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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六月的豔陽天，又到了鳳凰花開的時節，
耳邊驪歌悠然響起。你們這一群整裝待發的社
會新鮮人，剛完成了淡江的高等教育，正要進
入人生旅程中另一個新的起點，在這臨別時
刻，我要對你們說幾句話，當作我對你們的祝
福，也希望對你們在人生奮鬥的過程中有所幫
助。
　我要你們銘記淡江的校訓「樸實剛毅」。因
為凡是接受過淡江文化洗禮的淡江人都應該永
遠記得這四個字所代表的意義，它甚至可以做
為你終生的座右銘，尤其是你在艱難困苦、孤
軍奮鬥的時候，你們一定要發揮「樸實剛毅」
的精神，咬牙克服難關。
　你們也應該不會忘記，我曾經鼓勵你們的四
句話「立足淡江、放眼世界、掌握資訊、開創
未來」。至少你們會記得那宮燈大道頂端圓環
裡的海豚里程碑雕塑，碑上就刻了這四句話，

展示淡江推行國際化、資訊化和未來化三化運
動的意涵。我確信你們已養成了恢宏的國際
觀，和遠大的未來觀，懂得如何取得資訊，掌
握資訊，具備這些觀念和技術將可以幫助你們
去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在你們未來的奮鬥過程中，不要好高騖遠，
要腳踏實地，並且要繼續不斷的進德修業，充
實自己，日新又新，精益求精，活到老、學到
老。要知道學海無涯，唯勤是岸，如能持之以
恆，則天下就沒有困難的事情了。
　當年你們爬「克難坡」來到五虎崗上，進入
淡江大學校門，經過了四年的陶冶，如今個個
如虎添翼，勇敢的飛下「五虎崗」去，從此鷹
揚天下，鵬程萬里，去開創你們光明的前途，
將來淡江必然以你們為榮。無論你們在天涯海
角，淡江也將永遠是你們的依靠。
　放心去飛吧！淡江人

放心去飛吧！淡江人 創辦人  張建邦

　“樸實剛毅塑造社會新文化 五育兼備成就心靈
卓越人”
　五月的校園裡，杜鵑剛落幕，鳳凰花猶未綻放
殷紅之際，而學校榮獲第19屆國家品質獎的光環就
已經提早為應屆的畢業生加持了。讓今年的畢業
生更能興高采烈、昂首闊步地走出母校，成為具
有品質保證的社會新鮮人，望著大家意氣風發的
身影，身為師長的內心多的是欣慰與祝福。
　今年本校連續12年蟬聯企業最愛的私校第1，並
在世界大學網路排名中榮獲台灣區私校第1。同時
擁有WHO健康安全校園、ISO 14001環安、ISO 
27001資安、ISO 20000資訊服務管理等國際認證，
這一切的肯定與榮耀在在為每一位淡江人作了品
質保證的加持。至於獲得第19屆國家品質獎，在眾
人的眼光裡，只不過是為學校又增添一筆優良記
錄吧了！事實上，這份殊榮更別具意義，本校曾
經於2001、2007年兩度申請國家品質獎未成功，但
是，全校師生同仁憑著堅忍的毅力，經過兩次挑
戰的淬煉，持續改進，終能獲得肯定。在此，特

藉爭取國家品質獎的經驗期勉每一位即將踏出校
門的淡江人，在人生的旅程中務必堅持信念，秉
持著樸實剛毅、持續改善的精神，縱使遭到失敗
也要愈挫愈勇，必能終抵於成，而獲得認同與激
賞。
　2008年以來，全球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掀起了
前所未有的失業浪潮。如何解決‘畢業即失業’
的困境，大學教育應是責無旁貸。97學年度全國大
學校長會議提出共同宣言，強調培育未來人才的
使命，應讓大學生具備現代公民基本教養，並擁
有改變未來的道德力、創新力、自學力、宏觀力
與就業力的5項實力。本校的辦學理念一向秉持著
持續改善的精神，在既有的傳統中建構一個多元
化的優質校園，經營一個無遠弗屆的學習環境，
讓每一個學子透過三環五育的學習養成，而具備
高度的軟實力，以與世界同步。每一位莘莘學子
都是曾經踏上克難坡而成為校園新鮮人，學成後
帶著滿篋行囊走過五虎崗成為社會新鮮人，無可
否認的，踩踏過這條相同的軌跡而走進社會的學

子都將永遠頂著淡江人的熠耀光環燭照於世。如
今，遍佈在國內外各個角落的校友已達22萬多人，
這一股很龐大的力量，不僅是學校所需社會資源
的主流，更為在校生提供就業經驗和管道，薪火
相傳，共同鑄造淡江這塊閃亮的金字招牌。
值此畢業典禮前夕，希望每個學子：
在母校這個大家庭裡接受薰陶化育，
培養全方位多元化的理念，
審慎思考自己未來的願景，
增強軟實力，持續改善做好完善的準備，
把全面品質管理的概念應用到生涯規劃。
以創新的思維與宏觀的胸襟締造新契機，
以積極進取、樂觀奮鬥開創美好的人生，
為國家社會挹注新文化、新氣息，永保淡江人的
優點與特質。
　最後，謹虔誠地以「淡江最正‧品質保證」祝
願大家振翼高飛，鵬程萬里，以“樸實剛毅塑造
社會新文化 五育兼備成就心靈卓越人”開創一番
「淡江以你為榮」的榮耀。

教心所  李克翰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第9屆全球熱愛生命獎

　淡江給了我許多，也挑戰我許多，回想剛
考上淡江，正要開始享受大學生涯時，一場
車禍改變我的人生，我成為一個身心障礙
生，決定入學那天起，所有的硬體設備也開
始挑戰了我的求學生涯。
　學校對身障者的接納與開放，讓我順利完
成大學學業，最後從淡江教心所畢業。回想
第一次，商管大樓前的路障讓我無法進入校
園，那個挫折感，記憶猶新，但令我意外的
是，我向學校反應後，短短三天內，學校便改善這個問題。這給了
我很大的激勵，原來是可以向環境溝通的，而這樣特殊的經歷，是
我在淡江大學的求學過程中經驗到的。
　大學畢業後，我考上教心所，對我的人生與我的身障歷程有很大
的操練，他的包容與支持及對人性的多元觀感，讓我耳目一新。淡
江設立教心所並非虛晃一招，而是真的看見心理工作及社會環境的
需要而設，因此，我決定進入熟悉的校園，學習我有興趣的專業工
作，一走便走了四年，終於畢業了。
　雖然我已進入工作職場，但從不曾忘記我的校園生活，以及在學
校得到的一切。不知是否有緣能夠再回到淡江，但我知道，這裡的
一切會是我人生最絢麗的部分。

英文四  王學寧 
淡江時報文字記者
第13屆學生會副會長

　「青春是一種藝術。」~劇作家王
爾德
　我的大學生活如創作一幅巨畫。
大一時，站在空白畫布前，想像、
思索，衝動中帶著傻勁與純真，期
待裡摻雜害怕。大二完成構圖，線
條還算美但不成熟，筆觸缺乏一種
直覺式的寫意與瀟灑。大三完成了
畫作的一半，我耐心地堆疊不同色
塊，試著讓畫面豐富。大四，展示
畫作的時間到了，我把畫布周圍的
雜物推到一旁，好讓自己端詳眼前
的作品。
　小時候怕忘記事情時，我會寫在手心提醒自己。現在的我也有這
種感覺，想把這幅腦海裡的大學風景放在手心，想回味時就能輕輕
舉起手，將回憶展開。我害怕忘記宮燈道旁的薔薇有多麼美麗，當
它們落下時，我總是撿到寶般地拾起，帶回宿舍妝點我的玻璃瓶。
我害怕忘記當淡江時報記者的機伶與俐落，以及因採訪而認識的老
師與同學，你們的故事豐富了我的生活。
　淡江的美來自眾多的人物與景色，多元的思維與色彩，像吃一桌
子的好菜，沒有一道重複，各有滋味。我慶幸自己能來到這裡，一
個令我開心的、傷心的、快樂的、難過的、失落的、欣喜的、陽光
的、雨水的、瘋狂的、感動的夢想之地。
　親愛的淡江，謝謝你，讓我的青春成了藝術，我將好好珍藏。
　生命裡有多少的偶然呢？
　能在淡江遇見你們，是很美的事。

華商班  張樹義  
中菲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面對全球金融風暴的急促改變，每
個人皆上緊發條，我必須盡速吸收新
知。淡江華商班數位學習的遠距教學
模式，恰巧滿足我的需求，於是讓我
這年逾50的人，興起了重返校園求學
的念頭。
　在學期間，我認識許多不同的人、
事、物。淡江老師把學習視作啟發，
養成學生獨立思考的習慣，和我的工
作相輔相成。所學到的多元思考，不
僅針對工作，更可以運用在任何事物上，是非常珍貴的收穫。在實
體互動的課程中，也重新與同學、老師相處，少了工作上的利害關
係，相處起來情誼更為真摯，成為可以共患難、互相幫忙的朋友。
　提醒學弟妹，學習心態和社會經驗，決定你學到多少，大環境不
斷變化，現代講求終身學習，各方面都有足夠的能力才能適應變
動。同身為淡江人，若有困難我將不吝幫助，也勉勵淡江學子，積
極吸收新知，我們的努力將使淡江日益成長茁壯。（陳依萱整理）

歷史四  黃靖雯 
第五屆「北歷盃」籃球MVP
94、97學年度校慶女子跳遠冠軍

　用汗水與淚水交織而成的大學四年，打籃球對我而言再重要不
過。若沒加入籃球校隊，我的大學生活必定失色不少。
　回憶過往，和同儕一起為比賽打拚的日子，彼此之間因壓力、挫
折及求好心切而起的衝突不少，但是操演訓練後，會發現彼此意見
的優劣之處，而找到更好的戰略，隊員之間的情誼也在這一來一往
之間更為緊密。特殊的日子裡，她們會刻意為我安排驚喜，看到學
妹因練球而忽略課業，我也會扮演黑臉激勵她。
　此外，為了打球比賽，我得時常請假，感謝班上麻吉的同學幫

忙抄筆記，我們都熱愛運動，最喜歡在
空閒的時候，相約八里踩腳踏車，追風
時，風吹過臉、撫過手，那種感覺真
棒。
　時間過得好快，馬上就要畢業了，很
捨不得班上同學和隊友，也很感謝系上
老師在課業上的指導，及覃素莉教練這
四年的教導，他們都是尊重學生想法的
好老師、好教練，在教學和訓練過程給
我們很多自由的空間。在淡江這四年過
得很精采，也很開心，我想會是這輩子
最珍貴的回憶之一。（林芳如整理）

大傳四  陳貝宇
96學年度赴美國沙福克大學交換生
畢業生致詞代表

　我的大學生活很不同，當大家又欣
喜又煩惱地，成為被放出籠子的小鳥
時，卻是我求學生涯中，和「家」最
近的時候。從國中開始，我每天通
勤一個半小時到台北上課，所以上
大學後唯一的欣喜就是「通勤good-
bye」！當大家對大學充滿想像，父母
都是淡江人的我，卻對淡江沒什麼新
鮮感，直到，套上學士服，才突然感
受傳承。
　回顧之後發現，淡江給我許多機會
與開發自己的可能，社團熱血練習、電台製作節目、交換生孤獨充
實，大學四年，真正坐下來讀書的時間或許不多，但我更懂得珍惜
身邊的人，也新增了很多回憶。
　我相信，走過的每一步，就算跌個四腳朝天，都具有絕對的意
義。淡江四年裡豐富我生命的人、事、物太多，但是說謝天太俗
氣，所以，或許不是當面，但在我心裡，在凌晨3時到4時，當世界歸
於寂靜的那15分鐘，我會想起你們，想念我們一起寫下的淡江歷史。

經濟四  辜瀚霆   
98年救國團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大學四年，收穫最多，也最難
忘的是社團經驗！剛進大學時原
本只想體驗一下大學生活，到底
有多麼地多采多姿，所以到社團
博覽會亂晃，其中一個攤位的學
長姐非常熱情，如同對待熟稔的
朋友般招呼我，讓我因此填了學
生會的招生報名表，成為淡江大
學社團大家庭中的一員。
　第一個接觸的活動是校慶，沒
有經驗的我感到很新鮮，籌劃過
程讓我體悟，辦活動不是表面
看到的這麼簡單，也從此開啟
我對社團經營的曙光。學生會會辦牆上掛著標語─「要做就做到最
好」，成為我的精神指標。大二我當上學生會的重要幹部，並成為
學生評議委員會的委員，參與大大小小的活動，參與者的笑容，是
支持我繼續下去的動力！
　大三時，我接下樸毅志工社社長一職，走上街頭為弱勢團體募集
發票及款項，建立創世基金會草屯分院，並精心籌劃以遊戲方式服
務社會的活動，希望號召更多熱血青年為社會付出心力！後來，有
幸擔任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研討暨成果觀摩會的活動長、寒假社會
服務隊行前講習會的活動長等，參加這些活動都讓我獲益良多。
　雖然即將畢業，但未來我會繼續學習、繼續回饋、繼續追尋幸福
的笑容，讓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得到幫助。

●96年9月／人行道與悠閒雅座
　96學年度起，文學館與會文館間之T字道路，規
劃為行人徒步區，阻擋車流進入，讓師生不必擔
心來車，可以放心漫步，並陸續增設休憩桌椅，
讓你聊聊天紓緩緊繃的心情。畢業後別忘了常回
來 ， 在 這 林 蔭
下，享受悠閒的
午後時光，回憶
大學時的青春歲
月。
大傳四 石知永
　文館旁以前車
子來來往往很危
險，變成專屬人行道後，大家都可在樹蔭下悠閒
地走路，或是買食物和同學坐在一旁聊天，陣陣
微風吹來，真棒！很喜歡這樣的改變。
教科四 賴宇琦
　這樣的改變對行人來說安全多了，大學四年，
看到學校貼心的設計愈來愈多了呢。

　準社會新鮮人們，你做好進入職場的準備了
嗎？以下為師長、校友們送給你們的畢業禮
物，希望你們帶著這些建議，進入職場所向披
靡。

●別掉入學歷的陷阱，好的學歷，也要有好的經
歷、好的方法和對的態度，才能平衡期待與現實，
要學以致用、手腦並用，千萬不能眼高手低。（中
國時報旅行社總經理趙政岷）
●不只是按照計畫去做，還要有臨機應變的能力，
解決每個突發問題，才能使活動按照原定計畫圓滿
成功。（軍訓室主任陳國樑）
●懷抱夢想、擁有實力的人，一定要持之以恆，堅
持理想、面對挑戰，不輕易放棄。唯有不放棄，才
能嚐到最後成功的果實。（會計系系友、2008金鐘
獎最佳配樂陳建騏）
●要學會放鬆壓力，不要因外界的動盪而懷疑自
己，這樣反而無法發揮潛力。（諮商輔導組組長胡
延薇）
●編劇不是閉門造車，因此建議想進入影視業的學
弟妹，要多方面涉獵，走入人群、多和不同領域的
人接觸，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大傳系系友、
2008金鐘三冠王陳慧翎）
●不要只看茶杯裡的風景，和華美膚淺的外表，世
界充滿多元的挑戰，底層所蘊含的意義才更深遠。
（建築系系友、2008年第十二屆台北文化獎得主謝
英俊）
●機會經常從身邊過，充實好自己的能力，才能抓
住機會。（化工系系友、台灣黏劑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孫瑞隆）
●如何在面試現場把自己賣掉，有三個要素：1、
展現熱情。2、證明自己的特點。3、證明自己的優
點。（建築系系友、Yahoo！奇摩特輯企畫總監李
怡志）
●想好自己要什麼，針對公司性質與規畫去選擇、
了解，保持開放的胸襟及好態度，淡江這塊招牌不
會輸給國立大學。（亨嘉企業董事長董煥新）
●有名、有學問固然是大家想要的，但是心地善良
才是最重要的，同學在畢業後，也許會遇到社會黑
暗面，但不管週遭的人如何爾虞我詐，我希望同學
還是能當個心地善良的人。（日文系兼任副教授趙
太順）
●累積知識就是累積資產，也是成功不可或缺的關
鍵。（EMBA校友、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資深副
總經理賴三郎）
●未來想創業的同學，一定要注意「三件存摺」：
一是銀行存摺，要有本錢才能有未來；二是人脈存
摺，在創業過程中，多認識朋友，會有意想不到
的幫助，做人一定要納百川；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健康存摺，創業常須當拚命三郎，所有事情都
要事必躬親，如果沒有健康的身體，很難撐下去。
（電算系校友、友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歐陽
自坤）
●活用歷史可以幫助你解決問題，不管將來要創業
或就業，要記住「老闆不要你告訴他問題，老闆要
你告訴他怎麼解決問題」。（訊聯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蔡政憲）

淡江最正 品質保證 校長  張家宜

　大學四年中，什麼事情讓你印象最深刻呢？你還記得當時的心情
嗎？讓我們一起來回味一下，你我在淡江共同的記憶吧。

重溫我們共同
的 回憶

●97年5月／福園群鯉狂舞
　「福園的鯉魚在繞圈圈耶，難道是地震的預
警？」還記得那段爭相一睹鯉魚成群繞圈的景象
嗎？全校師生爭相走告，最後連電視台都來拍攝
採訪，原來是魚池缺氧。相信這個小故事，是大
學四年生活裡，一段有趣的插曲。
財金四  廖奕傑
　當初在BBS知道此訊息後，就去福園觀看，那

時感覺超級神奇
的，魚怎麼會成
群繞圈圈呢？我
想這一生很難再
看到第二次了，
真是很有趣的記
憶。
法文四  張雯綺
　這些鯉魚也太
可愛了，竟然會
轉圈圈，很不可
思議。這也算是
在淡江四年看過很特別的情景之一。

●98年1月／校園全面禁菸
　今年1月起，響應政府政策，校
園中除了特定地區，其餘全面禁
菸，各種防制禁害的活動，如
火如荼地展開。你一定很慶
幸，在畢業前呼吸到校園中
的新鮮空氣吧。
英文四  吳元熙
　這項制度用意很好，可以保
護不吸菸者的權益，這學期校園
中不會遇見同學隨意吸菸，看來
成效不錯。但是也要注意，不要將
吸煙者妖魔化啦。

歷史四  黃靖雯
　以前都要忍受二手菸的迫害，但自從菸害防制
上路及學校積極管理，現在鮮少看見學生隨意吸
菸。雖然快畢業了，但學弟妹以後不用再忍受菸
害，還是很開心。

●98年2月／展示廳蛻變為黑天鵝
　為了將商管展示廳改作他用，把展示廳搬到海
博館，同學們曾經因為擔心改變地點後產生不
便，而發出一連串的反對聲浪，如今新的黑天鵝
展示廳發揮了最大的效用，同學們也在這過程之
中得到了成長。往後入學的新生或許不知曾有這
樣一段插曲，但這點點滴滴想必是即將畢業的
你，永生難忘的回憶。
中文四  馬治瑜
　黑天鵝展示廳這個名稱很特別，也很吸引人，
能給學生們一個專屬的展示空間真的很棒。不像
以前只是一個簡陋的空間，而且黑天鵝展示廳有
特別設計過，很有藝文氣息。

●98年3月／忘春瘋狂high party
　學生會所舉辦的「忘春瘋」演唱會，已經成為
每年3月校園活動的重頭戲。為了一睹偶像明星的
風采，大家總是大排長龍，爭相購買入場票，今
年也不例外。這樣的瘋狂青春，相信畢業後的你
很難再有。
大傳四  陳虹儒
　在淡江最後一
年了，所以決定
去看場精采的演
唱會，讓大學四
年可以用難忘的
回憶劃下句點！
忘春瘋沒讓我們
失望，記憶最深
刻的歌手，是大
家心目中的女神
陳綺貞，一上台
氣氛瞬間凝結，
感 覺 好 像 在 發
光！那令人平靜
的歌聲把我一身
的 疲 累 都 洗 淨
了！真的很開心。

●98年5月／金韶獎復活記
　停辦二年、淡江音樂人的搖籃金韶獎又復活
了，在這屆畢業生畢業前重新找回金韶獎的盛
況，相信身為淡江人，你一定覺得很驕傲。
資傳四  趙心華
　兩年前的金韶獎，我演唱的是徐懷鈺的「雨
傘」，但因其他參賽者實力堅強，所以沒有得
名；今年我再度報名參加，卻因為忙於畢業製
作，無暇練歌，最後選擇放棄比賽。可是事後卻
聽見朋友說，很希望我能站在台上唱歌。畢竟是

最後一年了，感到有些可惜及遺憾。

●考期圖書館一位難求
　圖書館是大部分學生的最愛，期中、期末考時更
是大家抱佛腳的好所在，你是不是也有排隊搶位的
經驗，快畢業了，回想一下這個有趣的景象吧！
資管四  陳帝佑
　每到考試，圖書館就大排長龍一位難求，我很幸
運每次都有搶到位置。但很不喜歡有同學一次就佔
一整桌位置，最後其他人也未出現，真的很浪費資
源，應該留給真正想念書的人。
大傳四  楊育鳴
　考前我都會到圖書館k書，經常有人為了爭奪位
子而爭吵，最後被旁人請了出去，我都替他們捏把
冷汗，其他學校的朋友看見，也覺得淡江學生怎麼
那麼「用功」！畢業後，回想這段往事，或許還會
覺得是屬於大學時代特別的回憶吧！

師長的叮嚀

很美的事

要做就做到最好
我們寫下了淡江歷史 絢麗的淡江人生

讓回憶蔓延

汗水淚水交織的大學生涯

終身學習收穫豐

文／張家綺、林芳如　　圖／凃嘉翔、黃士航、洪翎凱

圖／凃嘉翔、黃士航、洪翎凱、劉瀚之、林奕宏、陳振堂、王文彥

找找看，你是否也在排
隊入場的行列中。

中文四  劉兆恩
第25屆五虎崗文學獎散文首獎、新詩
推薦獎

　近日因場地難覓，淡江之星聯賽移
師 五 股 球 場 ， 把 未 完 的 賽 事 做 個 了
結。坐在休息區等著大學生涯的最後
一次比賽，回憶卻肆無忌憚的蔓延。
　大一新生訓練那天，看見系壘招生
宣傳的口號：「加入就能當先發！」
煞是吸引人，便從此踏進沙場。大二
那年加入「淡江之星慢壘聯賽」，才
得以不斷和各個與會系隊對戰。可是
比賽多了，問題卻也來了。每個人對比賽的觀點不同，難免產生摩
擦，我們歷經許多風風雨雨，終於懂得學習理解與包容。球隊給我
的，並非只是挑戰逆境，分泌腦啡以餵養體內好鬥的小獸，而是更
加珍貴的友情與人生經歷。總有些人會記得你生日，為你慶生；也
有人會在你準備研究所時，適時給你建議。於比賽中所遭遇的困
境，也讓我在面對難題時能更具抗壓性。
　眼見球隊成長茁壯，我們也盡力將經驗傳承給下一屆。望著熱身
的學弟們，開始期盼沒了這些學長之後，小朋友們開創出的，會是
什麼樣的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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