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中最精彩的那個時期，就是從走上克難坡的那一刻開始………
　爬上克難坡後，即開啟了不同的視野和願景，並從此與淡江結下了很
深刻的緣份……

　而對於淡江資工系，你的了解有多少？
　你知道全台灣第一所成立的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是那一間學校嗎？
　你知道大學聯考時，你所填的答案卡，是那一間學校承辦電腦閱卷作
業嗎？
　答案是－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前身為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
 
　1969年，全台灣第一所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成立了！以推廣資訊教
育、培育國家及社會建設之高級資訊人才為教學目標，為國內最早創立
之資訊相關科系，淡江高瞻遠矚，即體會到「資訊化」是未來的發展趨
勢，領先全台創立「電子計算機科學學系」，培育資訊科技的先鋒。現
今資訊業的發展風起雲湧，其中創造那些「資訊奇蹟」的，有許多皆為
淡江資工系的英雄豪傑。1992年，為了符合時代需求及給予外界正確的
觀念，改名為「資訊工程學系」，至今已孕育出超過八千多位資工人。
　40年的歷史，足夠沉澱出可娓娓道來、耐人尋味的深厚底蘊。資工系
在歷史上淵源悠久，實力堅強，有豐碩的研發成果，且教學理念先進，
成效斐然，培養的學生數量眾多，質量上乘。這是經過40年的累積以及
多人的努力，早期創辦電算系，不論在師資或是資源，皆十分匱乏，當
時創辦人張建邦大手筆租借IＢＭ1130主機，雖只有8Ｋ的容量，但全年
租金卻高達七十多萬元，也因為破釜沉舟的堅持，才有資訊化的淡江，
也才會有今日的資工系。
　最令人感動的是，淡江資工人之間「最真實的情感連結」，許多系友
出了校門，仍然常常互相交流，各屆系友平日即聯絡密切、聚會頻繁，
因此這次資工系創系40週年，許多系友自動捲起袖子，拿起手機就開始

號召同學回來團圓，亦與系上師
長們積極合作舉辦「團團圓圓千
人同學會」，全力相挺只為再相
聚。
　2009年，淡江資工系已堂堂邁
入40年，正值「不惑之年」，於
母校59週年校慶之際，資工系和
系友們特別聯手打造一個超大型
的「團團圓圓千人同學會」，資
工系系主任郭經華說：「在資訊
的發展道路上，我們留下了不可
磨滅的的足跡！而且還要保持私
校第一，超越國立，立足淡江，
放眼國際，讓我們做個值得喝彩
的淡江資工人！」

　【記者蔡瑞伶專訪】在29歲考上外交部駐外人員，曾駐巴拿馬、西班牙、秘魯、宏都拉斯，去
過近30個國家；曾在駐西班牙期間推動Valencia和Catalunia州政府來台設置商務投資辦事處，首開
歐洲各國之先；也曾在駐秘魯期間推動「中華民國秘魯經濟文化協會」、「秘魯華裔商會」等，
為台灣完成許多外交政策。黃任佑現駐巴拿馬大使館經濟參事銜簡任商務專員，輝煌的過去與精
彩的駐外經歷，皆始於1974年，他考上淡江西班牙語文系，將生命投入拉丁文化那一年。
　自小個性內向的黃任佑，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於台南私立長榮高中，卻在大學聯考名落孫
山。1973年，父親的同事引介他至當時農復會打工，晚上到站前補習班上課。工作使他有機會接
觸台灣的一級產業，當時台灣有2、30個邦交國，中南美洲就占了10多個，「那時的我已了解台
灣與國外經濟合作的重要性。」他說。因此在選填志願時，耳聞淡江西語系參與國際會議比率甚
高，中南美洲國家又以西班牙文為主，便將之填入志願裡。
　1974年，他進入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開始面對另一個世界、另一個語言。認真的他，不
僅越唸越有興趣，擔任班代，還曾被推薦參加中華民國國際事務委員會暑訓，後出任該會委員，
參加世盟及亞盟國際會議擔任接待員。木訥寡言的他，也在拉丁文化的薰陶，與「不開口不行」
的西文學習下，逐漸熱情開朗起來，變得不怕生也較愛與人說話。這點性格上的轉變，更為他的
未來寫下新的走向。

　大二那年，黃任佑的父親逝世，面對喪親與經濟的壓力，當時的系主任陳雅鴻挺身而出，為他
發起樂捐助學，系上老師與同學皆情義相挺，令他深受感動。「那時系上只要有工讀機會，陳老
師總會請助教先詢問我的意願。」他笑著說，就是這份貼心與幫助，令他感念至今。如今西語系
的「黃志忠紀念獎學金」，每年皆補助4名家境清寒學生，正是他感念父親逝世時所受的幫助而設
立的。
　由於大學唸的是西語，為了歐研所的論文與準備中的經濟部駐外商務人員考試，當時他曾旁聽
本校商學院白俊男老師的「國際貿易理論與實務」、並到台大旁聽林鐘雄老師的「經濟學」，對
撰寫碩士論文、就業考及未來攻讀博士學位皆有很大的幫助。1983年黃任佑以論文「西班牙與拉
丁美洲貿易關係之研究」通過考試，取得碩士學位，並在同年考上經濟部駐外商務人員，兩年後
即前往巴拿馬大使館，任經濟參事處三等商務秘書。
　孜孜不倦的他，駐西班牙代表處二等秘書時，因工作上要兼理葡萄牙商務，還特別到馬德里國
際語言學校進修九個月的葡萄牙文。1996年調任秘魯代表處經濟組組長時，他考上擁有400多年歷
史的秘魯國立聖馬可大學，在職進修企業暨會計博士班。「一般外籍生大多主攻會計，我卻是主
攻企業。」獨具慧眼的他表示，除了對於企業學的興趣，這對當時的商務工作也有較大的助益。
憑著這股充實自我的決心，他在入學考試與兩年學科平均皆為當屆第一，更是當屆第一位取得博
士學位的優等生。
　在各國調派期間，他曾以一等商務秘書從西班牙調回台灣工業局第六組辦事，並在10個月後升
任民生工業組日用品科科長，為台灣第一位在該局當上基層主管的駐外商務人員，掌管全台食衣
住行育樂，共60多個大小產業。對於全然陌生的領域，他運用所長，促成國際設計協會年會首次
到台灣舉辦，並參與工業局局徽logo設計與定案；此外，還促進西班牙傳統產業研發機構與台灣對
等機構之交流合作。
　前後近25年，在台灣與各國往返工作與生活，當屬巴拿馬的6年半最長，對他而言這裡充滿了拉
丁文化的熱情與浪漫，「他們很懂得享受生活，總是找各種理由慶祝一番！」少了台灣的緊湊的
步調，他笑稱巴拿馬是「開車快、辦事慢」。大夥兒在這也格外熱情，前陣子中秋節，淡江校友
們彼此相約烤肉，大夥兒聚在一起，好不熱鬧。「身處異鄉，深厚的情感格外珍貴。」從他的語
調中，聽得出溫暖與喜悅。
　能夠獲得金鷹獎的肯定，他希望能將經驗傳承給學弟妹，對系所皆有所幫助，「淡江傑出校友
眾多，能有機會幫助大家是好事。」他謙虛的表示。從單純喜愛西語的學生到外交人員，熱心助
人的他，曾規劃促成及協助慈濟到秘魯賑濟聖嬰現象災民，採購及發放物資、義診及蓋百餘間大
愛屋，受益對象數千人。目前他也決定退休後投入志工與教書的生涯，「少計較，多幫人。」謙
和的笑容中，帶著一抹堅定；秉持「造福才能享福」的信念，他一步一腳印，穩穩地踩在那稱之
為「成功」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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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淡江建校59週年校慶，在這建校一甲子前夕，正逢
本校資訊工程學系40週年系慶，我特別將今年名之為「資訊
年」，一來為學校賀，也為資工系賀。
　40年前我鑑於電腦的問世，必將改變人類未來的物質生活
與社會結構，進而改變人類的精神文化與思想，成為人類文
明與科技進步不可或缺的工具，實在有必要及早培育電腦方
面的專才，乃於民國58年（1969）在本校創設電子計算機科
學系，成為國內第一所培植電腦科學人才的高等學府。並同
時成立電子計算中心，不惜巨資租賃IBM1130型電腦設備，
提供教學與研究之服務，66年（1977）推行全校行政管理電
腦化以及電腦輔助教學，不斷擴充並更新設備，要求文、
理、工、商、管理各學系必修電腦學分。多次舉辦電腦與教
育國際會議，邀請國際知名電腦專家及教育主管到淡江參
加會議交換心得。在行政管理方面除負責實際電腦資料庫建
立技術的電腦中心人員加強專業訓練外，全校各教學與行政
主管、秘書以及助理人員也在本人的督導下，接受資訊管理
觀念的建立以及電腦使用技術的訓練，使淡江全面資訊化。

67年（1978）成立碩士班，提升電腦教育專精人才的培訓層
級，69年（1980）8月，為了使得資訊管理一元化乃將電算中
心提升為一級單位，更名為「資訊中心」，提供社會各界培
訓電腦人才的服務，接受公私立機構委託完成各種電腦作業
系統之分析設計等工作。78年（1989）成立博士班完成整體
電腦教育體系，使我國電腦教育更臻完備。
　民國81年（1992）電子計算機科學系更名為「資訊工程學
系」，到今年已畢業的大學生人數達7600餘人，碩士班950
餘人，博士班93人，為國家社會培養了最多的資訊工程人
才，成為電腦資訊發展的中堅，校友分別在資訊及電子業嶄
露頭角，令人欣慰。在這59週年校慶的同一天，有上千位資
工系校友返母校慶賀系慶，展現資工系校友團結互助的友愛
精神，令人感動。明年本校建校60年，學校正積極籌劃擴大
慶祝活動，盼望各學院、系都能效法資工系，團結校友，發
揮創意，共同來祝賀學校60大壽，在這裡我祝福學校校運昌
隆，各位校友事業成功。

█創辦人 張建邦資工系40系慶有感
　淡江59歲了，大家的焦點都放在明年的甲子大壽，但是，若沒有59歲
的省思，又怎能歡欣鼓舞慶賀光輝燦爛的60風華？在這一年裡，校園的
種種正好為即將來臨的一甲子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體檢：挑戰第19屆國
家品質獎、申請教學卓越獎補助以及教育部的系所評鑑。如今，檢查報
告部分已出爐了，獲得國家品質獎、教學卓越勉強過關，而系所評鑑成
績尚未公布。整體的表現，雖差強人意，可見得淡江的體質很好，但仍
有待加強。因為，淡江可以做得更好。管理學大師大前研一《再起動》
一書中提到：“崩壞的時機，正是向上提升的轉機”。面對眼前的警
訊，我們需起動新Ｓ形曲線，活化第二曲線。
　在今年的「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中，張創辦人於開幕致詞時，特
別以「不驕不餒，勇往直前，再創新局」期勉全體同仁，勿忽視大環
境的轉變，沉醉過去成功的慣性，而停止學習。當我們接受淡江是大象
的比喻，那麼，面對今年的體檢報告，淡江確實須要塑身轉型。因此，
我特別引述了美國史丹佛大學柯林斯教授的《基業長青》、《從A到
A+》、《巨人也會跌倒》三本書，書中所提到的獲選為高瞻遠矚的18
家企業、卓越的11家企業之成功特性，及11家卓越企業中由盛而衰的階
段，提醒大家巨人也會倒下，組織應永遠保持警戒，不要陷入成功的陷

阱。因為，我們仍要使教育的命脈基業長青，不僅要積極與全球脈動同
步，邁向「新曲線」的高峰，創造引領時代進化的領袖地位。
　21世紀的高等教育正面臨著多元且極大的衝擊與挑戰，尤其在這幾年
裡，國內每一所大學都要面對各類獎補助款的考評與教學卓越的申請，
為了爭取高額的獎補助款，幾乎扭曲了各校的正常發展。事實上，要成
為永續經營的大學，不僅需要有明確又多元的使命願景，更須重視教育
的核心、結構、資源與發展等四個面向的品質提升與策略績效，還要拓
展視野，注重國際化、留意全球競爭及大學排名。學校是一個大家庭，
其興衰榮退須要靠每一個教職員生展現活力與能量，凝聚教學、行政與
學習的互動結合，彼此環環相扣。期盼大家同心協力以新行動再起動，
發揮發想力、創造力與構想力，做好全面品質管理，進而培育優質的淡
江人以造福人群。
　在淡江即將滿60歲之前，期盼大家能建立提升淡江學術競爭力的共
識，發揮團隊精神，在競合發展、和諧共贏的氣氛之中，追求知識卓越
的再提升，讓淡江的生命在開新啟運中蛻變永續。在此，謹以虔誠的心
祝福大家舉杯同賀59週年校慶時，尋得淡江人的DNA延續第五波的契
機，期待60歲的生日來臨時，能以獵豹英姿展現風華。

█校長 張家宜巨象塑身轉型成獵豹—寫在淡江一甲子之前

　【記者張靜怡專訪】位於南京東路的一間歐式庭園咖啡廳，忙進忙出
的服務人員正為婚禮晚宴準備著，崔麗心以一襲葡萄紫小禮服優雅現身
會場，與生俱來的明星氣質，立刻吸引在場所有人的目光。少了電視機
與報章雜誌的隔閡，崔麗心的笑容很快地就拉近與大家的距離，她溫柔
的幾句問候，聽來也更顯親切。
　對於獲得淡江第23屆金鷹獎，她表示，感到非常榮幸也很驚訝，「比
起其他得主，我的成就似乎有點微不足道。」她笑著說：「但是母校對
我如此厚愛，也讓我覺得以後要更加小心翼翼、珍惜自己的羽毛，表現
得更好。」
　崔麗心自民國75年從法文系畢業後，選擇進入演藝圈擔任節目主持
人，也曾經拿下兩屆金鐘獎綜藝節目最佳主持人獎。成就斐然的她，內
心一直希望能與學校及系上的學弟妹分享，如今得到金鷹獎的殊榮，對
她而言是極大的肯定。藉著此次得獎的機會，崔麗心想告訴學弟妹：
「天下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我也是從完全沒有主持經驗，一路摸索
過來，才有今天的我。」
　大三那年，因為學姐的引薦，崔麗心以一支洗髮精廣告踏入演藝圈，
她那清新甜美的形象深植觀眾心底，因而獲得「校園美女」的封號。
「覺得自己很幸運，碰到許多貴人願意給我機會。」崔麗心接觸主持的
第一個節目就是和趙樹海共同主持綜藝節目《大家一條心》。由於當年
中視電視台主管的賞識，及趙樹海的指導與幫助下，便開啟她此後的主
持之路。
　從一個毫無主持經驗的女孩，搖身一變成為表現亮眼的主持人，崔麗
心表示，以前的環境並非像現在有這麼多的資源或是正統的訓練，能讓
她學習如何在螢光幕前表演。所以進入演藝圈，她是個新兵，硬著頭皮
上「戰場」學習如何打仗。崔麗心比喻自己是「邊摔跤，邊學習；邊摔
跤，邊療傷，再一邊修正。」且時常向圈內表現優秀的前輩討教，並觀
摩國外知名節目，以「多看、多學」的態度累積實力，試圖找出自己在
演藝圈的定位。問及曾經想過嘗試其它的跑道嗎？她的表情認真，語氣
堅定地說：「我的個性就是只能專心地做好一件事，那時候有很多機會
找我去演戲或出唱片，甚至有人推薦我參與電影演出，但是我都拒絕
了。因為我心裡唯一的目標就是扮演好主持人的角色。」

　下定決心要在主持界闖出一片天，崔麗心在1989年與趙寧共同主持綜
藝節目《女人‧女人》，除了邀請藝人，還有藝文界的學者、醫生，及
律師等各行各業的名人上節目，探討兩性之間的話題，開啟談話性節目
之濫觴。對當時年輕的她而言，必須在民風保守的年代裡公開討論兩性
關係，其實是很大的挑戰，「除了談論夫妻、男女關係之外，甚至還有
性方面的麻辣問題。我一方面扮演專家的角色，另一方面隨著節目成
長，來賓的經驗談，對於我現在的婚姻經營上也很有幫助。」創新的
節目風格，播出後立即引起觀眾熱烈迴響，也讓崔麗心於1990年及1992
年，以該節目登上金鐘獎最佳主持人的寶座，嶄露鋒芒。
　結婚之後，崔麗心漸漸淡出演藝圈，與家人定居在加拿大溫哥華，在
當地華人電視台擔任主持人，「但是生活重心還是以家庭為主，平時接
送家人、陪孩子做功課。」談起家人，眼神中總是洋溢著幸福的她，身
為淡江大家庭的一份子，目前還擔任淡江溫哥華校友會副會長，支持校
友會舉辦的活動不遺餘力，崔麗心開心笑著說：「淡江人就是熱情，而
且樂於互相提攜。只要我在國外聽到對方也是淡江來的，就會覺得分外
親切，想要一直保持聯絡。」因而搬到加拿大之後，她就加入溫哥華校
友會。她認為，「自己被栽培這麼多年，應該在有能力貢獻的時候，盡
量把握機會回饋給大家。也因此每一場活動的主持工作，都義不容辭地
答應囉！」
　在「沈春華life show」中被稱作「妙齡媽咪」的崔麗心，不僅對自己
的孩子照顧得無微不至，更將這份母愛散播至癌症病童的身上。「當了
媽媽以後，我才能感同深受，孩子感冒我都這麼擔心了，更何況是這些
癌症病童的媽媽呢！」因此，她在生下第一個孩子之後，便加入兒童癌
症基金會並擔任董事，為癌症病童籌募捐款而努力。「我從服務過程中
獲得幫助別人的成就與快樂！」她淺淺的微笑，宛若一位天使。
　生活幸福美滿的崔麗心，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跟老公一起環遊世
界」，她說，讀法文系的時候，內心一直對法國懷抱憧憬，但是後來忙
於工作及家庭，「因為考慮孩子調適時差的問題，所以幾乎只去東南亞
的國家旅行。」崔麗心就像小女孩般，以充滿期待的口吻說：「所以希
望孩子趕快長大獨立，我跟老公的健康也要照顧好，以後才有力氣到處
旅行！」

　【記者陳依萱專訪】「我總愛到處趴趴走，生肖又屬虎，所以老
友叫我『趴趴虎』！」林文雄神清氣爽地介紹綽號的由來，停不下
腳步的他，總是活力充沛地迎接挑戰。1978年，他甫自教資系（現
資圖系）畢業，便單槍匹馬赴美深造，30年來致力於加州地區推廣
漢語教學，目前還擔任「北加州中文學校聯合會顧問」、「上海華
文研究中心顧問暨海外研究員」，在異鄉播下華語的種子，勤於耕
耘。
　「我喜歡做不同於以往的事，無時無刻都在想有什麼新辦法、新
招式能勾起大家的興趣，將好東西推廣出去。」林文雄血脈裡竄流
著射手座天性，總引領他馬不停蹄地逐夢，1974年當創辦人張建邦
創建教資系，其新穎電腦課程的規劃，吸引原先就讀世新大學的林
文雄轉學至本校，且在當時圖書館館長胡歐蘭及黃鴻珠老師的支持
下，學以致用，籌辦「盲人教育資料展」，將盲人閱讀工具帶入淡
江。黃鴻珠說：「他是個典型的淡江人，熱心、好動、充滿活力，
辦事很有方法，並且對任何事物保持好奇！」
　在校期間，林文雄運用淡江高度資訊化的優勢，了解到美國特色
與就學資格，對美國的強大與天高地闊的地理環境心生嚮往，畢業
後旋即帶著一身熱血赴美進修，但初到異地便觀察出其中的文化差
異，他語重心長：「人人說美國為黑白黃共處的民族大熔爐，但在
口音、居住社區、公眾活動等皆可感受到種族間的隔閡，我看見日
本、東南亞等僑民雖然不被等視，但在推廣民族文化上不遺餘力，
內心飽受衝擊，也對自己許下在此發揚中華文化的承諾。」在思鄉
之情與文化使命感雙雙拉扯下，畢業後的林文雄毅然決然拋下私情
留居美國衝鋒陷陣，以自己的專業背景為華人中文教育打下一片江
山。
　一開始，林文雄與幾位朋友合作籌劃租借教室，開設中文課後輔
導課程，從克服中美教育制度的差異、與實際年齡不符的僑校教
材，到建立檔案、指揮交通等細節，林文雄的夢想從一間小小的教
室萌芽，一路茁壯，終於在1991年創建「加州思源中文學校」，可
人稱「趴趴虎」的林文雄腳步從不因此停滯，登高望遠，他看見華
人人口為數眾多，華語卻不被主流教育接受的情況，更賣力地遊走

美洲，四處分享中文教育行政經驗、介紹社區語言學校，並前往北
京、安徽、暨南等各所大學發表對漢語教學的演說。1993年思源中
文學校聯合矽谷、日新兩校與FUSD學區簽約，獲授權執行「學分
轉換」計畫，開主流學區認可中文學分之先例，至2007年美國正式
開設華文為外語課程，林文雄也成為漢僑文化基金會理事長，「我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實現理念，並將理念擴及至社會層面，對自
己的承諾有所回應，是感到最安慰的事。」談及這一路遭遇挫折時
如何面對？林文雄瀟灑的說：「事情來時躲也躲不掉，只好用積極
的態度正面迎戰，窮則變、變則通！進取、開創、樂觀，就是由我
自身經驗歸納出的六字箴言。」
　熱愛尋夢的林文雄，今年步入59歲依然不改其趴趴走的本性，總
喜歡帶著朋友上山下海四處遊玩，他說：「人活著就是要動！不動
會被悶成葫蘆！」2006年，他與另外兩位校友合作，轉戰美國華語
電台，製作主持廣播節目「龍行天下」，將自己在寶島台灣、神州
大陸、異域美國三地的經驗與文化特色結合，讓居美華僑透過電台
即時體會亞洲文化的瑰麗。對事物保有豐沛熱誠的他有自成一格的
80分理論，「學東西要學得精，玩也要玩出專業，對任何事情懷抱
持恆的態度，才不會淪於蜻蜓點水，但別過度苛求自己也是一門學
問，每件事做到80分，未來才有進步空間，最重要的是enjoy your 
love，自娛而後娛人！」他同時不忘提醒學弟妹成功的竅門，「虛
心是進步最重要的原動力，要懂得學在淡江，胸懷世界！切忌被自
己的專業蓋上烙印，你所擁有的空間是無限的。」
　山水秀麗的淡江是林文雄思想的啟蒙之地，碰巧與母校同齡的
他，憶起校園繾綣難捨，詠了首寒山子詩抒發感懷：「吾心似秋
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從走上五虎崗的緣
起，到擔任北加淡江大學校友會顧問緣續，30餘年來，他與母校的
情緣未曾間斷，看著淡江年近一甲子，依然保持活力，林文雄也勉
勵即近花甲的自己：「年齡不是問題，對事物保持好奇、追根究底
的心態最重要！退休只是轉移生活重點，工作上可以退休，但生活
要退而不休！我依舊會維持活力，製造源源不絕的生機！」

　【記者陳依萱專訪】「至今，我仍以身為淡江人為傲！」第23屆金鷹獎得主郭樹倫溫和的音調漂洋
過海，從美國那端透過電話篤定地傳來，民國50年英文系畢業的他，與民國52年自法文系畢業的愛妻
馬蔚田遠赴美國，在海外打拚逾48個寒暑，在大陸國際電信發展事業上成就斐然，曾連獲兩任「中國
國務院海外傑出華人獎」，並先後歷任4屆美東校友會董事長。
　個性簡單真摯、情感細膩豐富，即便透過電話，也不難感覺到郭樹倫埋藏在72歲高齡背後，生機蓬
勃的赤子之心。「我出生的時代，台灣生活很苦，高級知識分子都覺得出國才有希望，大家像八仙過
海一般，想到對岸各顯神通！」懷抱著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的想法，郭樹倫自淡江畢業後旋即帶著妻
子赴美深造，旅居異地的他，機緣下進入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就職，深受當時七大船王之一的董浩
雲賞識，升任為他的私人助理，直至1982年董浩雲逝世，郭樹倫才放下人情包袱，正式創立屬於自己
的商業王國。
　1986年，大陸對外開放貿易，郭樹倫看見大陸通訊業的前景，開始思考如何運用自身的人脈及經
驗，在上海開設電信公司。然而，當時大陸法律上並無明確制定保護外商的規範，在創業過程中屢遭
波折，「當時我總希望快些有個像樣的辦公室，但卻沒有當地人的背景，申請公司的過程中總是碰
上軟釘子，也得通過軍方與電信局的允許才能接通電路，光此過程就得花半年以上的時間，非常折
騰。」幸運的是，許多朋友聽聞他的狀況，都願助其一臂之力，靠著大家的幫忙，郭樹倫終於在上海
成功購得聯誼辦公大廈，申辦了兩支公司電話，創建「北京電信發展公司」，成功把美國的通訊技
術引入內地，為中國國際電信發展開出先鋒，他得意的說：「在開幕典禮，上海市長和江澤民都有來
呢！」
　此後，郭樹倫長期往返美中，替公司接洽事務，「光是1997年，我就跑了13趟中國，一到內地就想
家。」儘管創業之路艱辛，妻子馬蔚田總在背後默默支持，彼此體諒的伉儷之情可說是郭樹倫成功的
最大後盾，聊到妻子，他的語氣充滿溫情：「彼此尊重體諒，共度不少難關。」2002年，他應邀擔任
美國ATMT公司中國總代理，2003和中國北京電信局合作，成為美國高通電信公司在中國唯一代理，
郭樹倫橫越亞美大陸，為兩地國際通訊事業打下根基，傑出的成就使他連獲兩屆「中國國務院海外傑
出華人獎」。
　即使長期旅居國外，郭樹倫仍格外關注兩岸三地發生的大小事，每天起床定時收看中國新聞，研究
中國報紙。2003年，愛滋病在世界橫行，郭樹倫注意到美國愛滋病基金會雖多，中國卻無相關捐款機
構，於是與何大一、魏文華等友人合作，共創美國中華愛滋病基金會，致力在美國華裔社區、亞洲地
區推廣預防愛滋病方面的工作，至今中華愛滋病基金會已成為全球公共衛生教育、醫療人員訓練及資
助愛滋病患的重要機構，他堅定的表示，「若我們所做的努力能引起世界關注，便能替患者爭取到更
多醫療資源，也會使大家重視愛滋病這項議題。」其妻馬蔚田見丈夫總為他人奔波的景況，既憐惜又
驕傲：「他心腸好到『一塌糊塗』，總是把他人擺第一位，看『梁祝』哭得比我還兇，我再也沒見過

比他還好的人。」
　離校40餘載，郭樹倫猶未忘懷就學時點滴回憶，與他同屆畢業的作家陳映真與武俠小說家古龍，皆
為他的淡江生活添上絢麗的色彩，「某天上課老師點我回答問題，因為當時沒準備，著急得不知如何
是好，陳映真坐在一旁見到我的窘態，便替我代答。」這一「答」之緣，讓郭樹倫與陳映真成為把酒
言歡的至交。而武俠小說家古龍則因郭樹倫一句「投稿出版，賣到錢說不定能一起吃排骨飯！」說服
出道，開展創作職涯，郭樹倫即為古龍筆下的鐵霸王，在小說《遊俠錄》裡大顯神威呢！
　直至今日，與妻子乘著小船到觀音山賞景的浪漫，與默數克難坡階梯上學的晨昏，仍然時常縈繞在
郭樹倫心頭久久不散，烙印在心中的青春歲月，總催促他與妻子回台探望淡江，看見母校近幾年一步
步成長茁壯，郭樹倫驕傲的說：「打著淡江的名號，大家都可以抬頭挺胸的在外頭做事，好教育加上
大膽發展，學弟妹會出人頭地的！」
　結婚45年，現今郭樹倫與愛妻馬蔚田相偕，在美國攜手共度人生最浪漫的退休時光，夫婦倆利用閒
暇關照每一位朋友，常載著附近的老人逛超級市場，喝下午茶，「知足常樂」是他們人生中最重要的
體悟，他滿足的說：「成功就要懂得回饋，抓住任何機會對別人好，世界才會越來越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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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巴拿馬大使館經濟參事

北京電信發展公司與電信長城公司董事長

　前十屆的資工人，可都是用這台「製卡機」
才能完成「寫程式」的步驟喔！

　現在我們打開電腦就可以打字，以前可是要
有專門「中文字排版的機器」才能作業。

第23屆
淡江菁英淡江菁英

金鷹獎專訪

　【記者余孟珊專訪】熙來攘往的百貨公司裡，遠遠就看到一位略施胭脂的女士，身穿
一件點綴有白色印花的黑色洋裝，氣質高雅的她卻俏皮地秀出淡江時報，並張開雙手，
熱情擁抱我。親切開朗的她，曾經是管理近五萬筆重要個人資料，為公司解決許多棘手
難題的電腦程式設計師─陳君愉。
　陳君愉於1975年自合經系（產經系前身）畢業，淡江的美麗校園、自由風氣醞釀她灑
脫、隨遇而安的個性，也培養出濃厚的自信心，讓她無論面臨任何困難與阻礙，都「相
信自己做得到」，正面迎戰。陳君愉表示，張創辦人高瞻遠矚，設立新穎的英語教室與
注重電腦化、資訊化，「淡江是一所很摩登的學校！」她驕傲地說。
　因緣際會下，約於1980年，她與先生一起到美國打拚，陳君愉說，當時正值電腦起飛
的年代，程式設計師的市場需求極大，電腦程式語言COBOL Language蔚為主流，「只
要學會就不怕找不到工作！」因此受過淡江資訊化洗禮的她，雖然專長在於商學領域，
但仍決定挑戰從未接觸過的COBOL Language。

　在全英文的環境下學習電腦程式，一開始就讓陳君愉吃盡苦頭。直率的她笑著說：
「第一堂課下來，我只聽得懂一句英文『Program language is piece of cake.』，其他的
我都不知道。」但她認為，年輕就是充滿希望，「沒有我做不了的事情，我膽子很大
的！」為了突破困境，她開始課前預習，「看第一遍不行，就看第二遍，第二遍再不行
就查字典。」日以繼夜發憤讀書，最後以100分的好成績畢業，成為一位專業的程式設
計師。
　「電腦程式設計師就像蓋房子，蓋完一間房子，就會到另外一間公司蓋房子。」這是
身為一位電腦程式設計師的使命，陳君愉如此形容。她曾任職於全世界第二大運輸公司
Burlington Air Express、全世界最大的電腦批發商Ingram Micro, Inc以及全美第二大學區
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以及Hunt Wesson Foods、Auto Club等10間公司，蓋
了一棟棟堅固又漂亮的房子。
　總是洞見癥結的陳君愉替公司處理過很多棘手的問題，令許多團隊束手無策的難題，

到了她手上都能迎刃而解。她在Burlington Air Express擔任經理時，每天公司會接獲近10
萬筆的貨單，需耗費相當多的時間成本輸入貨單資訊，陳君愉為此設計新程式，讓每筆
輸入的時間至少節省了30秒，替公司省下很多錢；後來在Ingram micro任職時，有一次
減價產品不知為何變成了原價，連續三個星期都理不出解決的頭緒，使重要客戶莫名損
失上百萬，公司緊急請陳君愉支援，不到一天時間，她就找出原因，化解了客戶流失的
危機。
　談到印象深刻的事，陳君愉回想起在Auto Club工作了7年，深受老闆信任，甚至交付
她管理公司近5萬筆的個人資料；在Los Angeles Unified School District擔任顧問時，先前
7位顧問皆因無法達到老闆的期待而全被開除，但表現優秀的陳君愉卻深受老闆器重，
離開公司時，老闆還依依不捨地寫了一封信給她，除了表達感謝之意，還讚賞陳君愉的
出類拔萃。之後，老闆還特別對職業介紹所的人強調要再找一位中國女性擔任顧問，陳
君愉開心地笑說：「感覺替中國人爭光了。」

　在美國打拚了28年，因為Ingram Micro, Inc公司型態轉行，開始外包給印度人，陳君
愉也因此卸下程式設計的工作，但她並未停下腳步，轉而以服務校友會為重心。她多年
擔任南加州校友會會長，加強團隊合作，凝聚校友力量，建立校友會部落格協助成立北
美洲校友聯合會，並擔任會長，運用專業，將校友會的文件資訊化，舉辦大大小小的活
動，使校友間的連結更密切。全心全力投入校友會工作的陳君愉表示，很有意義，「能
替校友會服務的同學，可能都像我一樣，行有餘力，覺得人生什麼都有了，我也希望能
貢獻自己的時間、才能，回饋母校。」
　雖然退休了，但陳君愉神采奕奕的眼神透露出她滿腔的好奇心與衝勁，還想不斷的學
習與付出。她形容人生就像一個瓶子，重要的事情是大理石，裝滿瓶子後，才能再倒入
沙子，事情的重要性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之前的大理石是事業，而現在的大理石就是
校友會。今年獲頒金鷹獎的陳君愉謙虛的說：「覺得汗顏，因為我的成就還不夠，但這
也是一種鼓勵，我會想做得更多，使我能夠配上這個獎。」

　第一屆資工系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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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樹倫� 打造兩岸國際通訊事業王國

黃任佑� 推動外交政策的功臣
崔麗心散播愛� 化身癌症病童的天使

林文雄趴趴走� 傳播華語的種子

陳君愉服務熱誠傾注校友會� 凝聚淡江情

克難坡上的故事－人生有多少個四十年？
█ 圖、文／ 資工系提供

　資工系系友、長榮

航空董事長林寶水安

排資工系同學參訪長

榮航空，並實際進入

駕駛模擬艙體驗。

　資工系友平日就有「小」聚會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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