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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一樣的路
展現蘭陽優勢

一鳴驚人展翼高飛
蘭陽首屆畢業禮讚
淡江大學蘭陽校園，2005年開始招生，採英
國牛津和劍橋導師制的教學模式，為張創辦人
建邦博士創立蘭陽校園之理念，教學採學季
制，密集彈性式排課，訓練同學時間管理；課
程90%以英語授課，並採大三學生全體出國留
學的教學設計，師生全體住校，以強化生活及
課業輔導，畢業後將更具國際競爭力，期培育
全方位菁英人才。2009年盛夏，第一屆畢業生
將展翅翱翔，畢業典禮以英語進行，充分地展
現蘭陽校園國際化的成果。
蘭陽校園的第一屆畢業生，將隨著鳳凰花開
並在學弟妹的真心祝福下，「畢業舞會」精采
落幕；「植栽希望之樹」讓希望永不凋零；
「畢業大聲公」把歡笑和淚水編織的點滴說出
來；數年後，回到校園漫步時，「畢業話塗
牆」依舊屹立不搖；「校園巡禮」將蘭陽最
美的一刻，永記心頭；屬於蘭陽的「畢業典
禮」，師長們的殷殷期盼將成為前進的動力，
“Be proud of you; be proud of me.”
（文／江啟義）

Proud of You

Hold me up Hold me tight
Lift me up to touch the sky
Teaching me to love with heart
Helping me open my mind
I can fly
I'm proud that I can fly
To give the best of mine
Till the end of the time

畢業大聲公真情告白

植樹傳承拓荒精神
【記者孫筱婷蘭陽校園報導】鳳凰花開，蘭
陽校園此時響起蘭陽之歌＜Proud of You＞，
陪伴畢業生在校園留下足跡。畢業生們在校
園主任林志鴻、創發院院長劉艾華、各系系主
任，及各班導師的帶領下，於6日上午8時30分
伴隨音樂聲的悠揚，在智慧花園進行「植栽希
望之樹」。
活動承辦人學務處組員蘇鳳龍表示，讓126
位畢業生親手栽種杜鵑花苗，具有象徵的意
涵，希望讓學生更熱愛校園，彷彿是親手栽培
自己的小孩般，讓學生對校園有更多的留戀與
懷念。資通四顏紹帆說，學弟妹會代替他們留
下繼續培養、成長。語言四楊克勤認為親自栽
植，代表著「我們曾經留下的痕跡與紀錄。」
更因身為第一屆畢業生，不論是形式或意義上
皆是特別的，「我們就像扮演拓荒者的角色，
摸索、克服這四年的種種困難，也算是為學弟
妹立下一個標竿。」
「種下希望之樹，就像種下希望，對校園有
所建設，這是其他學校所沒有的形式，感覺特
別有意義。」資軟四李家羚笑說，花園旁還有
立牌刻上第一屆畢業生的姓名，感覺很榮幸，
看見自己的名字，「也證明我曾經存在這個校
園，很開心身為第一屆的畢業生。」＜Proud
of You＞繼續悠揚，畢業生帶著師長、學弟妹
誠摯的祝福，親手栽植的希望，展翅翱翔。

(攝影／凃嘉翔）

Exhibiting senior class artistic works
畢業話塗牆-藝塗布龜

展翼舞會勇敢飛

畢業感言

【記者江啟義蘭陽校園報導】「畢業話塗牆」
於上午9時15分至30分在宿舍B1停車場舉辦，從創
作、上釉到完工，歷經一個月。駐校藝術家周澄及
大四畢業生聯手合作的「龜山日出」彩繪牆，由校
長張家宜、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創業發展學院院
長劉艾華及周澄等人揭幕。此面牆是大四生的集體
磁磚創作，藉畢業主題「意圖不軌-一鳴驚人」之
諧音「藝塗布龜」，為對學校的回憶及感謝。
在畢業典禮的活動中，「畢業話塗牆」將永遠流
傳於校園中！活動承辦人學務處組員蘇鳳龍說，蘭
陽校園的「龜山日出」媲美淡水校園的「淡江夕
照」，製作的構想是希望畢業生都能像龜山島一
樣，每天太陽從東方冉冉升起，活力也滿滿！資通
四陳慶芃表示，由於宿舍房間面海，因此可以看到
龜山島日出及蘭陽平原夜景，構想是將房內往窗外
看到的景色畫在磁磚上，等到幾年後回到蘭陽時，
看到這份作品，還能懷念宿舍生活的點點滴滴。此
外，蘭陽校園的室內設計以粉刷素色油漆為主，磁
磚的彩繪及上色也為校園增添不少活潑的生氣！政
經二高景瀚笑道，多了一面彩繪牆，讓校園生氣蓬
勃了呢！
張校長於剪綵時表示，看到這些創意作品，不只
富含紀念性，也表達了每個人畢業的心情，希望畢
業生有空多回來看看校園，自己也會來看看同學的
圖像創作。資通四許雅雯感性地說，將好朋友的綽
號寫在磁磚上，幾年後，和知己們一同回到校園，
看到屬於自己的創作，回憶滿滿，甜蜜也滿滿。政
經四陳宇軒開心地說，身為第一屆畢業生，能夠將
自己的創作融入校園中，意義非凡，也因蘭陽的學
生較少，才能多了這份機會創作，「這都是我們曾
經存在的足跡！」

深夜裡，都有我與老師們分享心事、研究課業與
討論未來的點點滴滴回憶。而蘭陽校園的同學們
是可愛的，雖然我們都曾為了山上苦悶的日子憂
鬱過，也曾為了自己的前途懷疑擔心過。但是，
我們為彼此真心的加油打氣，蘭陽校園剛開始有
點冷冰冰又有點距離感的人際藩籬，在不知不覺
中也被我們的歡笑與淚水打破。在這裡，我們把
蘭陽變成了我們的家。在這裡，我們克服許多困
難並長大成熟。
蘭陽給我最珍貴的，是品格上的磨練以及挑戰
自我極限的勇氣和毅力。雖有冒險與挑戰，但這
段旅程將結束，讓我們為彼此歡呼：「我們真的
做到了！」

-蘭陽學園住宿報到
大一上學期時，因蘭陽校園尚未完工，必須先
住在淡水校園一個學期，學生宿舍稱為「蘭陽學
園」。宿舍舉辦很多活動，如營火晚會、烤肉、鬼屋探險
等，使我們的生活多采多姿。在淡水生活，每週一都要穿正
式服裝，雖然受到許多同學「異樣」眼光的對待，但後來也
逐漸習慣。大家一同上課、一同下課逛街的感覺，很值得回
味！（政經四賴冠蓉）
-自淡水搬遷到蘭陽校園
大一下學期，我們從淡水搬回蘭陽，心境上的變
化很大，我覺得淡水比較開放。雖然覺得蘭陽校
園資源沒那麼豐富，但有國外學院風的感覺，對我的幫助很
大，而且師生一同住校，配合英語教學，和老師的感情變得
更好！（資軟四蕭秀丹）
到了蘭陽這個新環境，真的很興奮，除了教室，連宿舍都
是新的。不只環境上需要適應，就連心境也要有所調適，不
過在蘭陽這幾年來，我還是非常開心，收穫滿滿！（語言四
黃雅婷）
-林美社區服務志工隊成立
一開始蘭陽校園的服務性社團不多，當時蘇鳳龍
大哥知道我曾有志工服務的經驗，於是鼓勵我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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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宛琳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
園於6日上午9時舉辦「畢業大聲公」的活
動，整整半個小時，讓畢業生在豔陽高照之下，站
上建軒一館前搭建的平台，大聲對全體師生說出畢
業後心中的願望，原先大家還害羞的站離台前遠遠
的，在資軟一花婕儒、施晨萱的主持下，引導學長
姐放膽來說，不論是閒話家常或八卦話題，任何勁
爆的內容，都可以在此時大聲說出來。而這感動的
情緒連老師都沸騰，資軟系系主任、導師林銀河，
率先上台，同學也隨即聚在台前，揭開活動的序
幕。
林銀河對著自己帶了4年的資軟四學生真情告白，
他表示，在其他的學校任教時，跟同學間都有點
距離，但回想這4年與學生的相處，第一次那麼親
近，將學生都當成自己的孩子，能得到那麼多的孩
子，真的很開心幸福，他期許，同學能利用這4年
來的寶貴經驗，順利走向人生的道路，最終都能獲
得快樂與幸福。
而資軟四馮必豪也當場上台來段林銀河老師的模
仿秀，維妙維肖的動作引來台下同學大笑，資軟四
劉興昌則感性地說，感謝老師在這些年來給了許多
的鼓勵，而大三出國身在異鄉時，因同鄉的情誼，
彼此互相照顧，同學們都更加熟識了呢！資通四
的張莉君則趁機抱怨：「其實餐廳的東西真的不
好吃，讓我想揮揮衣袖，只帶走這4年來美好的回
憶！」前一晚在男宿玩瘋的資通四鄭逸新則表示，
這種場合總少不了被拱上台，但也不得不說，昨晚
男宿真的很high，大家玩著beer pong的比賽，輸了
就喝酒，最終大家在一片歡樂中醉了！而資通四吳
俊毅與吳孟芙班對的真情告白，則讓現場的同學沸
騰。平時致力於課業的學生，趁著畢業前夕展現活
力，現場在一片歡騰中劃下完美的句點。

(攝影／馮文星）

(攝影／馮文星）

Academic procession
校園巡禮離情依依
【記者孫筱婷蘭陽校園報導】將要揮別4年來充
滿歡笑、淚水的蘭陽校園，畢業生個個面帶微笑，
陽光似乎也感受到這份喜悅，努力地發散光芒，蘭
陽校園主任林志鴻、駐校藝術家周澄、院長、導
師、畢業生等在校園昂首闊步。
當天一行人從宿舍車道入口處出發，一路經大階
梯、籃、排球場、建軒一館、文苑一館、克難坡
等，在大階梯與克難坡鋪上紅地毯，營造星光大
道的氣氛，讓畢業生感受明星般的待遇，畢業生
們巡禮校園，回顧4年來的足跡，校園建築從無到
有，與師生共同成長，嘰嘰喳喳的畢業生們有說有
笑，卻也逐漸顯露離別的不捨，政經四莊凱涵說：
「應該是最後一次可以和大家一起逛校園，有點感
傷。」另外，亦安排在校生於大階梯的兩側，獻花
給畢業生，當自學弟妹手上接過花束，欣喜之情難
以言喻，資軟四李家羚語帶驚喜地說：「很驚訝收
到學弟妹獻花祝福，真的很窩心，很感動。」她表
示，當收到花時，班上的人還開玩笑道：「天氣那
麼熱，送花也太浪費了吧！不如買杯飲料比較實在
吧。」但她仍滿心感謝學弟妹的付出。而政經二連
昱齊則給予祝福：「與學長姐才逐漸熟悉，他們就
要畢業了，真的很捨不得，希望他們在畢業後有很
好的發展。」
政經四班導師、助理教授鄭欽模甚至在畢業典禮
上落淚，他說這一屆畢業的學生，是他回淡江任職
所帶的第一批學生，看著他們成長，如今要畢業
了，「心裡能不激動嗎？」他認為與學生之間產生
的情感是難能可貴，不僅對學生的個性、人生觀、
優缺點瞭若指掌，與家長都甚為熟悉。「對我而
言，他們不只是學生，還是學弟妹，更像是我的兄
弟姐妹。」鄭欽模更以他的學生為傲，祝福他們：
「外面世界很大，就勇敢地飛吧！即使再捨不得，
也希望他們要飛得更高更遠。」

在蘭陽的家成長蛻變 美景快樂永留心中

全球化政治與經濟學系王仁成
如果你問我，離開蘭陽校園後，最想念的會是
什麼，除了這裡的青山綠水外，無非就是對師長
以及對學弟妹們的思念。想當初，我懷抱著一顆
忐忑不安的心來到了蘭陽，面對這個全新的校
園，我許下了一個願望。我告訴自己，不論前
方的道路有多艱難，我的心都要像大海一樣的開
闊。厭倦了淹沒在人海中的孤寂與冷漠，我刻意
的選擇了人數較少的蘭陽校園，期許能與老師、
同學有更多的互動，也希望能找到家的感覺。
如今，在蘭陽3年的時光匆匆過去了，我的確在
這裡成長了好多。蘭陽校園的老師們都極具愛心
與教育熱忱，無論是在用餐時間、下課後甚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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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 me I can fly
I'm proud that I can fly
To give the best of mine
The heaven in the sky ......

Expressing post-college aspirations

Planting the trees of hope

【記者林仕鵬、江啟義蘭陽校園報導】為歡
送蘭陽校園大三出國及大四生畢業，蘭陽校園
於4日晚間在建邦教學大樓1樓餐廳舉辦「畢業
舞會暨展翼歡送會」，參與的同學皆著正式服
裝，工作人員也扮成空姐空少，恍如身歷待起
飛的飛機，朝著理想勇敢飛翔。
活動開始由華麗旋轉國際標準舞社開場，兩
支曲風不同的舞蹈，炒熱全場氣氛。街舞社也
帶來一連串性感及狂野的演出，政經二黃正邦
開心地表示，現場氣氛HIGH翻天，「玻璃都
快要破了！」活動期間別具意義的非「感性
時間」莫屬，除有學弟妹為學長姐準備的影片
外，還有師長們的感言，同學也可以上台說出
內心話。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
從成立蘭陽校園籌備處到現在已經五年
了。歷經第一年招生，在淡水暫度，然後全
體搬家到蘭陽開始新生活，一切從無到有，
今天終於看到蘭陽校園的學生學習有成，即
將踏出校園展翼翱翔，心中的欣慰實在難以
言語形容。
蘭陽第一屆畢業生是最辛苦的一屆，面對
全新的學習環境和挑戰，他們沒有學長姐的
牽引和經驗分享，除了依賴師長的協助，其
他都得靠自己慢慢適應。過去的那段磨合
期，他們曾經對校園的制度產生質疑，據理
力爭堅持不同的看法，但是當他們歷經大三
出國的歷練後，他們的眼界開闊了、想法變
多元了，他們了解學校的用心，體會師長的
關心和期許，他們的談吐或想法都有了極大
的轉變，孩子們長大了，也成熟了。
看著即將離巢的孩子，要為自己的另一段
旅程打拚，我們充滿信心。蘭陽校園的全英
語教育及大三出國制度，為畢業生營造的優
勢，已在畢業前陸續展露出來。不管是升學
或就業，蘭陽生良好的外語能力、豐富的歷
練及積極開朗的個性，無論是研究所的甄試
或求職的面試都為他們大大加分，已有不少
學生順利考上國內外研究所，繼續深造；部
分提早畢業的學生，也傳來好消息，打敗諸
多競爭強手，取得就業機會。孩子，我們深
深以你為榮，也為你感到驕傲。
雖然不捨，但離別是下次相會的開始，往
後的每一年，我們會將蘭陽校園的訊息捎給
你們，也期盼你們經常回家。期待並祝福你
們善用大學所學及國際觀，闖出一片光明的
未來。（吳春枝整理）

Love in your eyes
Sitting silent by my side
Going on holding hand
Walking through the nights

第一屆蘭陽校園畢業典禮，由張創辦人建邦博士及校長張
家宜博士親自主持典禮，配合精緻的場地布置，畢業生個
個帶著師長們的祝福、全球化的視野及旺盛的企圖心，邁
向新的里程碑。(圖／馮文星、洪翎凱 文／江啟義）

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李佩玲
人生就像一本書，每一篇獨立章節記錄著生命
中不同的階段。今年6月，我的大學章節來到了最
終回，就要劃下句點。雖然不捨，但也該見好就
收，著手準備另起一個篇章。
2006年9月，我以插大轉學考進淡江。細數在蘭
陽校園的生活，由於住宿學院制，與同學、師長
朝夕相處，互相照顧所以感情特別融洽。正因如
此，讓身為轉學生的我，能自然融入校園生活，
迅速地交到知心同好。雖然校園所處地理位置偏
遠，無法經常出外享樂，但趣味及歡樂從不因此
而減少。與龜山島、蘭陽平原為鄰，夜晚還有宜
蘭最美麗的夜景伴我入眠，這樣的生活，相信往

後很難再次擁有，一切的美景及快樂生活將永存
心中。
大三出國留學是蘭陽的大事，我幸運地到奧地
利維也納大學當交換生，體驗歐洲生活，也嘗試
不同的學習經驗。一年的異國生活，彷彿已經經
歷了人生中，多年的酸甜苦辣及喜怒哀樂。設法
解決文化衝擊的問題、與外國朋友聚會與相處
等，在在使我變得更獨立、樂觀，視野和心都變
寬闊。
雖然我的大學章節內容，比其他人少了一年。
但如此精采的濃縮，我要將它獨自裝訂成精裝
版，書架上，它將是最顯眼，也是我最喜愛的一
本書。

林美山上的蘭陽 我們的點點滴滴
服務性社團，於是和我兩位伙伴便一同創立了蘭陽志工隊，
以服務三民國小的小朋友為主，以全英文的教學，透過遊戲
等方式，激發小朋友學習英文的興趣。曾舉辦過清山的活
動，到仁愛之家服務老人，但大多皆以小朋友為主。
因為志工隊，讓我學習到如何與人溝通、團隊合作，更了
解如何跨出原有的框架，突破心防，融入志工隊這個大圈
圈。身為轉學生的我，因為志工隊給予的愛與鼓勵，有著一
股強大的正向力量支持，讓我在學校一點都不孤單。在志工
隊的學弟妹們，你們都是最珍貴的小樹苗，需要為彼此加
油、打氣，就像小樹苗需要陽光的溫暖，才能茁壯成長。
（政經四王仁成）
－雪山隧道全線開通
從淡水校園搬到蘭陽校園後，每次回家都要繞北
宜公路回台北，路途真的顛簸遙遠，不過隨著雪山
隧道開通，我們回家真的方便多了！不僅價格便宜，連寒暑
假宿舍需清空時，父母親也會直接到蘭陽校園接送，省去寄
送的麻煩，真的很幸福！ （資軟四馮必豪）
-淡海同舟首次移師蘭陽
我曾擔任蘭陽校園搖滾來滾去社創社社長，首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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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參加淡海同舟，很有大學生的感覺，且能和淡水的同學一
起在自己生活的地方上課，「感覺很特別。」藉由此活動，
可增進同儕間的情感交流，也學到如何組織社團及內部管理
的方式。（政經四王怡文）
參加淡海同舟是個很新鮮的體驗，可以認識更多社團負責
人。由於本身是第一屆系學會負責人，因此實務經驗不足，
也缺乏學長姐的指導，在淡海同舟中，可以學到更多管理學
會的祕訣，也無形中增加許多勇氣，面對系上繁雜的事務。
（資通四陳育傑）
－第一屆大三學生出國
在2007年時，我們都必須出國留學！帶著興奮與
些微的畏懼，也很榮幸有機會去美國華盛頓州立大
學留學，出國除到處觀光、寒假自助旅行外，更
要試著與不一樣的文化及種族歧視磨合，也覺得世界並不那
麼遠了。回國後，學會接納更多不同的文化，也更有自信！
（政經四吳佩樺）
當時我是在英國桑德蘭大學留學，因為大一、大二的基礎
沒有打穩，大家都只顧著玩。但在國外上課，開銷勢必更
大，也不想浪費這樣的機會，因此必須花更多時間學習。在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攝影／洪翎凱）

英式獨特學制
見孩子蛻變獨立
這4年來，孩子的演變，父母都看在眼裡，
對父母而言，印象最深的是大三送孩子出國留
學，離開台灣這個熟悉的國土對孩子而言，
不僅是一場學習獨立的旅程，更是學習語言的
過程，雖然所費不貲，但向國外取經的學習成
果，才是父母最在意的。
．資通四林思吟家長林福來
孩子從高中到大學就讀，很明顯看見其蛻
變，個性變得獨立，還記得她剛到美國賓州印
第安那大學時，才幾天就跟同學發生被搶的事
件，在那時期，父母遠在天邊，凡事只能靠自
己，看到他們在此事件的磨練，獨立面對與處
理危機的能力。
在蘭陽這個大家庭裡，彼此關懷，而孩子打
從胎兒時期就開始吃素，朋友都會尊重她的飲
食習慣，還因此影響了幾位朋友一起吃素呢！
不過，對於孩子的未來，我認為，這四年的教
育偏重於通才教育，希望孩子能夠自己去學習
一些專業的教育訓練、或是獨道專長之處，甚
至能夠去考取一些證照，我想對於他未來就業
之路會更順暢。
．資通四盧博群家長詹美惠
這4年來就讀大學的過程中，因為住宿的關
係較少在家，但我們都很放心，因為學校不論
在孩子的人格品性教育都非常注重，晚上還有
老師幫忙關照。在大三出國的時期，到另一個
國家求學，可以看得更廣更遠，但因為許多同
校朋友們其實都在同一學校裡，很容易就會說
慣用的語言，建議學校能夠將學生分散，讓他
們真正進入到全英文的環境。希望他未來不論
是當兵、繼續升學或就業，都能學以致用。

(文 陳宛琳）

（文 江啟義、孫筱婷、陳宛琳 圖 李佩穎、洪翎凱）
國外的這段期間，遇到很多台灣的學長姐，彼此照應的感覺
很溫暖。（資通四粘家豪）
-獲得「優良綠建築獎章」
在大學的這幾年以來，看著蘭陽校園從無到有。
從淡水校園搬遷至蘭陽校園那天還是我的生日，甚
至還下起大雨，真的令我印象深刻。在宜蘭的生活單純，不
論是大三出國、向學校爭取校車、住宿、制度上的權益等，
回過頭看，真令人懷念。當時第一眼看到校園的建築，我覺
得很特別，與一般的建築物大不相同，甚至引起大批同學的
討論。船型的建築大樓，透明的玻璃帷幕，可以遠眺太平
洋，天氣好時，可映出藍天白雲的美麗景色，真美！甚至還
能看到「小烏龜」，可說是屬於蘭陽校園的獨特風景。（政
經四陳怡蓉）
-面對強颱—辛樂克 之考驗
大學四年中，辛樂克颱風的侵襲令我印象最深
刻！那時，我剛好在宿舍體驗「風雨驚魂」。因
蘭陽校園位於林美山上，故供水與供電較不穩定，遇上颱風
時，校內還停水、停電。宿舍九樓因風雨過大開始漏水，使
得床都淹水了！不過學校很貼心，在停水期間安排交通車，
帶我們到山下泡溫泉洗澡，我們也自己包計程車下山吃飯，
這種感覺既特殊又新鮮。（語言四李佩玲）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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