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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4 學年度榮獲大義書卷獎-第二名
2. 104 學年度中國銀鷹實習計畫:中國平安銀行(地產金融)
3. 104 學年度五十腰樂團校內展演(鼓手兼團長)
4. 104 學年度K-ARENA 高雄巨蛋 演唱會工作人員
5. 104 學年度義守大學義起飛翔創新暨創業競賽:行銷佳作
6. 105 學年度榮獲大義書卷獎-第二名
7. 106 學年度榮獲大義書卷獎-第二名
在學經歷 8. 106 學年度獲得鴻泰國際物流 業務部實習生
（曾擔任之
幹部、特殊事 9. 106 學年度蹟或得獎紀
獲取台灣電子電機同業公會-中國昆山科森科
錄）
技有限公司採購部實習
10.106 學年度中國昆山科森科技公司 台灣實習生代表人
11.106 學年度第二屆昆山科森科技 我是歌手-夏日歌手暨
生日大會 活動主持人
12.106 學年度中國昆山市「圓夢鹿城，成就夢想」徵文比賽:
二等獎
13.106 學年度中國昆山市「圓夢鹿城，成就夢想」攝影比賽:
三等獎
14. 107 學年度環保局減塑政策推廣(南區) 計畫主持人

時光飛逝，歲月如梭，大學四年時間一溜煙就消失殆盡，屬於我們的青春也漸
漸畫下了句號，回想起剛踏入義守大學正青澀的我，帶著一卡皮箱一個背包離鄉背
井來到高雄讀書，盡情地揮灑汗水，放蕩不羈的生活，隨著鳳凰花開的季節，慢慢
的將我帶入現實，哇! 我竟然要畢業了! 心中無限感嘆。
大學是銜接社會的重要橋梁，很慶幸的我就讀了這所能夠讓我自由發揮的義守
大學，激發出自己的無限可能，認真努力的學習，加上義守相當多資源的利用，強
大的後盾支持著我們尋找理想的未來，我想說，謝謝義守大學，讓我們站上強而有
力的肩膀上，提供我們完善的教育，使我們不畏風雨的替理想打拼，成為我們的後
盾，感激的心已無法用言語表示。
大學生活常常是出社會的人與還沒就讀大學的高中生的熱門話題，課業、社
團、愛情、打工，是大家公認大學的必修四大學分，很慶幸的我都有圓滿完成，過
畢業感言 程中充滿的各種酸甜苦辣，都將是未來的墊腳石，大學期間，努力地扎扎實實地打
穩自己的學業基礎，參加各式各樣的社團活動，音樂填滿了大學細胞，透過兩次的
（建議字數
國外實習以及一次的國貿物流實習，完美的充實了我的大學生活，嘗試了許多不同
600 至 800 字）
的打工，交到各式各樣的朋友夥伴，累積許多經驗以及人脈，漸漸的將當初懵懂無
知的我，築成了成熟自信的我，這一切都要感謝出現在大學時的人事物。
寬以待人，嚴以律己，是我在大學階段得到最深刻的體悟，少抱怨多做事才是
對自己最好的，一個人的成功不單單只有自己努力，還需要人事時地物的契合才能
完美，不要畏懼前方的挑戰，勇敢向前行，機會只會留給有努力的人，沒有千瘡百
孔，哪來甜美果實，在成功的道路上，我也一直在學習，不要在意過程中的困難，
一步步扎根，超越自己突破自己，歲月不留人，只有自己能掌握。
在電影 The Greatest Showman <大娛樂家> 中提到，「No one ever made a
difference by being like everyone else.」
，要成為有影響力的人，不能只安於
和別人相同，要持續努力才能成為更好的人，加油 ! 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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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宜榛

在學經歷

1. 103 學年度「望道號海上書船」雙語志工
2. 103 學年度義守大學母親節影片比賽 優勝
3. 103 學年度義守大學諮輔組 Open my 愛 &
Close your 礙 - 聽障體驗
4. 104 學年度學海遊學助學金 備取 1
5. 104 學年度才藝品格營會 隊輔
6. 104 學年度南投埔里青少年營會 隊輔
7. 105 學年度上海財經大學交換學生
8. 105 學年度爵士鋼琴 職業訓練
9. 106 學年度iMaker 學生平臺 企劃案
10. 106 學年度武昌 Life Chang 團隊 副團長
11. 106 學年度參與兩次文創市集籌辦人員
12. 106 學年度系主任 EMBA 創業管理課程旁聽
13. 106 學年度擔任高中母校社團指導老師

每個人的生命都有某種獨特的價值，四年的大學生活更造就了我們每個人獨有的
智慧！在這個將踏入另一個階段，忐忑而興奮的時刻，我想說:那些曾經竭盡全
力、或許是汗水或許淚水，我們真的都很棒!
也絕對可以說，義守大學是我生命的一部份，也是成全我最大的溫床。
回頭看過去累積的種種，這些都不是單靠我的埋頭苦幹可以獲得；而是原本身邊
美好的環境和資源，自然而然就讓我敞開眼界，幫助我從中獲得珍貴的經驗。
不同國家的朋友讓我有了國際觀的成熟。
透過交換生的經驗更讓我擁有第二個、永遠會張開雙臂擁抱我的家。
教授都樂於在課堂外向我分享他們的專業跟經歷，讓懵懂的我站在他們的肩膀
上、漸漸成為更好的人，而這其中最大的都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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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四的某堂課程中，有一次我鼓起勇氣走到臺前擦掉前一堂課程的板書，單純
想預備一個舒適的學習環境，舉手之勞的行動全是因著每位伯樂曾經對我的培
植，使我成為一位懂得感恩和回饋的青年。
在背對著同學們時，我才驚覺自己已經是一位學姐、而我是一位別人眼中的領
袖。我們漸漸成為了榜樣、即便是在小的事情，也願意捲起袖子著手磨練和付
出。雖然我們都還只是二十來歲的青年，然而我們卻是世代傳承的關鍵！我們手
中所做的努力也是為了帶給社會幸福!
在面對回憶的種種、正在著手且樂在其中的事情、以及面對未來的盼望，我們都
要緊緊保守我們的心勝過一切、讓生命的結果和長成都由心裡綻放出來。
「表裡
如一」是我們的潛質，使我們即便在不同的身份當中，都是同一個「我」、而並
非一位多面人，也不會有任何的轉換。即便面對社會的灰色地帶，也以善良、正
直跟影響力的態度去跨過這道高牆。「單純」可以操練，讓我們一起操練一顆單
純正直的心。
以至於如今，不只我以身為義守大學的學生為榮，義守大學也將以我為榮！
不要害怕前方，耐心累積、勇敢積極，就能體會其實沒有任何敵人，只需要專注
的看著自己的階梯，一階一階、一步一步的超越。時間從來不會是敵人、而是我
們最好的朋友！
成功屬於努力的人，努力一定會有所收穫，希望你努力、祝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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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榮獲 2015 學海獎助學金
-英國暑期遊學(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2. 榮獲 2016 學海飛颺獎學金
-英國雙聯學位 Dual Degree：BA (Hons)

在學經歷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UK)
3. 擔任國際商務導論助教
4. 擔任 2016 高雄國際遊艇展工作人員
5.通過美國 Level 1 DL (Demonstrated Logistician)
物流證照 及丙級技術士【國貿業務】
時間飛逝，四年的大學生活即將在今年劃下完美的句點。意味著人生的下一章節也即將開啟。
回想起大一、大二時，從緊張得跟新同學打招呼、第一次跟家人分離住校到之後變成彼此的
羈絆。到了大三，入選英國遊學團，跟來自不同科系的朋友在短短的一個月製造難忘的回憶，
更與 NTU 結緣。點點滴滴，都是珍貴的記憶。
能到英國念雙學位，絕對是父母及學校給予我一生最棒的禮物。大四這年，有幸再度前往 NTU
就讀雙聯學位。有了父母、老師、系助理及朋友們的支持，我決定隻身前往英國諾丁漢，對
從沒長時間離開過高雄的我而言，一切都是挑戰。但有了家人、老師、朋友們在背後噓寒問
暖，讓我不覺得留學這條路是孤單的。長達八小時的時差，要聯絡家人及朋友們總是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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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此趟旅程更讓我跟珍惜我所擁有的。在英國這一年，認識不同國家的朋友，學習如何
跟不同文化的同學們共事，同時,堆積如山的小組及個人報告接踵而來，數不盡的熬夜日子讓
我常想：‘大學由你玩四年’這句話好像不適用在我身上，但是，現在，我將賦予他全新的意義：
學習，永遠是快樂的，另外，要如何從玩樂中也能學習，才是最重要的。
不得不說，父母、義大及國商系給了我圓夢的可能，義大給予學生許多出國留學的機會，國
商系也給了全系學生到日本及韓國姊妹校見習的機會。難能可貴之處是：系上老師們及系助
理亦師亦友，從課堂中默默的教授課堂及課外的人生道理中，國商系教會我：永遠不要低估
自己的能力，不要害怕自己會失敗。即使失敗了，也不要後悔自己曾經做過的決定。
四年，其實很短，如今，我們已經要離開校園了。我永遠不會忘記跟朋友們的相聚時光、跟
老師們及系助在系辦公室聊天的模樣。離開校園後，又是一個全新的挑戰。回想過去這四年，
我，並不後悔我所做的所有決定，那大家呢？在此用 J.K. Rowling 送給畢業生的話與大家共
勉之：It is impossible to live without failing at something, unless you live so cautiously that you
might as well not have lived at all - in which case, you fail by default. 最後，讓我們一起站在義守
大學這巨人的肩膀上，一同高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