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畢業特刊

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一日 星期六

永遠的淡江人 23萬校友歡迎你加入

各地校友會及各系系所友會、系所同學會，對本屆畢業生，獻上最真誠的祝福，本刊摘錄其精華以饗讀者。全文
置於本報網站，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邁向成功之道

畢業之後，即將面對的是如何將一生所學奉獻給社會，以及
如何為自己開闢邁向成功的大道，完成你理想的重要志業。我
們都知道社會有如大海，除了學識，還要經驗累積，更要學習
為人處世之道等，是一個時時刻刻都要挑戰自我的大環境，一
定要好好掌控方向。
見過許許多多成功的大人物，似乎可看出一條共同軌跡，即

學以致用施展抱負

負責任是重要的態度

應該善用已有的資源，把自己融入社會，以廣結人脈。當然最
快捷徑，是以學校為平台與校友結合一起。
母校創校迄今，已培養出23萬校友，廣佈世界各地，個人在
此願以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總會長職務，邀請加入校友
會，並祝福各位前途一片光明，完成志願，迅速邁向成功之
道。

適應環境以培養抗壓能力

大人脈資源。如此匆匆四年五虎崗歲月，成就了十八般武藝，
轉身投入社會大學期能學以致用施展抱負。淡江人的特質是不
吝提攜淡江人，學弟妹們參加校友會除了可傳承淡江人情誼
外，更可透過各類型校友會的機能，認識學有專精的學長。再
經由經驗傳承，可減少個人成長中的冤枉路，抱負得以實現。
不要忘了校友會在等你們。

展翅高飛開創自己的天空

是學長在淡江四年所學到的重要待人處事態度，這三個字會讓
你（妳）們無往不利，因為它代表積極、誠實與達觀。在人浮
於事的現況，求職總是有競爭的，不要怯於邁出，要勇敢的嘗
試與修正，但不要涉入有疑慮的工作，多多與學長或家長求
教。再一次恭喜你（妳）們畢業。

台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方子毓

學習的時光並沒有留白，這是母校給予每位即將踏出校門的
學弟妹們最珍貴的資產。你們將一生黃金歲月的時光給了母
校，母校也將你們塑造成全方位的淡江人。剛出道任教時，在
學長任教學校的校長曾給予全校教師一句勉勵的話：「沒有不
適應的天氣，只有不適合的衣服」。的確，人天生最感到傲骨
的是人可以去適應各種多變的天氣，這世上沒有無法適應的天

氣，只有不能適應的人。畢竟，天氣不因應人而存在，只有人
適應天氣而存活。環境社會理當如此，剛出社會的你們，一定
得懂得適應環境，並且多磨練與忍耐。培養抗壓的能力、積極
樂觀的態度與敬業的精神。如此一來，環境氣候如何變化，你
永遠都能面對陽光，迎向人生的光明與璀璨。

翔開創自已的一片天空，本人除由衷祝褔之外，亦期盼您能加
入校友會，為校友會增添生力軍及光采，並使校友會能有機會
對您提供服務。預祝學業、事業更上一層樓，家庭幸褔閤家平
安。

展臂相迎 系友攜手拚
土木工程學系系友會會長 張邦熙
6月對畢業同學來說，是一個階段的結束，也是人生另一階段重要的開
始，從單純的校園生活，投入競爭的社會，「在家靠父母、出外靠系友」，要
踏穩邁入職場生涯的腳步，避免嘗試摸索的錯誤，土木系系友會是你最重要的
支柱。無論公家機構或私人企業、擔任專業技師或創立建設公司營造廠，想繼
續深造或應考公職，系友會裡人才濟濟，各領域之傑出學長都是你們的依靠。

中國大陸研究所同學會會長 朱鳳芝
恭喜應屆畢業同學，終於要踏上人生另一個階段-職場的旅程！或許您對
未來很有自信，或許有些徬徨，或許感到不安；無論您需要任何幫助，校友會
都展開雙臂歡迎您；以娘家的心情，分享您的喜悅、分擔您的憂愁。淡江人在
社會各行各業，也都擁有非常高的口碑與肯定。誠摯希望能看到您的加入。

大眾傳播學系同學會理事長 吳世家
系友會成立後，為加強與母系聯繫，自2010年開始，補助大四畢業展經
費及提供更多資源，讓學弟妹有更具創意及精采的表現。時間雖短，已有一
些具體成果，誠摯邀請各系友加入系友會大家庭，讓系友會能更蓬勃發展。

畢業生 服務資訊
本校重視與校友的互動，積極規劃及進行畢業生流向資訊平台相關業務，讓
每位校友都能時時感受到淡江的進步。全球各地所成立的校友會，是增進母系
聯繫的最佳方式，期望應屆畢業生，常與校友會聯繫。

淡江大學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http://www.fl.tku.edu.tw/
以學校教育理念，配合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政策推動，提高服務品質
為目標，專責協助提供校友就業、升學、留學等管道；做為校友與母校互動的
橋樑；推動募款業務，積極向校友、社會人士、企業界等熱心人士進行勸募活
動，提倡私人捐資興學之風氣，以期眾擎易舉，集腋成裘，增進學校硬體、軟
體等資源，促進本校學術地位的提升。

淡江大學就業網 http://ejob.tku.edu.tw/
一個專屬淡江學子的就業資訊網，包含校友與公司的說明，以及相關網站的
資訊連結。校友只要加入訂閱的email，就業網每日會匯整新進徵才公告，每日
可自動收到就業資訊。

校友通訊平台
https://gts.tku.edu.tw/IndexSSL.htm
為強化校友們與母校溝通與分享，於2007年12月開放校友通訊平台。可與校
友進行密切的通訊，讓遠行的學子們知道，淡江大學永遠在五虎崗上守護各
位。校友也可藉由此平台隨時與同學保持連絡，在新的旅程中有永遠的伙伴互
相幫助。以及更新目前最新狀態，讓校方與同學了解現況。校友的基本資料只
供有關單位參考，不被做為商業用途。通訊聯絡資料則可自行決定開放是否可
被同班或全部校友查詢。

地區 校友會 聯絡方式
※各系系所友會、系所同學會及海外校友會會址，請洽校友服務處，
或至http://www.fl.tku.edu.tw/news-summary.asp查詢。

彼時代之菁莪兮 國家之貞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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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乾乾惕厲兮 莫辜負大好之時光
緣份讓我們更緊密

高雄市校友會理事長 蕭金柱

恭喜你（妳）們終於畢業，要奔向人生另一旅程
了。淡江大學，對大多數的學生來說，皆非第一首
選，我也是，然而四年前你（妳）的選擇-進入（留
在）淡江，成就了今天我們和淡江，我和你（妳）
們，成為淡江校友，這是緣。
淡江去年走過一甲子，學長、姐們的努力，奠定了

今日淡江的成就，連續14年蟬聯企業最愛，私校第1
名，身為淡江人，我以淡江為榮。
我們成為校友是緣，有幸忝為當屆理事長，代表大
高雄一萬多名淡江畢業的校友，藉拙筆分享參與校友
會的些許點滴、歡迎你（妳）們，參加校友會也是機
緣。

金門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李有忠

淡江大學有美麗如詩的校園，是每一個淡江人美麗
的回憶，相信這也是培育出優秀學子的原因之一。自
78年畢業離開學校後，因長期在職場上專心工作，又
一直在台金兩地往來，較少參與校友會的活動，直到
回到金門定居以後，在報章上看到金門校友會為新入

學的學弟妹舉辦新生說明會，讓家長及學弟妹早一步
了解學校的各項內容，也深覺應該為淡江校友會盡一
分力量。歡迎校友回家，讓當年校園的回憶延續，並
作為母校與校友之間聯繫通渠。

統計學系系友會會長 石明煌

中國文學學系系友會會長 曾守正
恭喜各位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階段！社會新鮮人的角色，擁有期待與衝刺的
心情，也有不安與焦慮；未經琢磨的石頭不會成美玉，經過中文系四年扎實的
優質教育，接受古今文學經籍的啟發，在面對職場挑戰時，我們能擁有厚實的
信念與力量，絕對能全力以赴。

日本語文學系系友會會長 姚能鑽
我們是在非常難得的機緣中，進了淡江大學日本研究所（現為亞洲研究所
日本組），轉眼間就要畢業了，爾後我們還是以學長姐學弟妹相稱了。既然我
們出自同一個學術體系，那麼學長姐的社會經驗，肯定是可以做為學弟妹的很
好參考的。透過所友會得到很好的資訊，要發揮這些力量就須要學弟妹們的加
入，讓你們成為所友會生生不息的新力軍。

畢業是另一個展新生活的開始，或繼續升造或進入職場拼經濟，您都是
統計學系系友，淡江大學校友。為服務系友，系友可透過系上網站及聯絡人電
話，善加利用，也祝福您更上一層樓，創造更美好的生活品質。

經濟學系系友會會長 洪嘉聲
淡江大學經濟系系友會和你們一樣，是一個充滿熱情與活力的新團體；在
系所主任及系友們的殷切期盼，以及幾位幹部熱心的籌劃下，成立了這樣的一
個平台。透過這樣的平台，我們希望能為在校生提供畢業後求職所需的資訊，
並為已畢業的學生提供必需的協助。我們將持續努力，而您的加入將會為經濟
系系友會帶來更大的力量與動力，並延伸我們的視野與觸角，竭誠地歡迎您！

德國語文學系系友會會長 陳癸華

未來學研究所所友會 方勇達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校友會」掛牌成立至今，業已超過三年，從「一
人學會」到「學會一人」處理會務，由衷期待更多校友們能參與校友會的組織
運作，對內共同發揮同袍情、同學愛，對外擴大未來所的聲量與提升品牌能見
度，最終當然期許能增加未來所在社會上的貢獻度。

淡江大學連續14年獲得「企業最愛大學生」私校第一名，身為淡江人與
有榮焉。這個殊榮是由淡江人在離開學校後在職場的個人表現與努力所得來，
而受社會與企業的肯定之所獲，也是淡江的校風所孕育出來的校友特質。我們
由衷的期望能持續的保有這個榮譽繼續努力並能跨越，這都是你我的責任與榮
耀。

商管碩士聯合同學會理事長 許義民

西班牙語文學系同學會會長 吳寬
鳳凰花開季節，諸位也即將離開五虎崗，踏入職場開始新生活。這幾年來
舉辦多次系友會，聯繫系友感情不遺餘力。並提供學弟妹就業之管道，今年屆
創系50周年，希望延續本系香火傳承，期待各位新血一同加入。

「淡江大學商管碩士聯合同學會」將會不斷的創造學會價值並與大家一起
分享、學習成長。我們將會不斷的致力於成為大家在生活上的得力夥伴，歡迎
您的加入！

日文三黃玉珊（第16屆學生會會長）

教科三 蘇品蒓

三年走來，最感謝是學長姐殷切的關心與指導。感謝在我剛踏進校園
時，給我一個強而有力的手臂，在需要幫忙時拉我一把；在可讓我們發
揮時，放手讓我們做。俗話說：「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我會記得那
年忘春瘋後，我們躺在蛋捲廣場上看星星的夜晚；我會記住蛋捲節辦完
後，大夥兒抱頭痛哭、喜極而泣的場景，即使往
後的日子少了你們，但是樸實剛毅、努力不懈的
精神，會繼續傳承下去！加油，我以你們為榮。

親愛的教科學長姐們：還記得大一剛進來的時候，參加迎新宿營時，學長姐很熱心地帶我
們做活動，與我們培養感情，還有家聚、歐趴糖等等的感情交流，讓只有一個班的教科系
就像大家庭一樣溫馨。一轉眼，在我心中像超人一樣的學長姐們就要畢業了；一轉眼，我
們也接下了畢專這個棒子，認真做專題還有無止盡的爆肝，當超人真的好辛苦呀！請學長
姐們往後的日子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也祝福學長姐
們畢業後找到適合的工作，事事順心！

國企二 李孟臻

語言一陳易霆
曾經相惜，薰風飄飄勾起的漣漪，是那些喜悲交織
的回憶。在蘭陽經歷的一千零九十五個日子，鳳凰花
盛開的時節，綻放及歡送即將離開校園的你們。親愛
的學長姐們，放心去展翅翱翔吧！

不知不覺，四年就這樣走完了。今後夕陽澆在宮燈大道
的炫目再會，牌聲震天的凌晨三點巧克力再會，好吃好喝
又好玩的水源街消夜再會，雖然就是不像台大會念書，但
是我們企業愛用第1，很會玩、很開心的淡江人再會。鵬程
萬里，笑傲八方，偶而回首，勿忘淡江。

建築二吳丞弘

運管二

去年大五的學長姐，在校園裡忙著拍攝著畢業照
時，我還是一位大一的新生，每天忙著應付課業，和
新同學磨合，相對於學長姐，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
界。這一年與學長姐的關係更近了，看著你們從準畢
業生到畢業，才驚覺原來準備畢業的這一年時間那麼
短，沒有永遠的大五生活。在大學裡的每一年都有一
段令人興奮的暑假，但是對學長姐而言，這一次的暑
假會特別長吧！。祝福你們在各自紛飛的時節中，有
一段最美好的長假。

在校生的真情告白

對外語學院的學長姐的印象就是男的帥女的正，
臉上總是充滿燦爛的笑容，對於問題不急不慌的把它解決，又要到畢業的時候
了，希望各位學長姐畢業之後能順利，能夠保有在淡江的寬大襟懷，並在社會
中展現長才，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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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珮

又到了畢業的季節，還記得剛成為大學新鮮人的時候，學
長姐向我們介紹學校及週邊的環境，讓我們更容易融入於大
學生活；開學後也不定期舉辦家聚，一起分享在校生活的趣
事，提供我們在學習上的建議，現在學長姐要畢業了，感謝
你們的付出，祝福學長姐們畢業後一切順利。

西語二呂孟蓉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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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戒驕固 技守專長 樸實剛毅 大用是彰

校友會是溝通的橋梁

澎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王世桓

恭喜學弟、學妹順利從母校畢業，母校在國內外校務表現上
實有目共睹，在私立大專院校中可說是獨佔鰲頭且對國立學校
也不遑多讓，而畢業校友的表現在企業界的喜愛程度上亦名列
前茅，實屬可喜可賀之事。如今您將離開母校的懷抱，展翅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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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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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學審問 明辨篤行 自成機杼 用為世匡

彰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蘇文俊

首先恭喜各位學弟、學妹順利完成學業，就將踏入社會或繼
續升學。不管你（妳）們選擇的是哪一條路，在淡江這段求學
的日子，都會是難忘的回憶，而且愈年長感受愈深。你（妳）
們在淡江所受的訓練與熏陶，足夠應付未來的挑戰，不論是做
好本職工作或繼續學習精進，最要緊的是「把自己份內的工作
做好」，這是我們要得到別人尊重的基本條件，「負責任」正

張義雄
董煥新
俞英兆
陳永盛
路國強
許一平

浩浩淡江 萬里通航 新舊思想 輸來相將

基隆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理事長 俞英兆

6月鳳凰花開時，是各校舉辦學生畢業典禮的時節，學弟妹
們在母校淡江大學四年的課程將告一段落。畢業典禮後離開校
園，從此身上就烙印有「淡江人」三個金字，一輩子不會褪
色。
學弟妹們在校期間接受師長的教誨，以增長智能。參加各項
社團活動，以加強人際關係。與其他學校舉辦聯誼活動，以擴

台北縣淡江大學校友會
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
基隆市淡江大學校友會
桃園縣淡江大學校友會
新竹縣淡江大學校友會
新竹市淡江大學校友會

校歌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 羅森

化學二 林宜靜

分離的日子就要到了，往事一幕幕地浮現，一次又一次深
刻地烙印在心中。懵懂的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不畏懼往後困難
的決心，謝謝學長姐的無私關愛讓我們成長茁壯，如今驪歌
歌響起，雖然心中難過不捨，但我相信分離是為了下一次的
相遇，再遇見，彼此都會煥然一新。
畢業只是個美麗的分隔號。分隔號前，學長姐的陪伴與支持，點滴我心；分隔號後，我衷
心祝福你們演奏出另一篇屬於自己的美麗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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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
方子毓
高雄市淡江大學校友會
蕭金柱
屏東縣淡江大學校友會
李逸琳
台東縣淡江大學校友會
陳文和
花蓮縣淡江大學校友會
蔡克敏
宜蘭縣淡江大學校友會
徐振榮
澎湖縣淡江大學校友會
王世桓
金門縣淡江大學校友會
李有忠
連江縣淡江大學校友聯誼會侯全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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