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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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泓齊蘭陽校園報導】全球發展學
院所 24 日晚間在蘭陽校園強邦教學大樓一樓
餐廳舉辦 2017 High Table Dinner 全住宿書院
「新聲」餐會，近 300 位大一新生、轉學生與
師長共饗美食同樂。
校長張家宜、國際副校長戴萬欽、蘭陽校園
主任林志鴻、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等師長
參與，校長致詞時表示，歡迎新鮮人加入淡江
大家庭，並強調住宿書院的特色及重要性，
蘭陽住宿書院源自於英國牛津大學，師生共同
住校，透過和學生密切互動與交流，以及師生
共同參與的多元化主題活動，落實「輔導重關
懷」之精神。此外，校長還提醒同學不要熬夜，
早起欣賞蘭陽的龜山朝日。
會中進行大一班級競賽頒獎，分別有兩個獎
項。第一個獎項為「蘭陽日服儀獎」，由語言
系獲得，蘭陽日為鼓勵學生於每週一穿著正式
服裝，透過外在正式衣著，強化品格涵養的實
踐，進而影響學生的行為、言語、儀態，塑造

學生適當的儀容及言行舉止，搭配專業智識與
能力，因應未來國際化的就業市場。第二個獎
項「課程出席率獎」，由資創系軟工組獲獎，
是為鼓勵大一同學勤奮學習，於校訂點名時間
統計同學課堂出席率。
High Table Dinner 餐會以全英語進行，觀光
系助理教授蔡宗伯介紹 High Table 的由來，並
指導學生們西式用餐禮儀，包含敬酒的握杯姿
勢。在師生共同舉杯後，晚宴正式開動，大一
班代與校長、副校長等貴賓坐在 High Table 用
餐，台下的師生們相談甚歡。餐後各班依序與
師長、貴賓們合影，許多同學也利用此難得的
機會與校長個別合照留念，整場晚宴在歡笑中
畫下完美句點。
語言系一年級新生鄭羽璿說：「看到現場服
務的學長姐專業的打扮和司儀專業地介紹師
長，我感到非常佩服。而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上餐點的時候，學長姐貼心服務我們，用餐時
跟老師的互動都很好，也聊得很開心。」

上週蘭陽校園舉辦 High Table Dinner
，餐後各班依序與師長、
▲
貴賓們合影，許多同學也利用機會與校長個別合照留念，整場
晚宴在歡笑中畫下完美句點。（攝影／黃泓齊）

蘭陽High Table Dinner 師生全英語同樂

（攝影／麥麗雯）

歷史X數學 聯合制服日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歷史系系學會
與數學系系學會於本月 26 日舉行制服日，一
群充滿活力，身穿高中制服的學生在 S104 以
重返 16 歲為主題進行分組破冰闖關遊戲，重
回高中時跟好同學打鬧嬉戲、揮灑青春汗水的
時光，各組鬥智鬥力，經過一番對決之後終於
決出勝負，當然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在頒獎之
後大家興高采烈地合照留念，兩系系學會成員
更準備了 pizza 供同學們享用，以此結束一個
愉快的夜晚。

（攝影／楊奇燁）

德國啤酒節氣氛超High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於
26 日 晚 間 六 時 在 牧 羊 草 坪 舉 辦「2017 TKU
Oktoberfest 德國啤酒節」，外語學院院長陳小
雀、德文系主任吳萬寶等師長皆出席參與，現
場五光十色、氣氛高昂。
當晚也有德國特色食物與大麥、小麥、黑麥
三種啤酒供大家享用，及許多小遊戲熱絡大家
的情誼，更邀請到了扯鈴社和 BEATBOX 社
上台表演，活躍現場氣氛。主持人說明，啤酒
節最初起源是為了慶祝巴伐利亞王子的婚禮，
後來演變成嘉年華，而德國盛行啤酒是因為古
時水質不乾淨容易生病，所以才改飲用啤酒。

化材系暑期實習心得分享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系於 24
日在工館 G315 舉辦「106 學年度化材系暑期
實習海報暨成果發表」，並於教室外進行海報
成果展示，現場邀請宗瑋工業董事長林健祥、
九垚精密陶屬工業總經理李明烈、科盛科技公
司技術副理王鎮杰、中鼎集團智能事業群執行
長易惠南、依田股份有限公司組長彭俊儒等實
習單位代表蒞臨指導。
本次暑期實習發表共有 9 位同學上台進行實
習心得與成果分享，其中化材四莊英頌分享，
「工作中的實驗過程更需嚴謹，像是電池製作
的每一個步驟都會影響結果，其中也學習到如
何自己解決困難，為工作負責。」化材四吳濬
宇則說：「實習期間到各部門學習，真的是大
開眼界，見識到更多，也不再侷限於化工，更
看到自己的不足！」化材四周世芳也說：「擔
任實習生時，工程師都會給自己題目，也會聆
聽意見給予更多建議，讓我增加更多經驗！」

戰略所邀美國智庫來校交流

（攝影／戴先怡）

與學習。李文雄表示，澳洲老師注重教學品質
與態度，用死板的教科書和 Power Point 的方
式無法提升教學品質，用適當的思維融合英語
的語言技巧，可以讓自己教授的股票學、管理
學變得更有趣。涂敏芬以「企業倫理」的英語
授課為例，CLIL 在語言學習中扮演重要角色，
用英語詞彙輔助，並在課堂上以小組討論方
式，激發學生主動學習。24 日則由觀光系副
教授陳意玲主講「CLIL 研習對教學的反思與
實踐」，她說明，透過主題設計、小組上台分
享及遊戲的方式，促使學生發揮創意。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與
戰 略 研 究 所 於 26 日 在 T306 舉 辦「 美 國 智
庫與學生的對話」交流會，邀請到華府重要
智庫「美國進步中心」主席前參議院多數黨
領 袖 Thomas A. Daschle， 率 Neera Tanden、
Chris Lu、Colin Willett、Laura Rosenberger 與
Melanie Hart 等專家學者，來校聆聽台灣青年
的聲音以及交換對公共議題的看法。
Thomas A. Daschle 致詞感謝本校戰略所的邀
請，並提出自身對國家定位的看法，以及自己
在國際交流間應該扮演的角色，另外也揭櫫如
何保持國家強大及年輕人的思想與國家未來為
本次交流的主軸，以台灣的立場為出發點和在
場學生互動。這場會議提到關於川普的政治表
現，如他的不可預測性和對亞洲的方針，也有
外交政策上的規劃和原則。現場智庫群也與學
生就本次的主題進行熱烈對談。
戰略所副教授黃介正說：「感謝外交部的幫
助讓這些智庫能和學生們交流彼此意見，相信
這些有政府經驗的專家們能夠開拓學生的全球
視野，此外亦增加本校在國際上的曝光度。」

恆耀集團

吳榮彬汽車扣件龍頭 乘勢加值勝出

董事長

【記者劉必允專訪】一出台南高鐵站，往恒
耀集團總部的 7 分鐘車程裏，放眼望去，馬路
兩旁是尚待開發的工業區用地，「明年，我們
的新廠區會在這邊動工。」恒耀王副理指著左
手邊 18 公頃的空地對我們說明。恒耀一向低
調，但是馬路上奔馳的汽車，幾乎都用上恒耀
生產的螺絲與螺帽，經營近 30 年，早已是全
球前十大汽車扣件廠，今年初，因取得美國電
動車大廠特斯拉（Tesla）Model 3 新產線的大
筆訂單而聲名大噪，擴大廠區、提高產值是勢
在必行。
台南出身，親友借貸創業
一手打造這個輝煌戰績的吳榮彬，是道道
地的台南農家子弟，父親擁有 30 甲的的鳳梨
田，為關廟地區赫赫有名的「鳳梨大王」，因
此吳榮彬自小經濟無虞，卻沒有染上紈袴子弟
習氣，全因父親腳踏實地、勤勞務實樹立了典
範。
民國 69 年畢業於本校機械系（現改為機電
系），吳榮彬進入三星五金（現三星科技）工
作，六年的時間從模具工程師一路到了廠長的
位置，也在外銷部門一年多累積經驗，培養相
當專業的技術和業務能力，接著他跨出人生大
膽決策 -- 自行創業，「我是零元創業，前期
的資金都是跟親朋好友借來的，龐大的壓力來
自技術研發需要時間和金錢的支持，沒辦法在
短時間內拿出成績。」連續三年的虧損與龐大
的借款壓力，他依舊不放棄並堅持，終於在第
四年，技術有所突破讓赤字翻轉，「我認為只
要對的事情就會持續，不怕辛苦，永不放棄就

對了。」吳榮彬的逆境生存充分印證在扛著高
額貸款，直到創業十年後才得以財務穩健。
高階扣件訂單遍及全球
創業之路何其艱辛，吳榮彬目光堅定的說，
「創業一直是我的目標，不僅是父親的期許，
我也想要當家作主，成立一間『以人為本』的
公司，成為經濟和事業上的典範。」他選擇生
產汽車底盤及板金結構的關鍵零組件「焊接螺
帽」，亦是因為不想與有提攜之情的三星五金
競爭，因此選擇需要高品質、高品管的汽車扣
件發展。
歷經初期創業資金貸款壓力、金融海嘯的危
機、到股東陸續退股，吳榮彬都堅持下來，穩
紥穩打的經營策略，再加上持續開發新產品，
恒耀逐漸在業界嶄露頭角，將目光放得更遠。
10 年前加碼投資中國，在廈門打造高階扣件
一條龍生產線，各種尺寸扣件具備，以供應歐
美日系在中國的合資車廠的訂單，包括 Ford、
GM、Audi、VW、VOLVO、NISSAN… 等。
三年前，吳榮彬再下一城，併購德國百年扣件
大廠 ESKA，增加 Benz、BMW 等高階車系入
囊，此外，德國工藝級扣件製造技術的領先地
位，更讓台灣其他扣件廠難以望其項背。今年
恒耀打入美國 Tesla 電動車供應鏈，爭取到最
新款 Model 3 電動車全車主要的扣件訂單，配
合年底量產上市，吳榮彬表示，「目前生產線
正在緊鑼密鼓的趕工。」
將於明年啟動的 18 公頃恒耀新廠區，是恒
耀接下來的發展重點，吳榮彬表示，這個開
發案預計分兩期進行，投資 30 億元，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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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可投入生產，
屆時特殊扣件年產
量 5 萬公噸，可望達
到工業 4.0 的製造規
模，預估每年可創造
逾 60 億元的產值。
以人為本的企業典範
事業有成之際，吳
榮彬沒有忘記曾經靠
著父親種植鳳梨，在
創業初期時給予的金
援，以及懷抱著對家
鄉回饋的責任，吳榮
彬自創品牌投資生產
（攝影／劉必允）
鳳梨酥，幫助種植鳳
梨的鄉親。除此之外，也長期捐贈獎學金給
從小到大求學的母校，包含五甲國小、城光中
學、台南一中及本校機電系和西語系。他說：
「回饋，是企業的社會責任。」
自許要對社會起典範作用的他，在公忙之
餘，仍然抽空北上奉元書院，投入對文史哲的
研讀。甚至接待學弟妹來訪時，會興起台南人
的熱情以家鄉菜餚款待，並分享人生座右銘：
「要有志，要有識，要有恆」，這是取自曾國
藩的箴言。他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最為缺乏「三
有」中的恆，跟以前的大學生相比少了點耐
心。「我從小就培養閱讀的習慣，到現在每天
依舊花 3 到 4 個小時閱讀，種類相當多，不只
有專業科目或是財經雜誌，連易經、老子也在
床頭隨手翻閱。」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創業實作課程獲百萬補助
本校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獲教育
部「大學校院創新創業扎根計畫」百萬補
助，本學期開設「【創業力】創業系列實
作課程」，邀請業界讓同學提早與相關領
域產業接軌，詳情請洽本校活動報名系統
（http://enroll.tku.edu.tw/）。（文／本報訊）

英文拼字賽三人並列冠軍

CLIL教學 上課有趣多了！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
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本月舉辦 2 場 CLIL 教學
系列研習活動，邀請赴澳洲昆士蘭大學參加
英語授課培訓的教師經驗分享，並從中提及
課程實際案例，呼應如何學習 CLIL，改造課
程 設 計。CLIL 全 名 為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是 融 合「 目 標 語 言 」
（Target Language）和「學科內容」（Subject
Content）於一的教學新方法。
19 日由企管系教授李文雄、副教授涂敏芬
主講「創新管理」與「CLIL 教學法」的遞迴

http://tkutimes.tku.edu.tw/

中文系和驚聲古典詩社、微光現代詩社
合辦的「第六屆秋水文章創作大賽」31 日
開始徵稿，分為古典詩、現代詩、五言對
聯及七言對聯 4 組，本屆採用線上收件，
投稿網址：https://tkujingsheng.wixsite.com/
qiushui，活動詳情請上中文系網頁：http://
www.tacx.tku.edu.tw/ 查詢。（文／洪筱婕）

局主任秘書陳錦玲及外交部簡任秘書劉聿綺分
享在外交工作領域的經驗，包括外交工作的內
涵、外交人員應具備的條件、如何關注國際議
題，以及在相關工作上的實際經驗。陳錦玲更
以「外交工作不是雞尾酒和燕尾服，是試膽量
和自我挑戰的工作」來說明從事外交工作應具
備的心態。
另有大陸所校友前臺北海洋科技大學教務長
彭思舟，透過實際案例說明創業應有的心態及
準備；戰略所校友臺北市議員戴錫欽分享從一
個媒體人轉戰政壇的心路歷程；日政所校友勤
益科大通識中心助理教授鄭明政，則從咖啡正
義談到國際經濟活動對人權保障之影響。

師生對於國際事務與知
識的關心，符合本校國
際化之特色，今年的學
院週有更進一步的改變
及突破，以主題─北韓
核武發展來展現。
活動當週，安排各所
畢業校友回校演講，希
望透過不同主題的經驗
分享，提供學弟妹未來
規 劃 的 參 考。 歐 研 所
及拉美所不約而同邀
請同在外交領域服務的
校友：外交部領事事務

條

網路看更 大

第六屆秋水文章比賽徵稿

國際學院週傑出所友開講
【記者歐陽子洵、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國
際學院週於 24 日中午在黑天鵝展示廳開幕，
校長張家宜、國際副校長戴萬欽、國際學院院
長王高成、國際研究學院各所系主任與師生到
場參與。張校長致詞時提到，國際研究學院一
直都是淡江非常具有特色的學院，因為國內鮮
少學校有類似的區域研究，勉勵日後在研究上
可以更加精進，同時期待未來能招收更多人才
就讀研究所，她同時稱許擔任司儀、來自馬拉
威的外交二阿唵中文講得很標準。
院長王高成說明，這是國際研究學院第二年
舉辦國際學院週，目的在於展現該院 5 所 1 系
一年來的教學研究活動和特色成果，促進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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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足航太新能源，前景在握
吳榮彬回首創業一路走來，產品從 24 項規
格增加到 3 萬多項，從一個辦公室到 20 家公
司、15 座工廠、員工從 50 人到全球超過 3000
人，從台南發跡，到版圖遍及歐、亞、美洲。
此刻，他覺得企業的發展還正處於一條上升的
曲線，先前的創業波折，都已揉合成口中「大
事化小，小事化無」的經營智慧。
眺望恒耀未來的願景在哪？目前，亦跨足航
太扣件與新能源市場的吳榮彬豪氣干雲地回
答：「同行的朋友曾經跟我說：『夠了啦 ! 你
已經是全亞洲第一了。』就算現在公司已經是
全球前十名的扣件廠，我也覺得依然可以繼續
發展，除非有一天恒耀能夠進美國財富雜誌的
前 500 名，那時才真的是大事！」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英文系於 24 日晚間在 T301 舉辦英文拼
字比賽，共 22 人參加，經過近兩小時的激
烈競爭，比賽採取回合制，25 回合結束後，
仍有三人留下，經過討論，主辦單位決定
英文四 B 李佳螢、蔡雨璇，以及英文三Ａ
梁智軒並列冠軍。（文／李欣倪）

日本高校生來校交流書法
本月 19 日日本櫻井高校書法科學生至文
錙藝術中心參訪，並參與文錙藝術中心主
任張炳煌的書法教授課程，張主任除了親
自揮毫讓學生們見識一番，也請同學踴躍
上臺寫自己的作品。（文／胡榮華）

英檢工作坊傳授應考方向
英文系於 23 日邀請托福測驗中心講者
Toshiyuki Hasumi、全民英檢講者潘智亭、
英文系副教授林銘輝及講師雷凱，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開設英檢工作坊，傳授關於全
民英檢（GEPT）及托福（TOELF）英語檢
定應考準備方向。（文／廖吟萱）

卡波耶拉社參加凱道嘉年華
淡江卡波耶拉社一行 5 人於 21 日參與在
凱達格蘭大道舉行的夢想嘉年華遊行隊伍，
他們使出渾身解數，帶來武術閃躲動作、
節奏輕快活潑的森巴舞音樂及異國文化等，
帶給大家嶄新視覺感受。（文／林毅樺）

學程加油讚

創意數位媒體實務就業學分學程
為落實學用合一，資傳系與網路基因資訊
股份有限公司、不來梅股份有限公司、愛迪
斯科技股份有公司、大霹靂國際整合行銷股
份有限公司、大畫電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奧亞數位文創有限公司、奧亞整合行銷網股
份有限公司、辰藏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創夢
市集股份有限公司等產學合作，新設一門
「創意數位媒體實務就業學分學程」，以培
育數位媒體行銷與創製的人才為目的，希望
能結合媒體產業所提供的實習機會，增進學
生的實務經驗與專業知識，協助學生強化職
場競爭力，並開拓未來就業管道。申請資格
為，凡資傳系大學部三年級在學學生，對本
學程有興趣者，皆可提出申請，該學程修課
科目包括基礎課程、實務課程及專業實習，
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本學程指定課程
之最低應修學分數16學分以上（含）且成績
及格，並在傳播行銷、美學設計、科技應用
這三門實務課程中修習二門課程，完成必修6
學分，而在大四須前往合作企業實習，獲得
必修2學分，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之資
格。（文／李羿璇）

人物短波

陳惠瑜網路行銷資歷豐
日文系校友陳惠瑜（93年畢）目前是活動
方塊網路公司行銷總監，因擁有14年網路行
銷、廣告資歷，受經濟部邀約擔任「青年創
業圓夢網」輔導顧問，也經常在文化、輔
大、青創總會與各大企業單位教授網路行銷
企劃。陳惠瑜表示，雖然日文專業是本科，
但大學時期選修教育科技當輔系，培養出在
網頁設計及網站經營的興趣，畢業後自然就
往這方面發展了。她透露，本身也喜歡畫
畫，在校時曾經是淡江時報四格漫畫固定作
家，很感謝當時能有這個機會練功，除了留
下美好的回憶現在工作也經常運用到當時腳
本規劃的訓練，還因此幫六福村、凱基銀行
等客戶執行line貼圖的專案。（文／本報訊）

蕭惠敏玩黏土拿證書

德文系82年畢業校友蕭惠敏學習黏土六
年，日前取得日本株式會社ジャックス講
師證書，除了在新北市同榮國小從事黏土教
學，也開設私人小團體課程。蕭惠敏大學畢
業後從事電腦電子業專案企劃，經常出差、
加班，甚至到大陸東莞工作2年，直到女兒上
幼稚園，辭掉工作全心照顧。六年前，女兒
上小一，在學校擔任志工的蕭惠敏，接觸到
校內開設的志工成長課程，內容就是教做黏
土捏塑，一做就做出興趣，因此決定進修取
得講師證書。（文／本報訊）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