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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生

場上良好表現優於許多國立大學看出本校辦學
績效：蟬聯24年《Cheers》雜誌的「企業最愛
大學生調查」私校第1名，全國第10名；2021
年《遠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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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S及US News & World Report，平均排名全國
第19-21名，超越2/3以上國立大學。2021年1
月公布的「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本校於全球
排名第970名，亞洲地區排名第231名，國內排
名第12名，國內私校排名第4名；2021年泰晤
士高等教育影響力排名，本校全球排名第601-
800名，國內排名第26名（共6所學校同列第26
名），國內私校排名第11名。
   本校定位為重視研究的教學型大學，以學生
為主體的學習角度，長期推動「國際化、資訊
化、未來化」的「三化教育」理念，並將「三
化教育」理念融入專業課程、通識教育課程、
課外活動課程的「三環課程」，深化學生德、
智、體、群、美的「五育內涵」；經由「三
化」及「三環五育」教育的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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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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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鑑於此，本校所開設的一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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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企業都非常重視數位轉型及永續發
展，所以AI及永續是同學最需要、也是未來職
場最重要的兩項通識素養。本校近年推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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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是淡江大學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
標的元年，以「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為
中長程目標，多年來，本校的通識教育、專業
知能服務學習、榮譽學程、頂石課程、USR課
程等，持續投身實踐社會責任，將這些課程對
接到SDGs17項目標是本校中程校務發展的重
點工作之一，期許未來四年能培養各位成為國
家所用的多元人才，畢業後在社會上不同的行
業均有亮麗貢獻。

AI增能 迎戰多元創新學習環境

▲淡江大學校長葛煥昭歡迎110學年度入學新
生。（圖／校長室提供）

　「回想起在淡江電算系（現資工系），以及
大陸所碩士在職專班的這段求學時光，儘管身
兼國小教師與大學生的雙重身分，我仍堅持把
握時間完成學業。」受限正職工作的時間以及
對資訊工程興趣，使我捨棄插班就讀大學日間
部的錄取機會，選擇夜間部的淡江電算系，開
啟了我白天擔任教師，晚上搭乘火車到淡水上
課的充實人生。
　即使工作在身，也沒有減少我的讀書時間，
大二入學的我，缺少大一的電腦基礎，於是我
盡力利用每一分鐘，在家先預習「工程數學」，
並把握剩餘的在校時間去摸索電腦設備、撰寫
程式等，常常晚上在學校的機房跑程式，一待
就待到天亮，那些日子至今仍記憶猶新，難以
忘懷。
　電算系畢業後，我順利考取高等考試「電
子計算人員」及「科技教育行政人員」的資
格，讓我能夠橫跨資訊與教育兩大領域；而修
讀大陸所時，接觸大陸高等教育體制及產學合
作相關議題，奠定了我對臺陸教育體制的了
解，在我擔任教育部技職司司長時，得以完善
的訂定首屆招收陸生簡章，在工作領域更加如
魚得水。回首求學路程，自己所擁有的資訊能
力及對兩岸教育體制的了解，實際應用於工作
中的經驗，深刻體認到，大學期間認真學到的

知識技能，
即使身處不
同領域，都
有可能在未
來工作派上
用場，因此
千萬別拒絕
任何學習機
會，因為這

林騰蛟電算系、大陸所校友

些都有可能是生活成長過程中的養分。
　「大學四年的時間，足夠讓你培養一項專業。」我認為，
在大學期間確定自己的志業是非常重要的事，也許有些大
學新鮮人對於錄取的科系感到迷茫，或對正在修讀的科系
不感興趣，那應多試探其他系所的課程，可透過轉系等方
式找到喜歡的領域，也可藉由跨院系選課，獲取不同的專
業知識，不要因未接觸過就畫地自限，凡事都要嘗試才知
道適合與否，興趣也可後天培養。
　「沒有專業，沒有前途；只有專業，前途有限。」擁有
一技之長固然重要，但專業只是基本功，在步入職場工作
時，除了硬實力，也需備妥人際溝通、解決問題等軟實力。
建議學弟妹培養第二外語及資訊能力，也可利用寒暑假至
企業實習，累積在業界的工作經驗，為履歷增添不一樣的
風采，期許你們把握珍貴的四年時光，充實自己，定下目
標後，持之以恆，永不放棄，努力成為專業領域中的佼佼
者，實踐自己的理想。（文／張容慈 整理、攝影／黃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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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 迎 大 一 新 鮮
人， 新 生 特 刊
四版特別企劃校
友專訪，採集傑
出校友的經驗與
鼓勵，作為大家
的暖心開學禮。
更多校友回首來
時 路 和 親 切 提
醒，快來掃描 QR 
Code 看看吧！

　

　大一的你，想必對大學生活充滿好奇，對
課業與社團都有高度興趣，榮譽學程就是擴
展學習的最佳途徑，快來了解榮譽學程。
多樣化課程　培育菁英領袖
　本校為培育大學日間部優秀學生，強化其
升學、就業競爭力，自 101 學年度起開設「淡
江大學榮譽學程」，結合進階專業、通識教
育、課外活動之「三環」課程，使成為具專
業創新與獨立研究能力的學術人才、具全球
視野、反省現狀和關懷社會人群能力的知性
人才、以及具創意思考與領導統御能力的領
袖人才。
　「進階專業課程」依各學院專業及特色規
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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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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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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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舉辦「淡江
菁英會－榮譽學程講座分享」，內容融入榮
譽學程現有的「創意與溝通」及「團隊領導
與服務」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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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豐碩的獎勵制度 榮譽學位再加值
　修讀榮譽學程之學生若參與科技部補助大
專學生研究計畫且完成者，即能申請抵免進
階專業課程 1 科，還能向研究發展處申請最
高 1 萬 3,000 元的獎勵金。凡於主修學系修業
年限內修畢所有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並符
合畢業資格者，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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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於學位證書註記「榮譽學生」字樣。
　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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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檢附證
明作為有利審查之資料，酌予加分；持有本
學程證書之學生如錄取本校碩士班，就讀之
第一學年每學期發給 3 萬元獎學金。
申請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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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見本校
榮譽學程網站（honor.tku.edu.
tw）查詢。（文／張瑜倫 整
理、資料來源／教務處）

加入修讀榮譽學程

   各位新鮮人，恭喜你們通過競爭激烈的多元
入學管道，順利進入淡江大學就讀。
   淡江大學創立於1950年，是臺灣創校歷史最
悠久的私立大學，目前有淡水、台北、蘭陽及
網路四個校園，發展完備，具傳統優勢又持續
創新發展，校園建設歷經奠基、定位、提升及
轉變四個波段，在2017年校慶日再度邁向下一
波段「淡江第五波」。
   「信賴，來自一點一滴的累積」，這是最近
國內知名油品大廠70週年系列廣告主打的口
號，也正是建校已逾70年的淡江大學能獲得學
生、家長、企業青睞的最佳寫照。從各類世界
大學排名與亞洲大學排名，及28萬名校友在職

打造     的競爭力

教育部常務次長
中文系校友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校長

　說起我與淡江的緣分，因當年選擇念工科，
分數落點就在淡江，雖然想念電算系，後來錄
取土木系，原本有些失望，在大一還有些迷惘
時，選修了一門「未來學」講座課程，第一堂
課是由創辦人張建邦親自授課，令我非常驚
豔，他分享了淡江資訊化願景（學校花巨資購
買最新最好的設備）及未來學發展情形，深闢
的理論讓我開啟了人生另一扇窗，安心留在淡
江念完土木系。
　我本來計畫畢業後要出國念書，因父親生病
而留在臺灣。由於已立定志向考研究所，我盡
力把握大一、大二的基礎知識，大三修習「營
建管理」課程，指定教材是當時在臺灣科技大
學任教的林耀煌教授所撰寫，因研讀出興趣，
就依著書中住址找到林教授，將自己對營建管
理的熱情具體表達後，獲得同意跨校旁聽課
程，畢業後更擔任林教授的課程助教及研究助
理，一年後順利進入臺科大營建工程碩士班。
　之後從事營建管理工作，曾在土地投標案裡
遇到法律相關議題的瓶頸，深知自己缺乏法律
背景，毅然決定雖年過四十仍然攻讀東吳大學
法學碩士。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培養我持續精
進、自我負責的態度，不僅深化本身的專業，
也能拓展跨界能力，讓我在職場上游刃有餘。
　課本以外的學習管道很多，大學期間我帶同

學到關渡與
陽明山上的
工地打工，
也利用暑假
到營建公司
實習，曾見
識到一份契
約 超 過 100
位地主的複
雜度，提早
體驗真實社會的各種情況。打工不是為了零用錢，是要在
工作中找到自己的專長，並擴展與學校同學不一樣的人脈。
除了專業領域的發揮，課餘也要廣泛學習不同面向的知識，
例如疫情期間，應善加利用防疫在家的時間來自主學習，
趁機檢視自身的不足，繼而充實自己，超前部署的培養競
爭力，以提升自己未來在職場中的價值。
　最後，我以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的總會長身分，熱烈歡迎
各位學弟妹加入淡江大學這個大家庭，淡江的學長姐、校
友們都很樂於提攜後輩，鼓勵大家在學時即可多多參與系
友會舉辦的各式活動，不要害羞，這是很棒的溝通平臺，
把握機會認識前輩，從學長姐的言談及成就可以觀察相關
領域多樣的職場發展，並從中找出自己的興趣。淡江的學
風自由，學生身段較軟，頭腦靈活度佳，又擁有強大的 28
萬名校友當後盾，相信學弟妹們一定能走出不同的人生道
路。（文／張瑜倫 整理、圖／莊子華提供）

大傳系校友
《遠見雜誌》總編輯

土木系校友
富樂群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淡江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

校長 葛煥昭

莊子華

劉桂光

李建興

　「 人 生
的 路 上 有
很多機會！
首先，你要
有能力看得
到機會；第
二，要有能
力把握住機
會；第三，

更要有能力去創造機會給身邊的人，在生命中啟動這良善
的循環。校園裡處處有寶藏，是否能夠抓住這些機會，就
看你如何去爭取。」抓住各種學習的機會，並成為有能力
創造機會的人，是我在淡江四年最大的收穫。
　中文系對我的影響深遠，尤其是周志文教授與高柏園教
授的啟發，老師們對於學生的薰陶經常是無形中潛移默化
的，加上淡江的學系多元、資源豐富，我盡情的享受學習，
大學四年奠定了面對未來的人生觀，培養創造生命價值的
強大能量。中文系的課程注重訓練批判思考、閱讀理解的
能力，我當時鍛鍊的閱讀習慣、生活反思的能力沿用至今，
並運用在教育工作裡持續推廣分享給身邊的伙伴與學生。
　我喜愛文學，那幾年常與同學窩在舊圖書館裡鑽研古書，
參與五虎崗文學獎得過新詩獎；也曾獨自在雨中散步，一
個人在租屋處研讀思想史、在深夜吟詠陶詩，那種「園日
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的學習生活，真是生命中最美
好的時光，這份孤獨與寂寞讓我反芻出自己的專長與興趣。

而學習是沒有界限的，我在大一暑假受到陳映
真先生的影響，一個人徒步環島，以赤子之心
面對沿途遇到的事情，凡事充滿好奇心的特質
讓我收穫甚多，更拓展了視野。
　大學期間，我把多數時間都用在充實自己，
除了向中文系老師挖寶外，還參與校刊社、詩
社、擔任古蹟導覽員，也到其他系所選課，學
習不同領域的基本知識，甚至到外校去聆聽大
師演講、旁聽名師課程，因而激發我對於哲
學、文學與思考的好奇心。在學習的過程中，
也許當下未必真正理解學習的意義，等我們認
真的面對學習時，所有走過的路都會成為人生
的資產。學習的路上，我一直都有個很大的人
生命題「生活的壓力和生命的尊嚴，到底哪個
重要？」值得慶幸的是，現在的我，已將興趣、
專長、工作以及人生的理想全都集結一體。
　我們一直在尋找未來的方向，即便不是很容
易找到，但我們一直都在路上，最終一定會導
向生命的意義與價值，鼓勵學弟妹思考未來要
安身立命的能力，及早掌握人生的大方向，並
努力朝興趣和理想前進，當你找到最渴望的目
標時，自然就會很認真的去學習。大學階段，
學習一定是最重要的目標，進而培養批判性思
考的能力，累積人生各種養分，擁有正向的人
生態度。（文／李佩芸 整理、攝影／張瑜倫）

　當初憑著
對新聞的情
有獨鍾，還
有一點想坐
上主播臺的
虛榮，一心
想進入傳播
院所的最高
殿堂－政治
大學，但當

年聯考一次定生死，考試失利只有將就和重考這兩種選擇。
因為對傳播業的嚮往，捨棄原本可以考上的政大韓文或阿
拉伯語文學系，以淡江大傳系第一高分錄取之姿，開啟我
的大學生活。
　高雄中學畢業的我一開始覺得考到淡江是委屈，但後來
發現淡江校風自由、社團活動多元，反而在這邊找到了快
樂，尤其是參加了「樸毅青年團」和「淡江電視台」，分
別讓我獲得生活的重心和歸屬感。當時的樸毅團是規模很
大的社團，我學到領導統御及寫教案的能力，如同提前進
入職場，預先練習負責專案時，該如何做跨部門的協調、
與其他團體交涉、以及身為上級要如何管理下級，所以我
很推薦服務性社團，可從中培養自身的軟實力。
　大傳系實習媒體「淡江電視台」的學習歷程是我最難忘
的回憶，電視台的扎實訓練，包括採訪寫作、寫主播稿、
錄音等，能習得做新聞的基本功，而校慶和金韶獎的轉播

典禮，能獲取團隊合作與新聞現場採訪的實戰
經驗，並透過學長姐帶領學弟妹按部就班的耐
心教學，打下結實的底子。
　「上大學之前，我們未必是最優秀的，但我
們很能夠去適應社會的競爭，淡江的學生就是
贏在適應文化的能力。」其實我每一次轉職，
包括我的寫作方法、作業模式、選新聞和報題
的方式，仍需重新調整，因為時代在變，我們
都需要去適應每個環境的文化。若現在以《遠
見雜誌》總編輯的身分來看，當年的淡江和現
在的淡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尤其《遠見》
每年公布的大學排行榜，淡江年年名列前茅，
我與有榮焉，因為一所大學就像一個企業，需
要用心經營和策略營運。
　「不服輸若化成正能量是好事，但負面的不
服輸容易演變成挫折。」也許有些考上淡江的
學弟妹會想爭取更好的機會，但我認為人生只
有一次，可以試著去考轉學或轉系，但不要把
整個大學青春都浪費在準備考試，其實隨遇而
安沒有不好，準備好了就可以遇到更多機會，
就像現在許多國立大學的 EMBA 邀請我去進
修讀書，這些以前嚮往的學校反而主動向我招
手，所以「人生很奇妙，只要充實生活、把自
己做到最好，處處都是機會。」（文／戴瑜霈 
整理、圖／李建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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