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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06學年度蘭陽校園畢業生致詞代表，也是青出於蘭
傑出獎得主。大學期間曾經到印度擔任國際志工，參與系
上的全球服務學習計畫（GSIP）至印尼和緬甸實習，大三
代表淡江大學至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交換一年，大二期間也
擔任蘭翔擊劍社社長及政經系學會副會長。
　大學四年的教育對我來說是一個認識自我和探索世界的
重要途徑。還記得大三出國到法國交換的那年，一開始法
文老師點名時，都會誤把我的名字發音成「李智障」，雖
然哭笑不得，但為了出席率，只好乖乖地承認。有一次，
我終於鼓起了勇氣，用破爛的法文和老師說：「可以叫我
的英文名字Brian就好。」他給了一個疑惑的眼神，想了三
秒，最終還是拒絕我的提議。
　這個經驗讓我反覆思考了許久，為何有個簡單的選項讓
他選擇，老師卻堅持叫我的中文原名？在學期末，更深入
了解法國文化後，終於悟出原因──尊重。尊重每個文化
就如同期望他人尊重法國文化一樣，每個個體也都擁有表
現自我的權利。而我不禁把問題帶向自己：我有充分的尊
重自己生長地的文化嗎？而又了解自己多少？
　經過這四年，我深深體會到大學教育像是一段自我探索
的旅程。從大一，學校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找尋自我的喜
好； 大二擔任社團幹部，在與人的互動中發現自己的性

格 ， 不 只
是從團體中
「獲得」些
什麼，慢慢
也懂得「付
出 」 ； 大
三，蘭陽校
園的每位學
生都必須出
國，在這一
年有再多的
困難，我們
都 鼓 起 勇
氣、挺身而過；最後大四回到了校園，無論是飯店實習、
海外實習或畢業專題、深耕宜蘭……等等的經歷都讓我們
體會到，原來我們的潛能比想像中多更多！
　由於住宿學院的關係，整個校園的師生感情都十分緊密
融洽。這份濃厚的情誼成了強而有力的後盾，使我們走出
校園時，不畏懼各種挑戰。最後，我也將永遠珍惜身旁的
革命夥伴，一同為大學生涯填滿絢爛的每一頁！（文／李
智祥，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我樂於上台表達
自己，小學到高中
經常參加校內外語
文競賽、客語演說
或朗讀組，都拿下
好 成 績 ， 因 此 我
從不懼怕上台面對
群 眾 。 我 曾 參 加
「2014淡江大學第
一 屆 世 界 青 年 論
壇」、「2016淡江
大學第三屆世界青

年領袖論壇」，也曾代表淡江大學赴德國參與「G20國際
青年領袖論壇」、「G200國際青年領袖論壇」，於論壇中
發表世界政經主題相關的專題論文，這些經歷培養我的自
信心，除了訓練自信與台風之外，能夠流利地說出不同語
言也讓我產生成就感。
　為了能夠寫出一張漂亮的履歷，我積極發掘外語以外的
興趣，對於國際政治、法律均有涉獵，也因此於2016年申

請「教育部跨國人才培育計畫」一年期公費研究計劃，成
功獲選就讀德國杜賓根大學法學院。在德國，我發現德國
的學生求知欲旺盛，他們十分喜愛閱讀，並且與臺灣有著
文化差異，他們無論進修唸書、實習或就業與否，都不被
父母干涉，他們擁有自我主見，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我想勉勵學弟妹，不論學習什麼專業，都必須有自己的
思考、及有對某項議題發表看法的能力，否則永遠被牽著
鼻子走。如何適當表達自己的想法更是重要，安靜的坐在
位置上永遠不會被注意到！對於就讀德文系的我來說，語
言是一項工具，優秀的外語能力是我的優勢，結合其他專
業能力便能成為企業所需的人才。
　畢業在即，感激老師們的重視，樂意花時間與資源協助
撰寫推薦函、修正小論文、履歷表等等。最感謝我的爸爸
付出許多心力資助我出國，並從旁一路支持、鼓勵我，如
果沒有他就無法成就現在的我。
　我們處在一個不斷競爭的世代，如果不繼續學習，就會
失去我在職場的影響力，因此畢業之後，我仍然會努力
補足自己所缺少的能力。（文／丁孟暄整理，攝影／吳冠
樑）

▓校長 張家宜
交織淡江人網絡 環繞地球村高飛

　淡江建校至今逾25萬校友，隨著學校發展而不斷增加人數，是年年增
值的寶貴資產。從歷年媒體調查的「企業最愛大學生」成績，21載連霸
私校第一， 9大能力指標中有8項高居冠軍，意味淡江人在三環五育的
訓練之下，兼具能力與態度。倘若能團結手牽手展臂圍繞，在具規模的
校友組織中，交織不同年代的廣闊人際網絡，更能青雲直上，拉近擁抱
世界的距離。
　一磚一瓦齊心打造的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啟用，承接締造再現宮燈傳奇
的一大步，每間會議室公開認捐命名，蘊含校友、系所，甚至推展至家
族親人的濃厚情誼。其座落於五虎崗，駐足眺望觀音山無盡天際，近觀
紅牆碧瓦校舍起點，新舊對望，承啟里程碑的延續線，將淡江人的國際
化胸懷，展現於會議、論壇之間。大樓1樓開放空間，原是同學溜冰的
回憶，昇華具傳承的同舟廣場，紀錄社團歷史、淡江文化，也提升社團
人社會行走的空間。
　樂見淡江特色，隨著各位如鵬鳥高飛，在職場各個領域中發光發熱。
大傳系畢業校友蔡炅樵引領地方創生，創立溼地保育的「洲南鹽場」，
他感謝學校啟蒙關注社會文化的情懷，即便獲得國家環境教育獎優等，

仍不放棄追求高品質的決心。獲得師鐸獎的化學系校友、現任元培醫事
科技大學校長的林志城，認為社團是可以容許失敗，多做嘗試的學習環
境，有助於培養自動自發、團結合作的能力。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創立150周年以來，首位發表畢業致詞的台灣學
生葉采衢，她分享到柏克萊學習的第一堂課，在不知用途下，自由挑選
工具完成「破冰任務」，認為在快速轉變的世界中，重點不是手中的工
具，而是心中的意志。只有學習批判性思考、團隊合作，才能結合手上
的用具面對挑戰，「讓世界成為更好的地方」（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融合多元前瞻議題的未來學門課程，訓練同學洞悉未來，跳出思考框
架（think out of the box），給予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創造更大的價值。
雨果曾說：「這世界最寬廣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廣的是天空，而比天
空更寬廣的是心靈。」用寬廣的心才能飛得更高，鼓起更大的風，遮蔽
更多的烏雲。期許各位展現淡江獨特的DNA體質，盡自己最大努力，
在職場學長姐的提攜護持之下，開啟飛行旅程，飛得又高又遠。
　謹代表全校師長、同學，誠摯祝福各位，夢想起飛！

大學教育是自我探索的旅程
▓政經系 李智祥

　我不畏疾病，曾
拿過周大觀文教基
金會「2015年第18
屆全球熱愛生命獎
章」，獲總統馬英
九召見、表揚，也
曾榮獲2009年「高
雄市AQ（逆境智
商 ） 達 人 」 的 肯
定。雙手靈活的我
認為繪畫沒有標準
答 案 ， 透 過 我 的

畫作能夠傳達理念、想法與內心感受，因為繪畫是我一直
以來的愛好，我曾在中正紀念堂舉辦過「琉璃AQ達人溫
守瑜征服逆境聯展」，在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閱活區舉辦
「Wendy異想世界畫展」，並出版繪本《千年築夢－台灣
樹王賴倍元傳奇》，獲頒「周大觀2017年全球生命文學創
作獎章」。
　對於患有罕見先天性遺傳疾病成骨不全症（俗稱玻璃娃

娃），我認為保持正面心態很重要，比起抱怨先天上的不
足，不如努力發揮、加強自己所擁有的優點，造就自己的
獨特性。我喜歡外文，就讀德文系的我一直想走訪德國，
去年我成功向DAAD（德國學術交流中心）申請到大學暑
期課程獎學金，在德國遊學兩個月讓我進一步認識當地文
化，深深體會到學習一種外語可以讓人看見不同的世界。
　我認為自己的大學生活十分充實，不管是學習德文或是
繪畫創作，我都努力的實踐了遊學德國與出版繪本的目
標，未來我將繼續進修，以畫展、兒童繪本等方式呈現，
希望我的作品讓更多人看見，並能翻譯成多國語言出版，
進階成一項專業領域，期許自己成為像幾米一樣的畫家，
我也希望能將我的繪本捐給弱勢團體、做愛心。
　即將啟航飛向新的旅程，感謝系上的老師一直給予我很
多機會與鼓勵，也感謝視障資源中心的張閎霖老師，協助
我在覺生紀念圖書館舉辦畫展與遊學分享會，更感謝一路
支持我的家人，沒有這些幫助我就完成不了目標。我勉勵
所有正在築夢的學弟妹們，只要你有目標或夢想，就要好
好把握機會，盡量努力地實現。（文 ／丁孟暄整理，圖／
溫守瑜提供）

畢業      聲

（圖／鄭雅心）

參加研討會累積論文寫作養分
▓教管博士班 黃郁蘭

多元學習 增進能力 拓展視野
▓物理系碩士班 許承智

大三出國提早與國際接軌
▓財金系 王淵遠

參與跨國人才培育寫出漂亮履歷
▓德文系 古曉珮

實踐德國遊學與出版繪本目標
▓德文系 溫守瑜

透過擊劍融入淡江生活
▓公行系 蘇朗軒

　當初會開始練習擊劍，是因為國一時
學校要求每個人都要參加社團，自己不
喜歡太過靜態或要在戶外運動的社團，
正好擊劍符合我的需求，但越練越有興
趣、越來越投入。上大學後加入擊劍
隊，因為經驗相對豐富所以當了一年隊
長，這時要強化的不只是如何讓自己的
技術更上層樓，同時也要協助隊友，讓
大家都能變得更強。
　我是香港僑生，剛來台灣念書的時候
覺得格格不入，又無法適應擊劍隊內的
學長學弟制度，但我想這是一個學習的
機會，也是和大家要一起適應的問題。
除了文化差異，還要適應與香港截然不
同的飲食問題，這都曾使我感到十分頭
痛。
　這次全大運在我心裡留下最深刻的印
象，因為是我們數年來首次錯失團體金

牌。其實從沒想過會輸，不過自己曾經拿過數面獎牌，變成其他學校鎖定的研
究對象；加上遇到期中考，大家狀態都受到影響，即使拚盡全力還是沒有贏得
冠軍，當下也不免掉了眼淚。不過失落也只在當時，因為勝敗乃兵家常事，往
這方面想，那股失落也就慢慢消散了。
　從12歲開始練習擊劍到現在，我最感謝的是我的啟蒙教練，因為他很支持
我，他沒有因為我的素質不好而嫌棄我，一步一步慢慢教，直到高三那年終於
成為學校主將，還擁有現在的成果，都要感謝他。另外也要感謝李鎮全學長，
雖然在上海工作，但不時會回來指導我們，尤其全大運時期還請了好幾天假特
別回台灣。現在要畢業了，我想對擊劍隊的學弟妹說，不要輕言放棄，就算剛
進來時認為自己素質不好，但只是一開始，再多堅持一下，一定會漸入佳境！
（文／李欣倪整理，攝影／黃莉媞）

　我在入學時就規劃將來要讀研究所，
從浙江來到臺灣唸書的一個原因之一，
就是因為這裡與國際的接軌更好。我在
淡江求學時申請大三出國，這對我就學
經歷來說是個加分的選項。在學期間利
用寒暑假進行了幾段實習，則是希望強
化實務經歷。在淡江的學習滿符合我當
初的期待，尤其是財金系的課程設計，
非常的符合我未來的求學規劃，申請研
究所時，發現系上課程幾乎都涵蓋了我
想申請學校的基礎課程，讓我在銜接上
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在淡江求學4年以來，我最感謝系上
的老師，不僅教學認真，連平常也都會
關心學生，或許因為如此，讓我更喜歡
這個專業。尤其是邱忠榮老師，他上課
非常有趣，而且非常受用。為了上邱老
師的課，我還特別放棄用大三出國的學

分認抵呢！國際處的林淑惠小姐也讓我覺得感動，因為我跟她的交集很少，只
有大一見過一兩次面，沒想到事隔兩年報名參加境外生文化之旅時，她還記得
我，讓我覺得非常窩心。
　對於大學生涯的規劃，我建議學弟妹要儘早規劃並發現自己的目標，不要害
怕開始得太晚或沒準備好，有機會的時候一定要抓住，不要害伯失敗，因為那
也是一種學習，經驗及智慧的累積，而這個成效將會在未來有所呈現。另外行
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學弟妹有機會一定要到處走走。我在大三出國那年走過了
二十幾個國家，結果回家後，媽媽說我整個人變得不同，除了視野開闊之外，
處事的方式及待人的態度都變得更成熟，旅遊讓我大學四年的生活更加豐富，
這是除了課業之外的另一個收穫，因為可以透過旅行的心得跟啟發，增進自己
的人生智慧。（文／潘劭愷整理，攝影／吳冠樑）

　我在就讀博士班的3年期間共發表7篇國際學術期刊論
文，其中3篇EI、1篇THCI、2篇ERIC、1篇EBSCO，並於
105年赴維也納參加「INTE2016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
能有此成果，得歸功於老師要求我們，每一次的作業都要
以投期刊的水準去努力，因此每一份作業我都全力以赴的
去面對。
　因為本身是元智大學專任講師兼課外活動組組長，在職
進修攻讀博士學位，相較於其他人，我能讀書的時間非常
有限。就讀淡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班對我來說有個好處，
就是排課時間可以集中在禮拜一、五，對於我自己的規劃
非常方便，讓我在學習與工作之間取得平衡；而在做好規
劃之餘，我認為更要把握每一次的上課時間，每一份作業
都要認真以待，因為那都將是你努力的成果、未來論文的
基礎。我的期刊論文都是在寫作業的時候所累積出來的，
如前往維也納參加「INTE2016國際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就
是我博一時的作業。
　投稿論文的過程一定不會很順利，尤其是剛開始的時
候，但只有從投稿、退稿、修改後再投稿的過程中，才能
發現自己不足的地方，結構是否還需要做調整，或者是某
些期刊有比較偏好的議題等，所有收到的訊息與建議，都
是改良這篇論文或是撰寫下一篇論文時的良好養分，有了

這些寶貴的意
見，才能使我
們在撰寫論文
的過程中更加
精進。
　以自身經驗
看來，我非常
鼓勵學弟妹們
在就學時多多
參加研討會，
因為我認為參
加研討會是很
重要的訓練，
一是你要如何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表達出來，讓不是這個領
域的人也能聽懂，以及如何取捨，把數十頁的內容濃縮在
10分鐘內表達，這就是我在每一次參加研討會中學到的；
二是在透過提問與討論的過程中，可以發現問題、檢討並
學習，當別人稱讚自己時，也能從中知道自己的優點，給
自己強而有力的信心。
　今天是畢業典禮，恭喜我自己，也祝福在校的學弟妹
們！（文／李羿璇整理，圖／黃郁蘭提供）

　「能夠清楚表達自己的想法」，是我
認為在研究所學到最重要的能力，在淡
江待了整整六年，回想起來真的經歷了
太多，我瘋狂過、愛玩過、認真過、挫
折過，最後收穫成熟的果實。
　大三開始因為修習莊程豪教授的量子
物理，就開始跟著老師到國家同步輻射
研究中心做實測，有些儀器淡江沒有，
所以就必須申請到研究中心做實測，要
先寫計畫書通過申請，到了就要抓緊時
間做實驗計畫，常常就過上通宵的生
活，也因此我爭取到參與臺德國際合作
人員交流PPP計畫，前往德國參與實驗，
這是一個很珍貴而難得的經驗，雖然我
們跟德國都是做同步輻射的實驗，但
我們比較偏重物理，他們則偏重化學面
向，而且德國在實驗室的設計也與台灣
不同且較為精細。

　從大學邁入研究所，最大的不同就是，上台報告必須具備能夠清楚表達見解
的能力，以及跨領域的多元學習。在物理系大學時期，多是學習理論之後，利
用做實驗去理解原理，但在研究所，需要自己去理解或構思，而往往這些實驗
或假設，是需要除了物理以外的知識，這就需要自己去學。
　我很感謝遇到了莊程豪教授，老師不僅給予我學業與論文上的指導，更在日
常生活中提供許多建議，從老師身上學到很多，也很謝謝能遇到一群可以一直
陪伴我的同學，一起努力、解題，相互拉拔、成長。大學有著不同於高中時的
自由學習空間，除了認真學習專業知識外，還要能多去接觸不同的事物，拓展
視野，也要能在忙中享受生活。我想鼓勵學弟妹，大學四年要盡可能多元學
習、增進自己的能力，多方嘗試，不斷學習新事物！（文／楊喻閔整理，攝影
／劉芷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