校友曹
世綸自大學時期就投入整合性專業行銷，奠定
成為國際半導體產業臺灣暨東南亞區總裁的基

礎。建築系校友莊智超在校期間受國際化、資
訊化耳濡目染下，並接觸未來學課程及活動，
不但得以在麻省理工學院（MIT）深造，更創
立IOH網路公益平台，讓世界看見臺灣。
欣喜本校18年來一直蟬聯企業最愛的私校榜
首。馬克‧吐溫說：「領先的訣竅是展開行
動。」由於大多數的人，總是停留在「想」
的階段，成功的人是起而行，勇於突破困
境，找出驅策的動力，全力以赴。誠如南非
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所言：「有行動沒願景只是消磨
時間，有願景沒行動只是做白日夢，但願景
與行動俱在可以改變世界。（Action without
vision is only passing time, vision without action
is merely day dreaming, but vision with action can
change the world.）
謹代表全校師長、同學，誠摯祝福各位，開
展兼具願景與行動的翅膀，鷹飛萬里，點亮世
界，築夢踏實！

戰略碩二何怡芳

物理四林昊瀛

中文四黃怡玲

歷史四林永靖

中文四盧逸峰

為父圓留臺夢開拓亞洲視野

體育代表凝聚團隊為校奪金

創社實踐農民關懷服務

語障生拚日檢三級過關

按20萬次快門換26000個讚

我的父親，宏都拉斯共和國總統葉南德茲，
當初因生涯規劃忍痛放棄留學臺灣的夢想，卻
由我接棒夢想並完成碩士學位，這是父親認為
收到最棒的生日禮物。我在宏國主修法律，對
國際事務有高度興趣，加上淡江戰略所歷史悠
久且聞名國際，因此來校就學。
國際化的校園氛圍，不但能結交許多好友並
深化文化交流，如境輔組舉辦端午節、聖誕
節、感恩節等各式節慶活動、所上師長不定期
聚會了解學業生活和適應情形，而課堂上看到
同學們展現積極度，為了自己夢想而努力爭取
表現，讓我深受感動。這些年的校園生活，讓
我收穫很多且時時感受到家的親切和溫暖；當
然，最開心的是中文程度進步許多，也成了每
次出門都必備傘具的道地「淡江人」。
除校園生活外，非常享受在臺灣各地的小旅
行，我曾走訪高雄、臺中、苗栗、綠島等地，
體驗各地的風土人情，也曾到淡江附近的白沙
灣衝浪。臺灣濃厚人情味與我的熱情性格相
符，我總喜歡和大家打招呼，喜歡和店家建立
熟悉的情誼，喜歡他們對我說：「好久不見，
你又來了。」如同老朋友般的問候話語。
當然，在臺灣生活中也曾感到挫折和驚奇，
如不習慣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時常搭錯站或是
在車上睡著、路上機車多到讓我驚訝等。這些
日常生活點滴都能激發我的想像力，我在臺灣
的經驗中，獲得很大的啟示，就是「There is
always a way out.」，從生活中的洞悉觀察，以
發掘出各種創意和應變能力。

對我來說，臺灣是我第二個家，感謝父親鼓
勵我留學臺灣以體驗獨立自主；感謝淡江，在
這學習與交流經驗裡開拓我的亞洲視野，學成
後希望能在阿根廷或智利從事經貿工作，將運
用西文、英文、中文的語言優勢來貢獻己長。
同時，我建議可多開設多元的全英語課程。
「Everything will come in its time.」感謝臺
灣，在這兩年中，我發現只要拿出勇氣並不要
害怕失敗，就可以面對任何挑戰。鼓勵大家，
放手去做就對了！（文／姬雅瑄整理、攝影／
吳國禎）

很高興能獲選本屆的體育代表，感謝陪著我
一起成長的夥伴們，謝謝父母親自小五起的支
持，讓我認識桌球並愛上這項迷人的運動。來
到淡江遇到志同道合的夥伴，開啟我們「樂活
健康」之路。
參與桌球校隊這些年中，教練都以引導方式
帶領我們，同儕間也彼此尊重並且向技巧厲害
的夥伴學習，大家都熱愛桌球且彼此扶持。桌
球是項節奏很快、專注力強的運動，平日要多
加練習才有機會接下對手的每一顆球。我自己
會找時間重訓鍛鍊並加強練習專注度，每次賽
前，大家都會重新檢視以往的比賽過程並互相
討論，希望能獲得好成績。今年的全大運就是
我們發揮團隊精神的最好表現，經過無數場比
賽經驗的累積，才能在這幾場廝殺中突破重
圍，在一般男子組桌球雙打賽、桌球團體賽雙
雙拿下佳績，把金牌帶回淡江。
當然，平常還是要兼顧學業，雖因為校隊練
習而減少與班上同學相處的時間，感謝大家的
體諒與關照。遇到瓶頸時就試著讓自己放空，
思考來淡江的初衷，只要做好自己該完成的事
情，儘管遇到困難都能迎刃而解。而大家互相
鼓勵彼此打氣，是我們的提振士氣的來源，我
們也從日常生活的休閒娛樂中建立彼此的默
契，讓彼此有繼續衝下去的拼勁，為校爭光。
畢業前最大心願就是要提升學弟妹的士氣，
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所以只要有時間就會以
實際行動來陪伴學弟妹練習，希望藉由自發性
訓練讓大家知道，桌球校隊對他們的意義和成

就，儘管我們並非職業選手，但仍在意比賽成
果，我想分享的是，「比賽總有輸贏但只要努
力就一定有收穫！」我可以很肯定的說，「如
果我這四年把桌球校隊抽離，必定會空出一大
缺口，大學生活就會不美好。」感謝淡江，提
供好的場地給我們練習，更遇到好夥伴。淡江
桌球校隊的收穫，並非只是一面的團隊金牌，
而是桌球校隊的傳承，以及無形的運動家精
神，希望學弟妹們能把這樣的精神接力傳遞下
去。（文／曹雅涵整理、攝影／吳重毅）

「玩社團」與「做服務」，是我在淡江最快
樂的兩件事，也是豐沛我將來人生行囊最重要
的資產。
我的家鄉在苗栗，大學在淡江唸書，最親的
爺爺奶奶都在老家種田，所以關心人才流失、
外來種入侵等農地議題，對我來說好像反哺那
般自然。升大三的暑假籌組「四海遊農」服務
隊，號召在地青年，以環島方式拜訪各地農
家，透過有機堆肥、人力除草等農活，企圖一
同喚醒臺灣學子的土地意識，那時的滿腔熱
血，卻在進行一半時被澆了一大桶冷水：「如
果你沒有任何技術就跑去，農家還得花心思教
你，這樣的服務反而成了負擔。」我才頓悟，
服務的核心價值應是先看見他人的需求。計畫
結束，我創立城市農夫社，跟著學員一起從實
作課程與知識傳授雙管齊下，從學習中更懂得
感恩，因為我明白，唯有當我真正彎下腰，拔
除田中的雜草，才會知道每一粒米的珍貴。
「志願服務是在別人的需要中看見自己的責
任。」對我來說，每一次的服務都會成為下一
次服務滋長的養分，我慶幸自己看見土地問題
時沒有花時間等待，而是選擇實踐。
淡江社團蓬勃發展，更從100學年度實施社
團學分化，每學年都有新社團成立，因此要從
200多個社團中脫穎而出，向大家宣傳相對陌生
的土地保護議題，簡直像是開墾荒漠。草創時
面臨的幹部人手調度捉襟見肘、招生困難等挑
戰接踵而至，但身為領頭的拓荒者，除了一肩
扛起，最重要的是，就是當個不慌亂的社團負

德文四黃彥棻

英文四張航敏

輔修就業學程產學接軌加分

首屆陸生祝福滿載赴美深造

悄悄紅上枝頭的鳳凰花，提醒我和大學校園
說再見的時候到了。對未來充滿憧憬之餘，不
免令人感嘆在淡江的時光竟是如此之快！
有別於一般同學是高中畢業考大學的背景，
我是從五專畢後透過轉學考進入本校就讀大二
的。猶記當時決定要念大學，心中有個很清楚
的信念：「我一定要比別人更具競爭力！」讓
我明白地知道自己在大學想要的是什麼。比起
周遭許多同學對未來仍感茫然，我覺得自己相
對是幸運的，且具有目標前進。
為實踐自己的信念，我不僅專注修習德文本
系的語文能力，還選擇財金系做為雙主修的學
系，希望充實自己在財務金融領域的專業知
識。德文系豐碩的專業課程、財金系扎實的理
論與實務運算，加上得補齊大一學分，讓身為
轉學生的我，課表滿滿地排到夜間時段，直到
畢業前夕的這學期仍是如此。

初初接觸財金系財務管理課程時，艱澀內容
讓我印象深刻，幾乎所有的假日都在圖書館反
覆練習！而這些苦澀的挑戰過程，在此刻，卻
都成為我曾經努力過、最踏實的一段回憶。我
想，自己會很懷念在學校圖書館度過的時光。
參加鼎新電腦公司與本校合作推動的「資訊
應用就業學分學程」，更是影響我相當深刻的
決定。我因此獲得了進入鼎新電腦實習的機
會，未來也很有可能在該公司服務。在業界實
習時，發覺在學校打下的會計、財管等基礎課
程都派上用場了，真慶幸自己有好好地學習這
些專業知識。
回顧這3年，淡江給了我看世界的寬廣視域，
也讓我了解到很多事情涉及的層面很廣，就好
像有好幾條線拉著，慢慢地在變化。大學畢
業，代表著屬於我的另一趟旅程即將開始，這
一次我選擇用過去所累積的養分投入職場，嘗

試所有的可能。儘管對未來，我也有一些些不
確定，但我仍期待著將來的每一個挑戰。謝謝
在淡江的每一天！（文／蔡晉宇整理、攝影／
吳國禎）

「好熱！」是我對淡江的第一印象，對這陌
生環境感到無助害怕，然而，淡江師生如同艷
陽般熱情，提供課業與學業上適切的協助，讓
我這位首屆來臺陸生，得到豐碩的成果。
第一次離家來臺選擇淡江，是因為外界評價
為「企業最愛用的私校」，加上對外語很有興
趣，因而就讀英文系。猶記大一青澀的我，深
受多元且豐富社團吸引，加入童軍團、溜冰
社、學生會等社團活動，展開精彩社團生活並
嘗試不同的新鮮事。在社團裡，學習到組織內
部的管理運作、活動執行與企劃，以及如何與
人溝通合作，讓原本被動害羞的我，嘗試主動
與人攀談交流。教育學風自由和國際化校園氛
圍，讓我能輕鬆愉快地學習課業。而最常和同
學結伴到圖書館，圖書館藏書豐富且電子和影
音資料庫齊全，幫助我進行深度學習。
因夢想是擔任老師，大三時便以著有「南方

畢業生服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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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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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佛」之稱的美國范德堡大學為
目標，替未來繼續深造做周詳的
規劃：平日專精課業學習外，並
著手準備托福、GRE英文證照
考、申請資料等；申請過程中感
謝師長的支持及同學的鼓勵，尤
其是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講師
包俊傑協助推薦信、資料準備
等，讓我能在畢業前夕接獲該校
英語教育碩士的錄取通知。這一
切的一切，除了感謝還是感謝。
雖離開父母保護的羽翼，但在多采多姿的大
學生涯中，孕育我人生最關鍵的階段，更是培
育夢想的搖籃並使成長茁壯，讓我蛻變成獨立
解決問題的女生並邁入下個階段。感謝淡江為
我譜出絢麗豐富的大學生活，與朋友遊歷在這
優美的校園環境中、師長們諄諄教誨和悉心照

責人，勇於開拓社團視野。每當煩悶和疲倦之
時，蛋捲廣場的星空是我的安慰，坐在那兒細
數著璀璨的星星，數著倒也不覺得累了。
另外，大二那年，加入淡江時報擔任文字記
者，是讓我的視野變得開闊的起點，因採訪結
識不同領域的傑出校友或是同儕，傾聽他們的
故事，透過學生記者的職責，發現自己說故事
的潛能，兩年來，我看見文字力量的巨大，將
感動的溫度傳遞到人的內心。在此，鼓勵學弟
妹努力尋找你的天賦並發揮，讓天賦發光發熱
吧！（文／卓琦整理、攝影／吳國禎）

畢業生問卷調查：http://www.fl.tku.
edu.tw/question/20120522.asp

教育部及母校為瞭解您畢業後概況及對學校
教學、就業輔導及服務等校務概況的滿意度，
將特別進行畢業當年及畢業後1、3、5年問卷調
查。畢業後1年調查問卷由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
處負責規畫，再委請統計調查研究中心進行問
卷寄發、催收、統計分析與撰寫報告等事宜。
畢業當年及畢業後3、5年將配合教育部問卷，
由各系所聯絡所屬學生，問卷結果將作為教育
部進行教育政策研議與分析及學校辦理教學改
進、服務追蹤、資訊交流及未來校友服務之參
考。

資工系系學會副會長

資工二林鈺程

恭喜各位學長姊順利畢業，畢業不是學習的
結束，而是另一個嶄新的開始。願你們帶著我
們的祝福，築夢踏實，勇敢追夢。

港澳會會長

資圖二甘美詩

每年到了夏天，都是令人難分難捨的時候，
學長姊們就要畢業、踏進社會了，祝福學長姊
們無論遇到任何難關都能一一解決。我非常感
謝港澳地區的學長姊對我們的照顧與關懷，讓
我們在臺灣的生活可以過得順利，祝你們畢業
快樂，學成之喜！

宜蘭校友會會長

運管二饒育誠

祝學長姊畢業快樂，就算邁入社會，也不要
忘記淡江曾經陪伴你的一切，未來的一切一定
會很順利很美好的。莫忘初衷，祝福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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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系系學會前會長

中文三蔡易修

祝福學長姊們畢業後，朝著目標前行，築夢
踏實。於迷途中能尋到燈塔、逆境再起；於順
境中虛懷若谷、更上一層樓。希望學長姊畢業
後能學以致用，開心過每一天。邁向嶄新的未
來！竭盡所能，締造遠景。

國企系系學會會長

國企三許元誠

還記得初次踏入大學的青澀嗎？第一次戀
愛、第一次夜唱、第一次夜衝……許許多多的
第一次，都將成為你們最美的回憶。4年中有
太多的故事與感動。酸甜苦辣、歡笑淚水，如
今，你們即將要畢業了！另一段冒險旅行即將
啟程，希望你們帶著我們的祝福，勇敢的向未
來昂首闊步，莫忘初衷、勇敢飛翔。

數學系系學會會長

數學二洪如信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的表現，張閎霖表示，林永靖平日細心負責，
具備良好工作態度；鄭景仁則認為，他克服困
難，在課業上積極努力學習令人感動。）
我希望能進入捷運局從事日語服務，協助日
籍遊客，現在正積極準備。在畢業前夕，想以
自己的語障經歷告訴學弟妹們，尤其是身障
生，即使在未來路上會比他人辛苦，但換個角
度想，或許是老天爺給我更多可進步的機會；
更重要的是，要堅持自己夢想，記住，「障
礙，永遠不是夢想旅途中的阻礙。」（文／李
昱萱整理、攝影／張令宜）

若一定要給大學生活做紀錄，我會說在這
1000多個日子裡，我借閱1400本書，按下20萬
次相機快門，校園大小事的社群分享共2萬6千
個讚。這些記錄都伴隨我在淡江的成長點滴。
除中文系課業外，還擔任過中文系學會會
長、文學院議會議員、與朋友創辦中文系系刊
《拾幾頁》、參加過微光現代詩社、新聞研習
社等社團，更從大一擔任淡江時報學生記者至
今，從事校園新聞採訪寫作、專題寫作、新聞
攝影等任務。
很多人好奇我是如何在有限的時間，保持和
完成這麼多興趣。其實我並沒有天賦異稟的能
力，只是每次都用100%的心力投入而已，每天
早上醒來，我會在腦海中預想該完成事務後，
再規畫詳細步驟並一步步去完成。我最不能忍
受的就是虛度光陰。我平時很喜歡閱讀，愛逛
書店，旅行時也總不忘去當地圖書館走走，對
各門各類的書都有廣泛興趣，包括各國史地、
攝影、語言學習、日本小說等，我向來遵循歐
陽修的「枕上、馬上、廁上」三上讀書法則；
平時總把書本帶在身邊，一有閒暇便隨時閱
讀，有時出國旅行帶上七、八本書也是常事。
我習慣善用時間，吃飯、坐公車、搭捷運等交
通途中等，都是用來讀書的好機會，睡前更是
每天例行的閱讀時光。
由於自小就有媒體夢，所以喜歡觀察，喜歡
記錄，喜歡分享傳遞新知，在如願加入淡江時
報後，新聞撰寫和攝影能力越發得到鍛鍊，洞
察力也更加敏銳。我喜歡以不同角度觀察每日

經過的校園，記錄校園中發生的事物，如暴雨
時克難坡瀑布奇景、老樹砍伐前的最後時光、
聖誕節慶燈光裝飾等，透過報導和社群網站分
享，引起大家對校園的關注與共鳴。
畢業後，我將在本校亞洲所繼續深造，在此
勉勵學弟妹，希望除了在課堂上努力汲取理論
知識外，也能找到自己的興趣愛好，傾注時間
經營以累積人生的厚度與廣度，留下獨屬自己
的紀錄。（文／盧一彎整理、攝影／吳重毅）

重溫那四年的美好記憶
7千生同登克難坡

顧指引我前進的方向、知名淡江美食等都會成
為我生命中重要的篇章。鼓勵在校生要好好把
握大學四年，充實自己的學識，「不要自我設
限，想要就勇敢爭取！」祝大家畢業快樂，希
望畢業後大家能每年聚首關心彼此近況。（文
／陳羿郿整理、攝影／張令宜）

學弟妹打卡送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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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是歷史四林永靖。」這句對別人
而言，是流利說出口的句子，對我來說卻需耗
費許多氣力才能完整地表達。儘管患有先天性
語言障礙，憑著對日本動畫的興趣，讓我投入
日文學習領域，大一時我選擇日文為外語課
程、大二輔系日文，雖然受限於機能問題，無
法以正常的速度流暢地表達，但受到語言復健
師的指導，並靠著多聽、多講、反覆練習等自
我努力，現在已經通過日檢N3考試。
在學習日文的過程中，由於日文跟中文的連
音差異極大，常遇到困難挫折，但我不斷地告
訴自己：「既然做了，就要把它做好！」所
以，我把握上下學的兩小時通勤時間，從密密
麻麻的筆記中開始背誦，從初階的五十音、進
步到單字、句子段落、會話等學習。除了日文
的學習，在主修學系科目中，我會整理課堂重
點筆記，課後再安排讀書時間、重點整理、讀
通熟記內容，並盡力讓自己保持在班上的前三
名，因為「持之以恆和堅持」是我讀書學習中
最關鍵的秘密。
去年暑假，很榮幸獲得視障資源中心推薦，
入選「台積電身心障礙學生職場體驗暨校園工
讀計畫」，協助視障資源中心進行日文學習教
材翻譯和校對工作，並將教材交由專業人員製
作點字版教材，以供全國大專校院視障學生學
習日文之用。這份工讀對我來說意義非凡，除
了貢獻己力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之外，本校視障
資源中心給予的建議及協助，是我們充滿能量
的溫暖後盾。（盲資中心的輔導老師們肯定他

文／林妍君、馬雪芬整理

祝福所有即將畢業的學長姊們未來順遂平
安，找到好的工作和屬於自己想走的領域，好
好打拼，成為有成就的人。畢業是另一個開
始，你們將有嶄新的未來，歡迎你們再回來母
校給我們鼓勵打氣，或是分享所學與經驗。

還記得剛成為大學新鮮人的第一天嗎？師長
帶領大家爬
上132階的
克難坡，這
是身為淡江
人必經的挑
戰 ， 更 是
一種具有歷
史意義的傳承。中文四甘家銘回想起當時的情
景：「記得爬的時候天氣炎熱，汗如雨下，但
現在回想起來，卻是特別難忘的記憶。」

社團學分化2011年上路

大學必修3學分，課業、社團及愛情！記得與
社團夥伴們一起
熱血的辦活動、
熬夜在社團辦公
室準備評鑑的日
子嗎？時間會過
去，但一起努力
的回憶不會被抹滅。數學四林思婷說，「我曾
擔任過社團實作課程的助教，覺得不只可以在
課堂中跟同學相處，還可以在各方面展現熱
情，鼓勵學弟妹的社團參與度。」

首屆陸生2011年跨海加入淡江

轉眼間已到鳳凰花開的時節，人生之旅途因
各位學長姊而耀眼奪目！畢業不是一種結束，
而是邁入人生新的歷程。祝福各位都能實踐理
想，隨著時間巨輪的流轉，也許理想會慢慢被
現實消磨殆盡，熱切地希望各位莫忘初衷。

來自大陸的同學們，還記得對臺灣的第一印
象嗎？是臺灣人很熱情或是生活步調較慢還是
用字遣詞不同呢？4年時間已眨眼過去，淡江是
否已經成為你們第二個家呢？身為首屆大陸學
籍生大傳四羅靚回憶，「剛到臺灣時真的很想
家，幸虧有熱情的同學們，才可以快速的融入
臺灣。最難忘的畢業製作《共食》也讓我更了
解臺灣的傳統文化。」

政經系系學會會長

年度吸睛活動 聯合文化週、建鬼

管科系系學會會長

管科二林瑜禎

政經一楊鈞鈞

很高興認識學長姊，身為你們的學弟妹真幸
福，在系學會你們教我很多，雖然相處的時間
很短，但卻像家人，謝謝你們，祝畢業快樂！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每年春天，聯合文化週總在海報街舉辦為期5
天的美食饗宴，彷彿是場大型園遊會，並在黑
天鵝展示廳上演精彩的靜態展！俄文四簡如郡

表示，「文化週是4年不可或缺的回憶，不僅讓
我們認識到臺灣各地文化！連在當地才可買到
的美食，在這文化週通通可以品嘗！」
建築系舉辦的建鬼在大學4年中一定要參加
一次！牆壁上的血手印總讓人不敢向前進，深
怕在那黑暗的角落會伸出一隻手把自己拉進深
淵。土木四徐任筌回想，「在全黑的電腦教室
中，螢幕同時播放驚悚畫面。注意螢幕時，還
要擔心身邊會突然出現鬼，過程相當驚心。」

3百人合唱島嶼天光

淡江重現太陽花學運歌曲「島嶼天光」，超
過3百位同學高舉著太陽花合唱：「天色漸漸
光，咱就
大聲來唱
著歌」，
唱出淡江
學子對社
會議題的
關切。法
文四何佩津說：「那時學生組織自主在驚聲廣
場舉辦系列講座，邀請教授與同學們共同討論
民主自由等議題，讓我深深感受到淡江的自由
學風。」

蘭陽紹謨紀念活動中心啟用

在蘭陽校園這片美麗的土地上，興建歷時4
年的紹謨紀念活動中心在2014年暑假啟用，給
師生們帶
來更多元
的活動空
間。觀光
四莊智瑜
表 示 ，
「我們不用跑去戶外的球場，下雨天也可以打
球，十分方便，24小時開放的空間，讓社團夥
伴們能夠善加利用場地進行活動。」

淡江國際龍舟隊成軍

2014年由本校22位境外生及臺灣學生共同組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成的淡江國際龍舟隊，曾參加新北市貢寮澳底
漁港划龍舟比賽，更出征全臺唯一遵循古禮舉
行祭典的北投屈原宮所舉辦的划龍舟比賽！來
自薩爾瓦多的國企四蕭瑞玲表示，「那次划龍
舟是很有趣的經歷，我至今深深記得，也讓我
們境外生更加體會到臺灣傳統民俗文化。」

「忘春瘋」停辦一年後復辦

曾於2013停辦的「忘春瘋」校園演唱會，隔
一年又再度復辦舉行第八屆「忘春瘋」演唱
會！演唱會開始前，大排長龍之盛況就已出現
在學生活動中心門外，演唱會特別邀請西語系
校友盧廣仲演唱。物理四許晉榕分享，「廣仲
是我們的校友，再加上很喜歡他聲音的穿透
力，所以我也在排隊行列中，好high！」

淡江時報電子書上架

淡江時報於102學年度為新生製作新生特刊電
子書《淡江富翁傳奇》，邀請校長張家宜錄製
影音互動APP，讓新生們能過透過情境更加認
識淡江校園！公行四蘇靖雅認為，「比起文字
上的呈現，電子書有趣又動感的用動態影像帶
我更認識自己的校園！甚至也讓別校的朋友立
即認識自己的學校，活躍的電子報帶來了即時
的便利性！」

產學無縫接軌

2014年7月21
日，近200家企業
出席「淡江大學產
學聯盟協議書簽約
典禮」，共創學
生、學校、企業三
贏局面。透過教學、研究與產業結合，並媒介
學生參與企業參訪、落實實習與就業學分學程
的推動，強化本校卓越的競爭力。參與就業學
分學程的財金四鄧孟瑄說：「真的好感謝學校
推動就業學分學程，讓我能貼近業界，為將來
提前做準備。」

學生會選舉陸生首度參選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文／王心妤、蔡晉宇、周雨萱整理
攝影／羅廣群、林俊耀、吳國禎、盧逸峰

第二十屆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首見陸生同
學投入參選。雖然選舉過程中有些小插曲，卻
因此讓學生會組織章程、相關法律制定更加完
善。並展現淡江自由開放的學風，任何意見在
校園內，皆有發聲、理性討論的空間。此事件
為同學上了一堂最真實的學生自治課。中文四
王尉任表示：「正因為現行制度不完美，所以
才更應該要大家一起關心，這樣的事件讓我因
此對學生會有所關注。」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圍籬彩繪

「磚落砌起、淡江記憶，守謙中心、牽手彩
繪！」西洋劍社、創意造型氣球社、臺南校友
會等逾30個社團，2014年10月底一同在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預定地，以校園代表性建築物、
淡江大事紀為藍圖，為圍籬彩繪上色，讓校
園增添更
多色彩與
生氣。參
與彩繪的
烏克麗麗
社教科四
蘇姿卉表
示：「看到粉刷過後繽紛的圍籬，覺得很有成
就感，校園也因此變得更美了。」

五虎崗綜合球場2014年校慶啟用

學生運動空間不打折！因應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的興建而擴建的五虎崗綜合球場，採用國際
最先進專業的SPORT COURT拼裝地板，且使
用MLB美國職棒大聯盟場地使用的MUSCO燈
光照明設備。土木四高至良表示：「新球場品
質不輸專業體育館，打球的感覺很舒服。」

TKU Hoodies Day

還記得2015年1月那天中午，近百人穿著紅或
藍色的學校帽T，在蛋捲廣場一起合影的盛大
景況嗎？曾參與團拍的統計四黃珊表示，「我
覺得這個活動讓我對淡江更有認同感、歸屬
感，朋友相揪參加的感覺真的很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