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師是一個需要和很多人交心的工作。」
獲頒108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中文系副教
授李蕙如真摯的訴說著，她十分感謝學校鼓
勵，也會將此當作持續盡心教學的能量來
源，李蕙如說：「有時候教學路上常會感到舉
步維艱，但學生的反饋與學校的鼓勵總會陪伴
焦慮的我堅定向前。」
　談及教學理念，李蕙如逗趣的形容：「當
老師要性感。」指出必要性、長期性、複雜
性、使命感、危機感和榮譽感等。教師在和知
識連結的同時，也與學生交心，必要性在於傳
達正確的知識；長期性在於教師與學生的關係
沒有終止的一刻，是一份有「終身售後服務」
的職業；複雜性在於除教學外更要輔導，如果
學生在生命中遇到瓶頸，盡自己所能從旁協
助；使命感、危機感和榮譽感都是成為更接近
「優良教師」的要素。秉持「性感」原則，李
蕙如笑道：「作為一個好老師真不容易。」
　執教至今，李蕙如感念初到淡江時，「有資
深的教授帶領，真的受益匪淺。」教學是不
斷學習和調整的過程，「比如中國思想史課
程，讓學生不只閱讀文本，更要提出問題，進
行討論時才能深入淺出的思考。」在兼具質與
量的教學上，李蕙如投入教材編撰、協助學生
舉辦學習成果展、擔任榮譽學程導師、科技部
大專生計畫指導教師並舉行讀書會等活動，也
曾主領教師成長社群，如議題導向敘事力教學
社群團隊培力計畫等，忙碌卻多采多姿。
　任何教學都與學生息息相關，李蕙如拿出
紙本點名單分享，她總會註記每個學生的特
色，「如果平常有戴眼鏡的學生哪一天不戴眼
鏡了，我可能就會問上一句。」年輕的她和
學生維持著亦師亦友的關係，她也同樣能從
中獲得感動。「曾經有學生聽完我四書的一堂
課，特別來告訴我這對於他生活的影響，那時
候就會覺得授業這件事，真的十分有意義。」
　「中文系學生在未來大有作為。」對於科技
快速進步，各項能力、技術需求日漸快速的時
代，李蕙如說：「人文的力量永遠都在，而且
永遠都是必須的，專精一件事，無論身在何處
何時，是個金子總會發光。」（文／廖宜美）

　【記者李佩芸淡水校園報導】教育科技學
系運用VR科技手法，於3月16日至19日在黑天
鵝展示廳舉辦第21屆畢業展覽，以「兒時憶」
為主題，讓參與同學回憶起大學4年的學習生
活，與科技一同邁向未來。
　今年畢業生共分成28組，分別與特力屋、華
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復盛股份有限公司、八
方雲集等單位合作，依各單位需求製作數位教
材。3月16日中午舉行開幕典禮，教育學院院
長潘慧玲致詞表示，「兒時憶」可讓同學回想
起剛入學時，對教科系的未知與憧憬，到現在
經過大學4年課程安排洗禮後，融合所學展出

豐富的成果，勉勵同學持續發揮，並祝福同學
扶搖直上展翅高飛。教科系系主任李世忠則勉
勵學生：「專業就是又快又好，透過一次次的
練習就能成為專家。」這次畢業專題展現教育
科技系的特色：與企業有良好鏈結、優良遠距
教材製作的品質、完整的教育訓練課程設計。
　展示現場呈現各組專題特色，分為「One 
day教學區」與「Someday企業訓練區」，在教
學區中「Buy The Way」專題組以消費教育為
主題，分為網路購物、實體購物、美食外送等
單元，結合互動性和遊戲方式製作輔助教材，
增進對消費教育的認知與興趣。「鼓勵鼓勵在

骨力」專題組推廣骨質疏鬆的知識，讓40歲到
60歲以上民眾了解其症狀、治療和保養方法。
　在企業訓練區中，「屈城市x教你的氏」專
題組為屈臣氏公司操作開發實體店面和使用設
備的訓練教材，以協助新進員工更熟悉如何進
行門市管理工作；「一起成為任用時間管理大
師！」組則製作招募管道介紹與選擇、選才標
準設定、面談流程與注意事項等課程內容，可
運用於招募任用及管理。
　教科三孫羽欣分享：「活動規劃很讚，觀眾
參觀動線清楚。透過展覽了解到學長姊的創
意，也很欣賞展出的專題作品，受益良多。」

▲教科系舉辦第21屆畢業展覽，大四同學展示
精心製作的專題。（攝影／游晞彤）

　【記者鍾明君專訪】她在進辦公室前，叫住
了助理，「不好意思，可以麻煩妳幫我準備三
杯咖啡和水嗎？謝謝。」大傳系系友、現任奧
美集團董事總經理謝馨慧，即使職位上已經高
高在上，在與前後輩的相處細節裡，仍可以
看出一直以來不忽略的禮貌與默契，她就是
《「懂事」總經理的 30 個思考》的作者。
保持接收新知　向年輕人學習
　在廣告公關公司裡，團隊合作可以呈現出一
個好作品、計畫案的不二法門，「我在奧美是
從實習生、基層做起來的，同理心是主管與夥
伴們之間互動的潤滑劑。」在職場上謝馨慧善
於人際溝通，在書中不僅提供職場實戰經驗的
建議給社會新鮮人，她也告訴主管如何與夥伴
培養默契，特別是面對科技發達、資訊快速的
時代下，她認為作為主管需要去傾聽年輕人的
想法，除了傾聽外，也必須放下自己的身段學
習未知領域。
　她喜歡問年輕人，是否了解斜槓人生？過著
斜槓生活？與一般企業主管不同的是，她研究
了年輕人在環境裡的各種狀態，並設身處地為
夥伴著想。她在工作或是人際溝通上是業界的
典範，廣告公關公司必須隨著時代的變遷，改
變對消費者溝通的方式，她提到：「雖然能夠
無時無刻學習到新的廣告公關手法，但是每一

次轉型對我來說都必須戰戰兢兢。」她認為，
自己若不先熟悉新知，無法帶著其他夥伴跑，
她自信的說：「在科技、技能上我們必須向年
輕人學習，但是策略上我們還是得掌握！」
淡江影棚訓練　成為人生啟蒙
　「當家人送我到學校，把行李都安置好後，
隨著火車離開淡水，我才開始意識到我真的必
須長大了。」謝馨慧在高中時期對於傳播的憧
憬來源於廣播裡余光、光宇、李季準在電臺裡
用聲音呈現故事的方式，當時她對於說故事、
人際溝通充滿期待，在理解過各科系後，認為
大眾傳播最適合自己的選擇，於是她告別舒適
圈高雄，北上追求學習媒體的夢。
　離家遠讓她開始跳脫出原本體制下教學的框
架，為大學時期著上許多色彩，不僅在課堂分
組作業裡學習如何與意見不同的人溝通，還參
與健言社學習如何辯論，四年寒暑假積極找實
習，她說：「因為我很喜歡與媒體相關的工作，
學校剛好有機會可以讓我們實習，當然就是要
多方領域的嘗試啊。」
　她曾在大眾傳播領域裡擔任高雄中國時報特
派實習記者、本校攝影棚採播組實習，最後回
歸當初大一希望能夠培養解決問題能力以及與
媒體溝通，於是她在最後一年暑假，選擇成為
奧美廣告實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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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
　畢業後，她成功進了奧美公司工作，她說：
「有些事一開始選擇對了就不需要更換，對於
這份工作我是充滿熱情，她可以幫助我學習新
知、發揮創意，甚至是透過溝通建立起與消費
者的共鳴。」投入這份工作一段時間後，她的
健康號誌亮了警訊，因甲狀腺亢進導致免疫系
統每下愈況，她選擇離開公司。
人生充滿熱情　卡關必須轉念
　一場大病，讓她心情低落，但還是樂觀地認
為：「人生順利不正常，必須思考怎麼使用方
法，如何轉念？」因此低潮期並沒有帶走她對
於學習、創意的熱情，每一次的低潮期都讓她
跳得更高，她不僅去英國念了研究所，還萌生
起寫書的念頭，她笑稱：「30 歲的時候我列
了 10 個死前要做的事情，出書是其中之一，
起初只因當時剛開幕的誠品書局陳設方式吸引
人，希望我的書能夠美美地擺在架上而已。」
在經過 20 年認真努力的職場經歷後，她決定
將自己累積的爐火純青經驗分享給大眾。
　「人因為不同而有趣，早點練習就會去想為
什麼，但是對每件事情的解決方式都不同。」
是她的座右銘，也是她用人、帶人的哲學，她
分享奧美用人的規矩，如同俄羅斯娃娃，希望
進公司的人才都能夠比自己想像的更鉅大，她
願意傾聽這些給予她意見的夥伴，並對他們坦

誠，透過語言能夠共創更好的績效。最後，謝
馨慧向學弟妹分享，若成為社會新鮮人，必須
理解工作與人生沒有全然的平順，必須緩步向
上，她希望能夠透過自己的經歷讓大家明白，
她也是從實習生一步一腳印，穩健踏實地爬上
董事總經理的位子呢！

▲李蕙如能與學生交心，幫助學子找出人生
正確方向。（攝影／游晞彤）

49 高中生來校體驗趣味數學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一理通百理
明」數學對於日常生活十分重要。數學系 3 月
13 日在騮先紀念科學館舉辦「數學日」活動，
系主任余成義及多位師生，準備了有趣的活
動，讓 49 位來自全臺各地的高中生，了解數
學系學甚麼。其中國立金門高中高三學生莊景
舜更是特地遠道而來，對本校非常有興趣。
　余成義向高中生們說明，數學系在培養數
學、統計及相關科學應用人才，培養學生思
考、組織、分析與表達之能力。畢業出路則有
教師、精算師、程式設計師等，特別介紹了本
校的強項和獎學金。
　數學系安排 5 項活動，包括「認識淡江」、
「動手動腦玩數學」、助理教授劉筱凡主持「數
學科普」、教授黃逸輝主持「統計科普」、副
教授蔡志群、助理教授徐祥峻教導「模擬面試
技巧」。黃逸輝邀請高中生玩撲克牌遊戲，讓
他們更了解甚麼是機率，他也表示在數據統計
以及資料科學等都需要運用數學。
　桃園市啟英高中涂旭宗同學說：「在活動
中老師會以實例來說明數學問題，感覺很生
動。」表示今天的活動讓他認識淡江大學數學
系。而南港高中何建豪同學坦言來淡江參加活
動，希望親自體驗大學校園生活，也更了解數
學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陳戰勝揭開央行神秘面紗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財金系邀請陽信
銀行駐行顧問陳戰勝於 3 月 16 日下午 2 時蒞
校演講，主題為「揭開中央銀行神秘面紗—談
貨幣政策操控」，邀請的財金系教授顧廣平表
示：「陳戰勝是 1972 年會計系畢業，曾參與
臺灣中央存保制度的建立，專業資歷豐富。」
　前中央存款保險公司總經理陳戰勝同時也是
第 12 屆「淡江菁英」金鷹獎校友，他首先以
央行在建築上的風水秘辛，帶領同學們走進位
於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 2 號那幢神秘的白色建
築。接著回顧從 1997 年東亞金融風暴到 2018
年美中貿易戰期間，臺灣貨幣政策如何因應以
及帶來何種影響。
　他也舉例：「像是 1999 年 921 大地震，中
央銀行採取選擇性信用管制，導致臺灣不動產
大幅度崩盤。」陳戰勝也為想要投資理財的學
弟妹給予建議：「臺灣股票市場有幾個重要觀
察指標：一是臺幣，二是美元指數，三是美國
十年期公債殖利率。」 
　財金四楊斯涵覺得此次講座收穫頗豐：「我
有關注股票，近期市場上的一些消息令人不
安。陳學長給出的方向性建議幫助很大。」

張旭賢陳柏瑜分享膜淨材料
　【記者黃律沄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系於 3 月
17 日下午 1 時在 E787，邀請化材系校友張旭
賢、陳柏瑜返校演講「勇於挑戰，大膽創新：
創業之路『從 0 到 1』」，與超過 50 位師生分
享創新實踐與創業秘辛。由化材系副教授黃招
財主持，介紹兩位校友共同創辦的膜淨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2020 年接連獲頒經濟部「新創事
業獎」、「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之特化材料
與應用生技類「初創企業獎」肯定，藉由他們
的創業經驗幫助學生能勇於開創新事業。
　現為化材系兼任助理教授張旭賢說明，不可
被事物之外形所侷限，他表示，大小是經過比
較而來，要跳脫邏輯框框才能看清，從《莊
子 ‧ 逍遙遊》中「〈不龜手之藥〉故事看出，
原本藥膏用來保護漂洗棉絮的雙手，但透過不
同的用途成為加官晉爵的工具，換言之，新的
思維會有不同創新，產生創新模式和變革。」
　兩人也說明薄膜技術研究如何應用於創業，
介紹該公司成功開發出目前世界上最小，僅有
一個拇指大的生飲型濾芯，無需電力便能直接
過濾細菌，可提供消費者於戶外或是水質不佳
處使用。張旭賢提到，除了新創想法外，基礎
扎根與觀察市場也相當重要，「原物料方面易
受國際影響而使成本有所變動，未來希冀能與
化工業與醫療器材業合作，發展特色。

位教學軟體，升級遠距教學設備，而後疫情時
代的來臨，他也預測複合式教學將可解決全球
教育的衍化問題。
　在演講過程中，中文系副教授馬銘浩提出：
「Panasonic是大廠牌，為何甘做代購？」朱家
良回應：「取得信任成為其供應鏈最大客戶，
因此獲得最新量產產品及最新科技。」大傳系
教授王慰慈詢問：「年輕時以甚麼眼光看待自
己認為需要改變？」朱家良以「人的宿命如果
是混口飯吃很無聊，既然失敗的代價那麼小，
為什麼不試一下呢？」作回答。
　歷史二胡溥育認為：「演講者傳遞重要秘
訣：勇於踏出舒適圈、挑戰不擅長之事、不害
怕失敗、特立獨行會有特別的收穫。」未來學
所碩士班彭啓東則提及：「了解遠距教學該怎
麼應用ViewSonic的智慧生態體系教學，也了
解到在困境時該如何面對。」產經三蔡銪晟說
道：「埋頭苦幹堅持朝信念前進、決定努力方
向找機會的人，毅力與眼光是邁往新大陸不可
或缺的能力。」

文學院邀國際大師談創業

▲謝馨慧充滿熱情與活力，善於溝通同時樂於
放下身段向年輕人學習。（圖／謝馨慧提供）

教科系畢業成果 與企業鏈結科技同行

　【記者宋品萱淡江校園報導】文學院於3月
18日下午1至3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國際大
師演講，邀請ViewSonic董事長朱家良以「苦
幹、實幹，還得用對方法：談創意思惟的重要
性」為題，朱家良創業過程經營績效曾經歷大
風大浪，他靠著創意思惟、反向思考，順利把
握機會，化危機為轉機。

　文學院院長林呈蓉主持表示：「ViewSonic
與本校策略聯盟，在瞬息萬變的時代該如何
面對問題，遇到困難該如何轉圜，朱家良董事
長可提供經驗借鏡。」朱家良表示：「之前一
心想做不平凡的人卻成了最平凡的人，再不改
變這一生就沒機會了。」他第一份工作是業務
員，靠著多方嘗試和不怕失敗的心態，大學時

期打工舉凡推銷電腦、語言教
材都有亮眼成績。
　從1984年正式進入電腦業，
1990年創立ViewSonic，到
2020年獲利創歷史新高，朱家
良帶領公司團隊在顯示器、投
影機和數位電子白板都有所成
就。也曾遭遇波折，如產品線
斷貨危機、硬體思維產品多角
化失敗、顯示器面板價格暴落
和2008年金融風暴等，他都　
能順利化解危機。因應疫情，
ViewSonic開發myViewBoard數

朱家良:創意思考數位轉型

大 傳 系謝馨慧重視夥伴互信哲學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運管四徐偉
哲、李宜臻、馬郡三位同學，由副教授羅孝賢
指導、兼任講師張庭榮協助的「客運北花線，
合作新發現」榮獲交通部公路總局舉辦「2020
公路公共運輸規劃競賽」學生組佳作，今年度
競賽即日起報名至5月31日止，他們也鼓勵同
學可以跨領域系所組隊貢獻所長。
　徐偉哲等3人以臺北至花蓮的客運「北花
線」路程為研究主題，藉由連假搶花東火車票
真實情況，探討人們選擇客運返家和觀光旅遊
的可能性。馬郡表示，客運「北花線」自去年
1月通車以來，受疫情和觀光遊客銳減影響，
搭乘人次不盡理想，加上三家客運業者，爭搶
黃金發車時段，造成車輛未載滿旅客便發車、
旅客平均等候時間拉長的現象，她說：「既然
看到了營運的痛點，就要想辦法解決它。」

　李宜臻表示，首先他們將「北花線」以觀光
巴士概念推廣，讓大眾能理解客運慢遊、欣賞
沿途優美風光的好處，以「品牌化」方式打知
名度，再整合三家業者班表、規劃行車路線，
讓民眾能中途下車，走訪花蓮太魯閣國家公
園、七星潭等熱門旅遊景點，再搭配行李運送
機制，讓旅客不用帶著大包小包行李，能夠
輕鬆玩花蓮，旅客只要在推播簡訊的APP軟件
中，選擇預約搭乘的班次，就能即時上車前往
下個景點，單趟旅途結束後，直往花蓮客運站
就能領回寄放的行李。
　已於上學期提早畢業就讀交通大學碩士班的
李宜臻分享，比賽未獲前三名的主要原因是：
「提案僅限規劃，尚未執行。」她說：「看得
出來評審很喜歡我們的規劃，但為秉持鼓勵實
作的精神，只能退居第四。」

　徐偉哲說：「對這項比賽有興趣同學，可以
找不同科系同學組隊參加，能解決很多跨領域
的事，像架設網站需要資工背景人才、LOGO
視覺設計可以找傳播科系。」能讓作品規劃得
更完整，符合需求。

徐偉哲李宜臻馬郡規劃北花觀光獲佳作
▲文學院辦大師演講，主講人ViewSonic董事長朱家良（左起）、
文學院院長林呈蓉與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暢談。（攝影／鄧晴）

李克成談國安和國際合作
　戰略所 3 月 15 日下午 1 時，邀請前調查
局國際處處長李克成演講「漫談國安情治工
作與國際合作—論海外與外事工作」，與現
場 20 位學生分享國安情治工作的性質，讓
學生對此有基礎的認識。（文／李沛育）

李鐵民膺任水環系友會長
　水環系系友會於 3 月 13 日上午在臺北校
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辦系友回娘家和第四屆第
一次會員大會，進行理事長改選，由現任副
理事長暨前北區水資源局局長李鐵民當選為
第四屆理事長。（文／朱映嫻）

淡江之聲電台即日起招生
　淡江之聲廣播電台即日起至 4 月 16 日熱
烈招生中，歡迎全校大一、大二不分科系學
生，想成為 Podcaster 歡迎報名。淡水地區
聽眾收聽 FM88.7，非淡水地區民眾亦可透
過網站線上收聽。（文／黃律沄）

蔣國樑古典詩創作賽徵稿
　文學院及中文系主辦、古典詩詞研究室及
驚聲古典詩社承辦的「第十一屆蔣國樑先生
古典詩創作獎」即日起至 4 月 9 日向全國大
專院校學生徵稿。（文／謝采宜）

無懼疫情 10美國高中生來臺修華語
　【記者謝采宜淡水校園報導】推廣教育處華
語中心承辦美國國務院高中生獎學金華語研
習班，於3月15日上午8時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306室舉辦始業式，10位美國高中菁英學生自
去年9月線上學習，今年2月20日入境臺灣，成
為第一批突破新冠肺炎疫情來臺研習華語課的
學生，經過兩週隔離及一週自主健康管理，開
始為期兩個月至五月中的華語研習課程。
　始業式中也頒發獎品給在線上課程中表現優

異的同學。該課程輔導員王兆祥表示，此次課
程包括引領學生們體驗雕鑿樂趣的篆刻；安排
實地體驗臺灣特色排灣族文化活動；將前往成
功高中、竹圍高中及清水高中交流等。
　來自舊金山的王傲分享道：「對中華文化感
到好奇，加上母親來自尼泊爾，讓我對佛教及
佛家思想產生極大興趣。」來自愛德華州的古
愛華說明：「淡水校園傳統建築宮燈教室吸引
我進一步了解文化蘊含的意義。」

▲運管系徐偉哲（左起）、李宜臻、馬郡以規
劃客運北花線遊程獲佳作。（攝影／蔡依絨）

　中文系校友陳雅芬擔任「法藍瓷大使」，深
知送禮是一門學問，1月30日她在2020 最火紅
的超業攻略頻道「銷幫」分享指出，朋友之間
送禮恰到好處，必須真心誠意，而且夠了解對
方。她舉例，就像三國時曹操送禮給關羽：
「寶馬配英雄、赤兔贈關羽。」她為客戶量
身打造服務項目，協助客戶了解預算、運送方
式、送禮主題、擺放方式及其代表意義，如遇
上贈送對象是長官或重要人士，還會建議親自
致送、重視服裝儀容、讓對方留下深刻且體貼
的好印象。每完成一件這樣的服務工作，都會
讓她很有成就感。（文／舒宜萍）

中文系副教授李蕙如
提供終身售後服務

　

陳雅芬送禮學問大
人物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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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看更 大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