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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為 期 四 天 三 夜 的「 淡 海 同 舟 」 社
團 負 責 人 研 習 會 在 蘭 陽 校 園 圓 滿 落 幕。
（圖／李彥儒提供）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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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到國際資訊升級的未來化大學學習
校長葛煥昭

▲淡江大學校長葛煥昭歡迎民國 109 年新鮮人。（攝影／張瑟玉）

熱烈歡迎各位新鮮人加入淡江大家庭的行列，首先迎接
各位是在新生開學典禮當日與師長一起攀登 132 階的「克
難坡」，克難坡興建於 1953 年，是當時聯繫淡水鎮上與五
虎崗校園僅有的要道，藉由師生同行「克服困難、勇往向
上」，走向「宮燈教室」創校立基點，同心感受校訓「樸
實剛毅」的淡江傳統。
淡江大學創立於 1950 年，是臺灣創校歷史最悠久的私立
大學，今年即將邁向建校 70 週年。可從各類世界大學排名
與亞洲大學排名及 27 萬各領域的校友們在職場上良好的表
現，優於許多國立大學，看出辦學績效：蟬聯 23 年《Cheers》
雜誌的「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私校第 1 名，全國第 10 名；
《遠見》雜誌 2020 年「企業最愛大學生排行榜」，贏得私
校第 1 名，全國第 8 名；2020《遠見》雜誌台灣最佳大學
排行榜」，獲得文法商類大學私校第 1 名，全國第 3 名。
定位為重視研究的教學型大學，以學生為主體的學習角
度，秉持「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核心價值，曾獲教
育部認證為國際化典範學校；通過多項資訊管理國際標準
認證的數位資訊環境；被評選為最佳未來學的教育機構。
是擁有淡水、台北、蘭陽及網路四個校園，發展完備、具
傳統優勢的大學。
著重專業、通識教育及課外活動「三環」課程，用意在

發展全球視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倫理、獨立思
考、樂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涵養的「八大素養」，貫
穿於大學四年的學習活動之中，希望達到能讓學子具有全
面性知識技能與心靈卓越人才的使命。
所開設的一系列「大學學習」、「榮譽學程」、「跨領
域學分學程」、「就業學程」及「頂石課程」等特色課程，
全方位打造未來職場就業創業的第一哩路，並自 2014 年起
先後與中華航空、上銀科技、富邦集團、正崴集團、東元
集團、IBM 等 200 多家橫跨各產業別的優秀企業簽訂產學
聯盟，以「產學鏈結、學用合一」的實作教育，讓同學可
以進一步接受知名企業指導並提早接觸職業場域。
推展「以實整虛」的課程，落實教學創新，與台灣微軟
公司合作，成立 AI 創智學院，啟動培育 AI 科技人才計畫，
讓同學雖處於「快速改變」的環境，也能藉由教師引領、
跨領域學習及自主學習平台，快速的改變自己，增強每個
階段的能力，迎戰適性、多元及創新的學習環境。
身處新冠肺炎後疫情時代，我們了解到必須重新建構世
界，未來充滿渾沌不明的變數，學校與各位同在一起學習
接受試煉，在變局中發展創造力，相信同學只要循著學校
的腳步，必能在國際、資訊升級的未來化大學中展開新生
活、發現新希望。

淡海同舟薪傳
130 社團人研習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課外
活動輔導組於 7 月 1 日至 7 月 4 日舉辦 109 學
年度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淡海同舟」，總計
有 130 人位社團負責人、幹部及 16 位服務員
參加。今年活動內容依照「團隊建立、攜手成
長、傳承使命、共創價值」四大目標安排校園
與社團法律實務、組織章程與年度計畫、團隊
領導、社團行銷、時間管理、活動企劃等課程，
並在 3 日下午舉辦同舟影展，由各屬性社團進
行聯合成果發表，最終由體育性社團贏得「創
意呈現獎」和「人氣獎」；服務性及宗教性社
團、聯誼性社團贏得「屬性特色獎」。另音樂
性社團則是榮獲研習會「生活競賽獎」。
淡海同舟是本校孕育社團負責人的搖籃，透
過 4 天 3 夜的互動學習，除了凝聚社團人的向
心力，同時發揮「薪傳」精神讓社團運作更加
成熟。今年受疫情影響，研習採小班制、分批
上課，學員們於首日在淡水校園參與始業式，
接續 3 天移師蘭陽校園進行。淡海同舟執行
長、國企四莊立瑜表示：「今年很榮幸能擔任
執行長，和團隊合作設計一系列淺顯易懂的實
用課程和活動，對我來說最大的成長是角色和
心境上的轉變，很開心看到服務員的成長，更
期待新任社團負責人們能將所學帶回社團。」

榮譽學程培育創新人才 加入修讀提升職場含金量
■

文／張瑟玉 整理、資料來源／教務處
導統御等競爭力的菁英人才。

想要在學位證書上註記「榮譽學生」字樣
嗎？快來了解「榮譽學程」。

學程特色

菁英領袖搖籃

本校為培育大學日間部優秀學生，成為具
專業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的學術人才，以及
強化職場競爭力，自 101 學年度起開設「淡
江大學榮譽學程」，由各領域專業教師授課
或邀請外界頂尖業師來校開講，共同打造具
「學用合一」課程。
實施至今有 8 年，累計有 7,864 人次申請
修讀，獲證人數有 208 人，學程課程結合本
校「三環五育」的教育理念，期待修讀學生
能在跨學院及系所進階專業課程的培育下，
成為具全球視野、關懷社會、創新思考及領

課程規劃

拓展學習視野

修課程結合本校「三環五育」的教育理念，
分為「進階專業課程」、「通識教育課程」及
「課外活動課程」3 大主軸；其中「進階專業
課程」主要提升專業素養，由各學院規劃合宜
之專業課程，且採行小班聚焦式、研討式或探
究式的專題課程，引導學生學術興趣及發展適
合的專業研究領域。
「通識教育課程」是讓修讀學生具全球視
野、反省現狀及關懷社會人群能力所設計的，
內容涵括各學院專業系所學習的基礎，藉由充
分的對談及討論，增進學生對不同領域知識的
理解，同時提升思考層次，為更高深的專業研
究奠定基礎。

「課外活動課程」是培養具創意與溝通、領
導與服務能力所設計的，課程規劃為從「個
人」到「團體」，藉由做中學、錯中學、覺中
學的課外活動團隊體驗式學習，鍛鍊具備結合
專業與通識的軟實力素養，讓學生了解業界如
何將創意溝通融入工作，更使學生認知團隊合
作、領導及服務學習的重要。
此外，本學程已於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先
行試辦兩場「淡江菁英會－榮譽學程講座分
享」，此內容將融入榮譽學程現有的「創意與
溝通」及「團隊領導與服務」兩門課程中，並
由黃文智老師協同菁英校友會共同安排講座分
享，凡曾修習榮譽學程課程及符合修習資格之
學生皆可自由參加，講座相關資訊將於每學期
排定後另函公告。

加值效益

打造自豪的榮譽學位

淡江品牌 校友齊讚
會計系校友
行政院金管會證期局局長

張振山

修讀榮譽學程之學生須於主修學系修業年限
內修畢所有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並符合畢業
資格者，始可取得榮譽學程之學程證書，其修
習通過之科目，除於歷年成績單上註明，亦將
於學位證書註記「榮譽學生」字樣。
凡修讀榮譽學程的應屆畢業生或持有本學程
證書者，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可檢附相關證
明以為有利審查之資料，酌予加分；如錄取本
校碩士班，就讀第一學年每一學期發給 3 萬元
獎學金。

申請學程

班前 10% 以內者，得於每學期開學前提出申
請，經教務處審核通過後，取得修讀本學程
之資格。是不是對學程更感興趣了呢？歡迎
加入「榮譽學生」行列！詳情見本校榮譽學
程網站（honor.tku.edu.tw/course.aspx）查詢。

主動出擊增強競爭力

個人申請入學新生甄選總成績、考試入學新
生入學成績（指考成績加權總分）位於該系
（組）前 10% 以內者，以及大一下學期至大三
下學期（建築系大四下學期）學生前學期修課
學分數達 12 學分以上、學業平均成績位於該

▲「創意與溝通」上課實況。（圖／資料照）

8 月是新生入學的季節，對即將展開的學習之路，青春的面孔懷抱夢想與憧憬。每年
新生特刊四版特別企劃校友專訪，藉由本報記者的文字和鏡頭，採集傑出校友的心聲與
智慧，作為送給新鮮人的暖心開學禮。更多校友回顧來時路和親切提醒，如永光化學工
業榮譽董事長陳定川、前 Google 台灣董事總經理簡立峰，快來掃描 QR Code 看看吧！

會計系校友
東南亞校友會聯誼總會總會長

彭慶和

大傳系校友
鏡傳媒程式設計中心記者

李又如

大學淬鍊
啟發天賦

勇闖學海
創業築夢

挖寶自學
成就實力

「大學時光究竟要做什麼？」這是我初踏校園問自己的第一件事，當時的我
是以五專生插大錄取會計系，便以考取「會計師」作為目標邁進，淡江大學地
靈人傑且資源豐富，系上專業課程的養成相當扎實，大學時期的我不是在教室
就是在圖書館，於是畢業那年取得學位證書的同時也考到會計師執照，這是我
人生中重要的里程碑。
憶起求學時光，我遇到了很多非常好的老師，其中趙揚清老師令我印象深刻，
當時我經常利用下課時間提問，而她總是不厭其煩地與我討論，甚至會再給我
額外的補充講義、延伸思考，透過大量的閱讀資料讓我將課堂理論與實務知識
融會貫通，對我的會計師考試有很大的幫助。
成功的方法有很多，當時的我認為考取證照是能夠快速證明自己的方式之一，
這是一個「專家的年代」，建議學弟妹可以將科系結合考試，不但能檢視學習
成效，對於日後求職也會有幫助。依稀記得在考取會計師執照前，須向證管會
提出申請，當時的我對於管理全國會計師的單位感到好奇，深入了解後進而往
此方向前進，最後踏入公職領域。
除此之外，我認為不管就讀什麼科系都要有理財的觀念，大學時期的我因為
考試而開始接觸證券、股票交易，因此開始關心市場波動與脈絡，累積不少知
識也存了些許零用錢。現今科技發達，學習理財的管道也很多元，尤其市場上
有多樣的金融商品，建議大家應先了解個人財務狀況後，進行長期的財務規劃，
朝著理想生活邁進。
「好好體會生活中微小的事物，你將會有不一樣的視野。」我時常提醒自己
做任何事都要一心一意，唯有專注當下的事物，才能達到最好的效率。同時鼓
勵學弟妹們，積極汲取各方知識，提醒自己保有學習力，懂得提問也很重要，
尤其是藉助他人的經驗分享快速找到答案，不僅能讓自己不斷地成長，更是我
進步的動力。大學四年有許多事物等著你來探索，期盼同學們可以找到屬於自
己的人生方向，把握當下每一刻。（文／林雨荷 整理、圖／證期局提供）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這是我的座右銘，當年來臺求學，沒有顯赫
家世，只因馬來西亞的大學實行種族配額（固打制），所以我在高中畢業後就
到新加坡傢俱工廠做工，然而馬來西亞人在當地無法申請工作簽證，我每天僅
能睡在工作檯上。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我決定與朋友尋找出路，正因為有機
會來到淡江大學讀書，從此翻轉了人生。
馬來西亞擁有多元族群，為深入了解華人做生意的技巧，我在申請學校時填
了會計系，但學長姐都認為此科系很難畢業，甚至建議我轉到商學院其他系所，
還好我最後堅持下去。我們系上老師教學扎實、要求嚴謹，培養學生對數字的
敏感度，也鍛鍊出清醒頭腦，歷經 4 年的淬鍊，幫助我走上創業之路。除了課
業外，我在大一下學期擔任馬來西亞同學會會長，參加社團活動，為支撐生活
開銷，每週到僑輔組（現境輔組）工讀 6 至 7 小時，週三和週五晚間再到克難
坡下的川菜館打工。經常是利用半夜讀書，雖然過程辛苦，但我學到不少知識
和經驗，更感謝師長栽培、輔導及朋友們給予的幫助。
畢業那年，我告訴自己兩年後要創業，在籌備期間，我到專責高爾夫球場的
水利公司上班，老闆不吝嗇給予學習機會。尤其是遇到工程投標、估算時，讓
我感到最有成就感，可以發揮所學、規劃進度以節省成本。我常以此經驗鼓勵
學弟妹主動出擊、勇敢開創未來，這會是人生最棒的歷練。創業十年來，我工
作不分平日、假日，在事業穩定後首次造訪的地方就是臺灣。之後，我 40 歲加
入留臺協會、決意回饋母校，2012 年我和學弟妹在馬來西亞籌辦雙年會，在大
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的支持下，接下東南亞校友會聯誼總會總會長一
職，搭建起一道橋樑，幫助學子返回東南亞發展，也協助馬來西亞學生赴臺求
學。目前在凝聚校友情方面，我舉辦「寒假訪問團」，讓馬來西亞學生與畢業
校友能有一個交流的平臺，除了提供應屆畢業生工作機會，也能凝聚彼此感情。
最後，我鼓勵學生自立自強，當自己的貴人，無論遇到任何挑戰，只要我們努
力奮鬥，就能朝人生的理想邁進。（文／姜雅馨 整理、圖／彭慶和提供）

我是在淡江長大的。因為離家近，我從國中開始就會到覺生圖書館看書、運
動場跑步。淡江是一座沒有圍牆的校園，提供學習的環境，同時培育學生開放
的視野。填報大學志願時，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淡江大傳系。
大學的第一堂必修課，我記得是馬雨沛老師的新聞學。當時，老師讓大家寫
一篇新聞，雖然那時的我還只是個剛進校園的新生，但是一拿起筆，新聞稿就
迅速成型。正因此我發現自己對新聞的興趣，進而下定決心未來要從事新聞工
作。四年的大學時間，我努力儲備與新聞相關的知識，大量接觸讓我好奇的東
西，我選修很多文創課程，從陳甫彥、陳穎青、薛聖棻等名師瞭解傳媒業界的
生態。與此同時，我也旁聽很多講座課程。講者帶著他們一生的精華來到學校，
與我們分享凝練的人生感悟，其語重心長令我獲益匪淺。學校五花八門的課程，
學生可以按照興趣選擇，也可以多元嘗試，不必局限在自己的系上。
除了學習課本知識，淡江也為我提供新聞採寫的平臺。在大一下學期，我加
入《淡江時報》，成為一名文字記者。從日常新聞到人物專訪，我獲得了充分
的鍛煉，也感悟新聞工作應有的態度。我至今還記得有次採訪建築系四驅車活
動，校外媒體也說有興趣報導，但記者沒到場，只打了一通電話，事後，主辦
方贊許我認真的態度，這件事讓我明白：接受訪問從來就不是受訪者的義務，
記者要做到該做的事。直到今日我仍謹記在心。淡江時報的經歷，讓我累積了
採訪經驗，熟悉了新聞工作，這些為我畢業後進入週刊工作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踏入職場後，最遺憾的就是沒有寒暑假。我希望學弟妹們進入大學後，能夠
珍惜時間，尤其是假期，多聽多看多學，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大三寒假
在《商業周刊》實習，暑假在台北電影節實習，大四寒假則是進入《新新聞周
刊》。這些經歷幫助我在新聞行業站穩腳跟。當然，大學也應該和同學出去旅
遊，會成為美好的回憶。
最後，鼓勵學弟妹走出你所熟悉的環境，去瞭解街頭發生的事情，關心正在
變化的社會。（文／劉江 整理、攝影／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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