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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文三 王儷穎：世足賽後的另一場激烈選戰，8月10日選課大戰，11點準時開打！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六日 星期五

歡迎淡江60的新鮮人
今年，本校創校60週年，首先恭喜各位在蟬聲唧唧的唱和
中踏上克難坡，投入淡江的懷抱，為一甲子的淡江注入新的
活力生機。希望大家能珍惜這個美好的機緣，在四年的大學
生涯努力地學習與充實，為未來譜一曲美麗的樂章。
對一個人的學習成長歷程而言，大一是非常重要的關鍵，
易經上說：「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
君子慎始。」大學學習與過往的學習迥然不同，以前人曾笑
說大學就是「由你玩四年」，也有說大學就是「大人的學
習」。前美國加州大學校長克爾（C. Kerr）認為今日大學的
功能已經從「教學」與「研究」擴及「服務」。所以，今日
大學實際上是一個「多功能多面向的多元性組織體」，與其

淡江的新桃花源。四是網路校園，以寰宇為家，以電子科技
和資訊網路為路，創造無遠弗屆的學習環境。因此，無論身
處哪一個校園，在任何時間與地點，都能藉著網路獲取知
識、經驗和智慧，享受豐富多樣的學習內容，實現終身學習
的夢想。
淡江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學習場所，學術自由，師資陣容堅
強。校園裡，有設備新穎的五星級電子化圖書館，提供每一
位學子汲取知識。還有具現代新穎、多功能運動設施的紹謨
體育館與室內游泳池，提供大家建立「終身運動」的理念。
在提升校園藝術方面，文錙藝術中心是藝術教育與知性的寶
庫，海事博物館中珍藏了許多古今中外各類的船艦模型，一

說是university，不如說是multiversity。須要多元、廣泛與務
實、創新的學習，再也不能墨守成規地死讀書。在今日的大
學新鮮人，若未好好規劃大學的學習，四年後不僅空手而回
甚至會把自己的一生玩完了。
本校創立於民國39年，從早年的篳路藍縷到穩固開創進而
突破創新。一部淡江校史就是勇於掌握時代脈動，準備邁入
學術王國的時空。發展至今，總共有四個校區，一是淡水校
園，發展的重點在藉由研究「傳授知識」、「應用知識」，
挑戰尖端研究。二是台北校園，以發展終身教育與推廣教育
為目標，肩負開拓社會資源的任務。三是蘭陽校園，採取英
國牛津與劍橋一流學府之英式精緻教育與全人教育概念，是

校長

張家宜

定能豐富你的生活。另外，學校特別規劃了黑天鵝展示廳，
更是讓大家展現創意的地方。淡江，不僅是高等知識的寶
藏，也是充滿人文氣息的殿堂，一定能夠讓大家擁有一個
multiversity的學習。
在此，深深期許每一個學子能在這個開放多元的學習成長
環境，培養多方面的知識技能與道德品格，擁有資訊化的能
力、國際化的世界觀以及未來化的宏觀思維，並結合「三環
五育」，以養成淡江人學有專長、具心靈卓越的國家棟樑。
祝福大家能在這個多元一體的共好校園裡，充滿活力、快樂
成長譜出生命中最動聽的樂章！淡江未來60年的熠耀就從你
們開始。

優質淡江，校友真心推薦！
何卓飛 中國大陸研究所、管理科學研究所系友

王星威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

保險學系系友

我的學生時代沒有人問「興趣」，只
有拿最好的分數爭取最好的校系；在當
時高中生只有考試拿高分，沒有其他夢
想。因此，進入大學的核心任務是「玩
社團」、「追女生」，那也是「腦海中
充滿荷爾蒙的興奮時光」。進入淡江你
會發現，它是個風景好、男女生比例平
衡、學生具有一定品質的學校。
記得當時，我是在完全不了解的狀況
下進入保險系，在淡江修習課程後，對
當時課程最滿意的地方，是系上COBOL
（電腦語言）課程、英文打字及珠算課
程，尤其是COBOL這門課，在我進入職
場後改變了我的人生。由於當時並無以
電腦寫碩士論文的案例，老師建議我以
收集大量資料整理來完成論文，並安排
保險公司做個案研究，在這樣獨特的作
法下，我完成台灣保險界第一篇自己撰
寫程式、整理資料的碩士論文，在民國
69年當時，是跨時代及領先的成就，而
我也因此投身保險業，並成立電腦部門
擔任主管。

選擇在淡江完成碩、博士學位，是因當時除了政
大東亞所外，淡江是國內第一所針對兩岸情勢開課
的大學；也本著對教育的熱忱，以及國家需要相關
人才的自覺，讓我決定就讀大陸所，作為碩士的研
究方向。在淡江就學期間，張五岳及劉必榮兩位教
授，當時對兩岸的情勢分析及談判理論的專業見
解，讓我獲益良多。
張五岳教授授課時口才伶俐、邏輯清晰，且洞察
分析兩岸最新動態；而劉必榮老師教授談判學時，

ETS台灣區代表

在當時COBOL、英文打字、珠算課程
雖然與他校不同，但卻是我們比他校學
生較具優勢的專長，我們既學當時最先
進的COBOL，也學最傳統的珠算技能，
能「面對現實」，也「面對未來」，成
為當時與他校不同的核心能力。
若讓我回到大學時期，我會花更多時
間加強核心能力－中文、英文和電腦，
這三者是職場上實用工具，只要具備這
三項實力，就一定有工作。也就是說，
「管好你的核心能力，就能管好你的職
涯。」而證明這三項實力，除了學歷，
就屬證照在職場上最具說服力，將成為
新鮮人的你，好好準備你的核心能力、
證明你的核心能力，這與你的學歷同等
重要。未來的一切會比你想像中來得
快，等到寄履歷表那天，你會發現一切
都來不及了！所以，從大一開始準備你
的履歷表吧！除了培養核心能力，也要
實踐興趣，打造自己的品牌。（陳思嘉
整理／攝影林奕宏）

寫與眾不同履歷
從大一開始

成學生到國外學習。更特別的
提供諸多談判觀念與實用技巧。
是，淡江能培養具有與他校不同
在完成碩士學位後，為了能在教
軟實力的學生：刻苦耐勞、勤奮
育專業增進管理能力，決定嘗試
不懈；而校友強大的向心力，也
從沒接觸的領域--管理科學。記
是淡江龐大的凝聚力，我認為能
得修習博士學位期間，曾一度無
奪下連續13年企業最愛私校第一
法兼顧，但在指導教授張紘炬校
的殊榮，更是實至名歸。
長的鼓勵下，咬緊牙關竭盡心力
國內高等教育的意義是培養出
完成博士論文，以「我國『國際
具國際移動能力的人才，因此，
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在未來學習的生涯中，學弟妹們
之策略管理與績效評估」為題，
不妨在學習過程中自問，我的語
在教育部推動計畫的同時，一方
文水準是否達到一定的標準？我
面也作自我評估研究，這是相當
是否能洞悉國際趨勢，比較其中
重要的經驗，也因如此，在將來
優劣？在未來進入大學殿堂的4年
推動的第二期計畫中，我能夠針
中，好好思考走向及發展，除了
對第一期實施成果的利弊得失，
建立「有容乃大」，廣納各種知
逐步修正方向，對我工作頗有助
識的學習態度外，也培養自我終
益。在兩個全然不同的領域中，
身學習及人際溝通的能力，這是
養成我從不同層面、角度去看待
我認為除了學習專業知識外更重
事物的態度。
要的觀念。（王育瑄整理／攝影
從管理角度來看，淡江在高等
洪翎凱）
教育的目標與定位相當清楚，與
其他大學最不同的地方，在於推
動國際化的策略與眼光，它一
直跑在最前面，如：積極
大眾傳播學系系友 知名導演
推動全面品質管理、
學習環境自我把
很高興學弟妹在人生黃金時段，將 時學習分配時間。而在大學生活不可或缺的「愛
關、積極與
在美麗的淡江渡過，大學時期原本 情學分」，若能在大學時期學習如何與異性相
各國學術
合作經濟學系（現為產業經濟學系）系友 知名藝人
就讀法文系的我，有著對傳播圈 處、處理感情生活，在面對情感問題時，便能跳
交流、
的憧憬，在大三轉到大傳系。 脫執著，以成熟的心態處理。
促
的宗旨，是提供偏遠地區
當初選填淡江合作經濟系
學弟妹們將在淡江有充實的4年，建議不要侷限
回想起大學時光，在淡江學
小朋友在寒暑假能有玩樂兼
（現為產業經濟系），是因對
學習單一領域的知識，有興趣的領域就去嘗試，
到除了課本的知識，最重
學習的機會。當時社團指導老
淡江的美好憧憬－風景優美，尤
要 的 就 是 在 實 驗 劇 團 裡 因為你永遠不曉得什麼時候會需要！同時，多閱
師，是現任校長室秘書黃文智，
其在還沒考進淡江前，就久聞宮
學到凡事細心、負責任 讀報章雜誌，關切社會運動及動態，便可時時掌
他像大哥哥般，不僅和我們打成一
燈大道很典雅！此外，淡江硬體設
的 態 度 。 我 相 當 鼓 勵 握社會脈動，在有興趣的領域多看書、聽故事、
片，同時熱心地為我們解決各種疑難
備完善，如：圖書館藏書豐富；教學
學弟妹們在大學四學 學習好作品，相信在不知不覺中，就可增加創造
雜症。他帶領我們到各鄉表演，讓我
師資名師群集；校園生活機能好，學
分：課業、社團、戀 力及想像力。（王育瑄整理／圖楊雅喆提供）
有機會接受舞台表演訓練。大二時，我
生吃得好住得好。同時，在課外活動
愛、打工能有想法，
擔任社團進修組組長，當時社團必須甄
方面，淡江的社團豐富、多元，你可能
並帶著勇氣與決心
試、召集各類學生發揮長才，在社團活
因社團認識忘年之交或知己，不走一遭
前進。
動規劃過程中，讓我學會應對進退，也
非常可惜，甚至也會找到未來人生的方
在「課業學分」
提高我與團體合作共事的能力。
向！
上，同學常認為大學
學弟妹們和我一樣，懷抱憧憬進入迷
回想我在大學生活的主要重心，就是
四年應該要培養未來
人的淡江，成為新鮮人的第一年，是
「基層服務隊」社團，可能因我喜歡
職場的技能，但我認
關鍵時期，若發現自己的興趣不在此
搞笑、擅長帶動全場氣氛的特質，讓
為，大學時期最重要
科系，你可選擇好好讀完它，也可
我在社團中，可以發揮所長、服務
的，應是多充實自我的
以選擇其他方向，努力尋找自己的
大眾；在社團中也結識相互扶持
文化涵養。在這方面，
人生方向好好鑽研，相信這是實
的戰友，甚至不分年齡的忘年
我尤其感謝系上的王慰慈
現人生目標的第一步！回頭看
之交，彼此在活動經驗中成
及吳怡國老師，在課堂上對
時，都會是相當充實美好
長。而我在畢業時踏入演
於媒體批判理論的指導，讓我
的！（王育瑄整理／圖
藝圈，也是透過社團學
更了解媒體的生態，也讓我在撰
卜學亮提供）
姐的介紹呢！
寫劇本時，在觀點上有著與眾不同
記得當時
的看法。
服務隊
學生時代的「社團學分」可以培養一個
人管理組織與領導統馭的能力，這是課堂上學
不到的。大學時期，我曾經參加「電影社」和「實
國際貿易學系
驗劇團」，當時的劇團指導老師丁洪哲，除了教導我對戲
劇原理的認識之外，他一板一眼的行事作風影響我至深，擔任劇團
（現為國際企業學系）系友
團長後，更培養我凡事負責任的態度。
（尼加拉瓜籍）
在「打工學分」上，大學時打工是我生活重要的部分，我認為打工不僅讓
自己學會負責生活基本開銷，還可以促使自己學習與社會經濟環境磨合，同

沈浸國際化氛圍
培養異質軟實力

卜學亮

楊雅喆

在這裡！
找到人生方向

索瑪利芭

帶著勇氣前進
大學必修四學分

在溫馨書香中學習
轉角就遇到美景

在我的家鄉尼加拉瓜，大家都認為台灣
是個治安好、學費合宜的國家，我也因此
來台念書。而選擇淡江是因認識的學長姐
都說淡江是個讀書風氣好、風景也美的學
校；而進入國貿系是因我喜歡從商，同時
系上設有English program，讓我較能克服
語言障礙。而我除了自己來淡江讀書，也
推薦給弟弟，我們都需要一所好大學，淡
江便是。
最讓我難忘的淡江，是它使人想念書又
可放鬆的環境，平時我喜歡到文館的林蔭
大道散步，也喜歡和朋友在充滿悠閒的校
園氣氛中談心，並徜徉其中。由於身處異

國，在課程選修上難免遇到疑惑，對有興
趣的課程，常常不得其門而入，找不到外
籍生選修課程的諮詢管道，而國際交流暨
國際教育處，在外籍生各項事物上，給予
不少幫助，讓我們感到溫馨。
對外籍生而言，學習中文是件必要但又
困難的事，因此我每天都勤加練習，聽說
讀寫都不能馬虎，在這樣好的環境中沒把
中文學好，真是太可惜了！
在大學四年中，學校持續開設免費中文
課程，一週4天，一天2小時，這對外籍生
學習中文，能天天練習不間斷，十分有助
益。此外，在修習課程中多元充實的學習

面向，讓我目前在外貿公司工作，可有較
理想的報酬。
此外，系上行銷相關課程也激發我的創
造力和想像力。個性積極的我，相信『一
分耕耘，一分收穫』，所以我在學期間，
大一到大三每個學期都選修25學分，因而
社團活動較少，但也會努力爭取各種機
會，並在大四課程較少時，於國交處擔任
English camp領隊，也使我在外籍生畢業
歡送會時，有機會成為致詞代表。淡江未
來的新鮮人！好好把握未來的時光及機
會，盡可能的學習，隨時為你的未來準
備。（陳思嘉整理／圖索瑪利芭提供）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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