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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跨域整合 加值永續發展
　上月，教務處公布本校 110 學年度日間學制大學部新生註冊率再創近年新高，直衝 99.86%，其中，包括新設立的人工智慧學系、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在內的

11 系（組）註冊率更是高達 100%；此外，學生人數從 109 學年度的 24209 人增加至 24543 人，是自 99 學年度以來，首次逆勢成長。這絕對是本校 71 週年校慶

最好的禮物！

　本校 71 年來秉持的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三化」教育理念，讓淡江深具特色，歷年來教育部評鑑、世界大學排名及著名雜誌評比等各項調查結果，各方

面表現至少超越國內三分之二的國立大學，於私立大學中名列前茅。所規劃的專業、通識及課外活動「三環」課程，培養學生具備德、智、體、群、美「五育」

內涵，因而孕育了 28 萬名社會菁英，在教育的里程上已樹立良好的口碑。

　為突破國內少子女化的衝擊、全球化的高等教育競爭、臺灣高等教育經費嚴重不足及快經濟時代／大加速時代的快速變化等嚴峻考驗，本校提出重新定位與

創新突破的雙軌轉型策略，作為推動「淡江第五波」的重要關鍵。為順應時代潮流，接軌國際情勢，本校中長程（112-116，117-121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以「永續」為核心理念，整合在地、國際、智慧、未來等要素，並運用「AI 技術與雲端服務」做為創新轉型的策略工具，加速加值實踐 SDGs，來達成「共創大

淡水、智慧大未來」的中長程願景。

　人工智慧（AI）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顯學，可廣泛運用於不同產業及生活各層面。去年，本校正式成立 AI 創智學院，於 70 週年校慶當日與台灣微軟進行 AI

雲端戰略結盟簽約，希望學生透過「微課程」和「以實整虛」課程進行自主性的跨域學習，就能在實境場域中就地考取證照，並至合作企業實習，以發揮學用

合一成效，藉此吸引高中生來校就讀，擴大招生機會。本校今年新增的人工智慧學系也成為高中學生們的熱門選項，從註冊率達到 100%可見一斑。

　「大學永續」是疫情時代下我們竭盡心力謀慮的生存議題，2020 年是本校宣示推動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元年，甫於上週六召開的 110 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

新研討會更是以「AI+ 永續 = ∞」為主題，展開熱烈討論。未來，我們期望以多元、活化且具淡江特色的課程培養能善用 AI 的跨領域整合人才，同時朝提升永

續轉型認知及積極投入在地關懷等方向努力，以「有限資源」發揮「無限創意」，持續建立淡江新特色，年年創下滿招的亮眼成績。

■校長葛煥昭博士

■董事長張家宜博士

增能知識螺旋

淡江菁英第 35屆金鷹獎得主專訪
錫山集團董事長王屏生
　【特約記者劉江廣東佛山專訪】被譽為「美國休閒家具第一品牌」的 agio 是由英文學系校友、本屆

金鷹獎得主王屏生一手創辦，其客戶包括 Disney、Costco、Hilton、Sheraton 等世界知名企業。面對如

此亮眼的成績，王屏生卻十分謙虛地表示：「我還不是一個成功人士，只是一個繼續努力打拚的商人。」

對於他而言，做人不能安於現狀，要眼光長遠、未雨綢繆。

　1977 年正在淡江英文系就讀大四的王屏生在親友鼓勵下，得到了一個到美國遊學的機會。他花了八

個月時間，邊打工邊旅遊，走遍了大半個美國。「一方面學語言，一方面瞭解風土人情和文化歷史。」

美國的方方面面不僅開拓了王屏生視野，還讓他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

　彼時的臺灣，遍地都是機會，開公司創業隨處可見。「尤其是我們淡江，一半以上的學生喜歡創業，

這就是學校的風氣。」於是，王屏生回到臺北之後創辦了錫山家具，做起了貿易公司。雖然學業沒有

完成，但是事業風生水起。「貿易做了十多年之後，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講，小富有，有房有車。」

　創業成功的王屏生並沒有滿足於「小富有」，而是開始思考公司未來的發展戰略。對他而言，貿易

是服務業不是實業，沒有自主權。想要開創生意版圖，必須開辦工廠。經過多方考察，王屏生在 1989

年決定到廣東順德設廠，「當年臺灣的工人愈來愈缺，在臺灣開工廠不現實。」

　他認為很多臺商都是看中大陸工資低，因此產品以低價為主，主要打價格戰。但錫山家具獨樹一幟，

利用低工資，創造高檔貨。「我不想做低檔的東西，但開始不得不做，因為工人手藝不行。一年後即

研發做高檔家具。」剛開始，美國戶外家具主要源於墨西哥和美國本土生產，但錫山家具以價格低廉、

品質優良、交貨準時，很快就打開市場。為了保證每年都有新產品面市，錫山從美國、加拿大、丹麥

等多個國家，聘請了一批優秀設計師，加上兩岸三地人才組成了多達三百人的研發團隊。王屏生介紹：

「我們針對 Costco、Sam's 等大零售商，根據客戶量身定製產品，不是籠統的美國市場。」客製化的服務，

成為一大利器，助力旗下品牌 agio 成為時尚家具的領頭羊。

　如今，錫山集團在天津、浙江、山東等地皆有工廠，連續 14 年在美

國休閒戶外家具銷售位居榜首。然而不可思議的是，錫山的所有家具產

品並沒有用過一根木頭。在王屏生看來，把珍貴的樹木砍掉做成廉價

的家具，簡直是「暴殄天物，天大的浪費！」這讓從小在屏東鄉間

長大、喜愛自然的王屏生心裡很不是滋味。所以，當他決定進軍家

具製造業時，毅然決然選擇鋁合金材質，一方面避免對森林的砍伐，

另一方面，鋁合金是戶外家具的最主要材料，其市場將更為廣闊。

與此同時，王屏生時刻留意新型環保材料，王屏生在瞭解 Resysta 的

性能後，主動與 MBM 合作，他投資眼光精準，把 Resysta 引進到中國

大陸。這一決策再次體現了王屏生馳騁商海數十年的敏銳嗅覺，更與他

一直宣導的永續發展理念一脈相承。除了愛護環境，王屏生還熱心社會

公益事業，在九十年代末期就成立了錫安獎教助學金，扶貧濟困，捐資

助學。王屏生深信財富「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這是一個企業家

的社會責任與擔當。

　回憶起淡江的生活，王屏生最難忘的是當時一邊打工一邊唸書。王屏生還說了

另外一件難忘的事，便是參加系上英文話劇的演出，「劇名叫憂樂少年，每天晚上去排排戲也挺開心

的，就是好玩。」對於學弟妹，王屏生感慨，現在臺灣的大學生相比國際社會還有一定的差距，大家

一定不能浪費時間，「要把握自己的方向，多問多看多聽。」（攝影／劉江）

眼光長遠致力永續

永續淡江影響力
　淡江 1950 年創校，不斷波段成長，持續進步 71 個寒暑，縱然面臨全球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紛擾，

日間學士班新生註冊率達99.86%，學生人數逆勢上揚，亮眼成績，顯示淡江人為教育永續努力的決心，獲得肯定。

　2021 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世界競爭力評比，臺灣在「知識、科技、未來整備度」3 大指標，9 項次指

標和 52 個細項指標中，「全國平均總研發人力」全球排名居冠，「數位創新技術能力」排名第 2，整體表現躍

居全球第 8名，重要關鍵在於創新、數位化轉型、社會福利及凝聚力的優異表現。

　淡江積極落實教育數位化，與台灣微軟公司「AI 雲端戰略結盟」，培育研發人才，媒合校友企業數位轉型，打

造全雲端校園。推展環境永續，獲頒「榮譽企業環保獎」，創新「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無縫接軌「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成立「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肩負整合校內外資源，參與永續方案。

　希冀所有淡江人，從雙軌轉型、實踐品質及卓越超越三大主軸塑造核心競爭優勢。匯聚學術資源，轉化在地

助力，鏈結知識與影響力。發揮承先啟後，超越社會責任，創造共享價值，共同培育心靈卓越人才，永續淡江

DNA。

東海大學董事林稟彬
　【記者戴瑜霈專訪】化學系博士班校友林稟彬是土生土長的基隆人，父親兄弟三人共同於基隆經營

印刷店，包括堂兄弟姐妹共有 30 人一起作息飯食，他說：「窮小孩從小提早社會化，人際關係良好，

我認真盡職，能走到今天，這一生得到許多貴人幫助。」

　大學時代他設定目標一定要達成：「精通英語、打工賺取生活費，絕對不花時間交女朋友。」1970

年 9 月入學臺中東海大學化學系時，卻跨領域修習了四年英文系的課，每天一睜眼就背誦英文字典、

聽 ICRT 廣播，一說中文就馬上想英語應該如何說？皇天不負苦心人，真的練成了用英語思考、辯論、

即席演講、與外籍教師對答如流、擔任同步中英口譯員。林稟彬打工賺取生活費、擔任家教、到外籍

教師家裡 baby sitter、當外籍傳教士之口譯員，還批貨在校園賣書，其中作家沈櫻女士翻譯諾貝爾文學

獎赫曼赫塞的「流浪者之歌」賣得最好，從此發現自己有行銷溝通能力。

　在德國藥廠受訓結束回臺後，進入本校化學系博士班進修，指導教授恩師林雲山時任校長，邀請到

日本東北大學野副鐵男（Prof.Tetsuo Nozoe）院士駐校指導，當時創辦人張建邦博士路過化學館，發現

化學實驗室每晚燈火通明挑燈夜戰，於是大力投資化學系，購置了國立大學都沒有的新型貴重儀器，

林稟彬認真鑽研，合成 23 個新薁類化物，並運用這些精密儀器逐一解出其化學結構式，以本校化學系

博士生名義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論文多達 10 篇。

　畢業後因化學博士學位和外語溝通能力，被美國西雅圖總公司指派負責國際合作藥物的開發業務。

碰巧這期間遇見許多位日本著名大藥廠部長級人物，居然都是野副鐵男教授東北大學的學生，讓他業

務推展順利，林稟彬自認一生得到許多貴人相助，所以「凡事謝恩，心懷與人為善。」

　在博士班畢業 7 年後，林稟彬被北美最大生技創投公司加拿大 MDS Capital Corp. 網羅，擔

任駐臺代表，負責生技創投業務，開啟了財務投資的下半場人生。曾在臺灣募集到新臺幣 12

億元投資生技產業，還受到《商業週刊》重視被訪談報導。他募款投資上百家海內外生技公司，

提供資金、人才技術，讓公司成功上市，並促成許多專利醫藥產品、專利醫材問市，對今日

臺灣生技產業蓬勃發展貢獻心力。

　因他具備卓越英語演講能力，在經營管理國際社團上表現卓越，1981 年參加非營利社團

「台北國際英語演講會 (Taipei Toastmasters Club)」，在臺北聯勤外事俱樂部固定午餐聚會，

來自 20 多個不同國家之 40 多位精英會員輪流做英語演講，卡內基訓練即是從這個組織自

立門戶出去營利訓練演講。

　1984 年林稟彬被選為台北國際英語演講會會長，是最感榮幸的一件事。現在，林稟彬已

連續兩屆高票當選東海大學董事會董事（2015 年至 2022 年），期間表現卓越，善用其國際財

務投資理財能力，制定「剩餘款投資辦法」，得到教育部核准，於 2020 年元月起投資臺灣上

市股票，2021 年 4 月 30 日經會計師查核，本金 7 億元已獲利 3.22 億元，投報率達 46％，協

助解決私校少子化未來可能產生的財務問題。

　林稟彬非常懷念在淡江就學時的一切學習，與師生們相處融洽有情，他想對淡江學弟妹說：

「樸實剛毅，努力不懈，終身學習，平安喜樂。」因為「母校惠我良多，衷心感激，也終身感恩。」

欣逢 71 週年校慶，他祝賀母校生日快樂，校運昌隆，年年人才輩出！（圖／林稟彬提供）

善用專長得貴人相助 康寧大學副校長馬西屏
　【記者張容慈專訪】深耕媒體界 40 餘年，站在時事與趨勢的風口浪尖，為閱聽人帶來

第一手資訊與思考管道，同時在橋牌與圍棋界享有盛名，一生獲獎無數，甫榮獲金鷹獎

的本校大陸研究所畢業校友馬西屏，憶起在本校的求學路程，他以「這是這輩子最難

得的獎項，因為這一路堅持到淡水校園就學相當不易。」一句話娓娓道來他在淡江

難忘的求學時光。

　馬西屏堅守媒體崗位 40 年來除了充分發揮自身專業，並獲得第一屆吳舜文新聞

獎、行政院金鼎獎新聞報導獎、第二屆社會光明面新聞報導獎、曾虛白先生公共

服務報導獎、文藝獎章等新聞、文藝、棋橋體育類等各類獎項，自小立志從事新

聞媒體行業，就讀國立臺灣大學圖書管理學系期間，即投入《聯合報》和《中央

日報》的實習工作，他分享，當時白天到《中央日報》擔任記者實習工作、晚上到

《聯合報》進行編輯實習，雖然在外人眼中是瘋狂，但這是歷練，把吃苦當吃補。

實習結束後，馬西屏考進《中央日報》台北採訪組記者，因筆觸溫柔親人，他負責文

化與教育領域新聞路線，後因臺灣社會經濟起步科技業受到矚目，轉向科技新聞路線。

　1987 年臺灣開放兩岸探親後，兩岸關係逐漸進行官方與民間交流，隨著兩岸交流密切，

立法院開始推動《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以界定

兩岸交往關係的基礎，當時擔任《中央日報》新聞編採主任兼專欄組組長的馬西屏，每天緊跟的《兩

岸人民關係條例》都是全民關注焦點，為了清楚瞭解兩岸關係的變化與意涵，讓他以在職身份到大陸

所進修，同時以碩生一般生的身分到淡水校園就學。

　憶起在淡江的求學日常，馬西屏用「辛苦」形容，他表示，當時家中兒女年幼、照護生病母親、工

作上的繁重，這多重壓力並沒有卻步，反而更加堅持完成該做的事情，每日赴醫院探訪母親、每日開

車上下課，並把握學習機會，成為班上第一個完成論文畢業的學生，他將所積累的知識化為職場中的

重要助力，馬西屏認為，淡江大陸所是重視理論與實務兼具的系所，有些學校的大陸系所會偏重理論，

但這裡是以兩岸為主軸，加以交流兩岸經濟、財經發展、社會文化等議題，除了符合時事，也能與自

身工作互相結合，對撰寫兩岸文章有很大的幫助，馬西屏感謝本校大陸所各位師長們的栽培，他說，

「在淡江學習不是為了畢業，因此不是依照自身的時間排課，而是依照大陸所的課程來安排，對論文

指導教授趙春山和張五岳感激在心，也感謝淡江師長的用心指導。」馬西屏也以自身的新聞專業領域

投身至教育界，曾擔任中國文化大學講師、世新大學、華梵大學等開設課程培育新聞專才，擔任康寧

大學副校長的他，持續教育界培育各方人才。馬西屏在橋牌與圍棋界富有盛名，擔任中華民國橋藝協

會理事長與國際橋藝基金會董事長、中國圍棋基金會董事，台北市圍棋文化委員會創會理事。擔任新

聞工作者至今筆耕不輟，寫過的文章和專欄不勝枚舉，並出版《文字追趕跑跳碰：如何製作漂亮標題》、

《新聞採訪與寫作》、《穿雲：崇蘭里的故事》、《天生棋才：張栩的故事》等書籍。

　今年本校迎來 71 週年校慶，馬西屏肯定母校因應趨勢新創立的 AI 創智學院與人工智慧學系，期許

本校能夠透過理論與實務的連結，讓莘莘學子能扎實的做中學、學中做，更勉勵學弟妹們在校四年要

把握學習時間，多閱讀培養眼界，平時應培養談吐的深度與能力，這些都能成為將來前進的一大助力。

以堅持深耕新聞專業

教育部常務次長林騰蛟
　【記者林靖諺專訪】「人生其實愈忙愈有時間，愈不忙愈沒時間。」這

是本屆金鷹獎得主、本校電算系（現資工系）校友林騰蛟的人生體會。

現為教育部常務次長兼代理體育署長的他，在忙碌之餘，利用資訊專

業，投入在許多教育政策及改良方案上。他發揮所長，將問題「系統

分析」化，從 2011 年的「教育基礎年」開始扎根，一直到 2015 年「教

育品質年」翻轉教學，都盡心盡力，堅持關心每位學生。

　林騰蛟表示，在淡江求學時練成的「資訊」專業，運用於現今工

作上建立或改良從小學、中學至技專院校各種資料庫系統等。疫情

期間，為緩解疫情衝擊所帶來的影響，配合五倍券也致力推動「動

滋券」方案，希望振興運動事業。此外，在疫情影響停課之前，提

前部署規劃中小學的「線上學習平台」整合作業，「原先有十幾個網

路平臺，部長讓我處理，就做成單一入口，將所有平臺整合起來，讓所

有學生方便一次上網登錄學習。」在宣布疫情三級警戒學校「停課不停學」

初期，能夠立即作出反應，提供學生居家線上學習資源。

　林騰蛟一直十分關心技職教育，在就讀臺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研究所時，由前教

育部長、本校教育學院講座教授吳清基指導的畢業論文「臺灣地區高等技術及職業教育政

策發展之研究」，榮獲「技職教育傑出論文優等獎」，他非常感念吳清基的指導與肯定，「其

實臺灣的技職教育已經很進步了。」

　為了改善教育，參訪過英國和日本的產學合作模式，並在兩岸開放交流時，想研究大陸高校

產學合作模式與運作，即使已獲得博士學位，仍選擇考回本校中國大陸研究所碩專班。在這期間，參

訪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等名校，有基礎的認識後，將大陸高校教育做為

借鑑和參考，「不論好壞，大陸就如我們的對照組，都是值得學習的。」林騰蛟表示，大陸很早就開

始發展與企業產學合作，甚至成立專責單位管理，他也鼓勵臺灣的大學可以往這方面持續前進。

　「我就讀電算系時，每天都過得很充實。」在學生時期邊工作邊讀書，師專畢業他插班進電算系夜

間部，大二結婚，大四前太太生子，因此還要照顧家庭，身兼多重身分的林騰蛟，很享受在學習當中，

並認識了多位影響其一生的恩師，「很感謝系主任劉虎城，以及當時的兼任教授葉長生，因課程有難

度，促使我更加認真學習。」嚴厲且紮實的教導，使他在資料結構學和程式語言打下良好的基礎。

　林騰蛟認為成功的關鍵，第一個是「海納百川，跨域學習。」以自身為例，「雖然我學習資訊專業，

也考了許多相關考試證照，如今卻在教育部工作。」他解釋自己一路走來跨許多領域，「我學習的當

下並不知道對未來是否有幫助，但學就對了。」電算系所學知識一樣能運用在教育部的工作上，像是

邏輯思維的清晰，幫助他在遇到困難時，能夠按部就班、抽絲剝繭，順利解決問題。並舉例近期所發

行的動滋券，在登記、領券、發放、抵用、結帳等流程中，都需要會寫程式，也因為他擁有資訊專長，

與各部會溝通良好，迅速解決問題。第二個關鍵則是「毅力堅持，築夢踏實。」

　「操之在己，努力當下；操之在人，一切隨緣。」林騰蛟以此座右銘勉勵學弟妹。他認為有些事做

與不做，是可以選擇的「我唸書時，父母覺得我太辛苦，甚至希望不要讀了，但我還是堅持想達成自

己的目標，完成學業，所以要把握當下不後悔。」這就是操之在己。林騰蛟很感謝淡江大學給予金鷹

獎的榮譽，他謙虛並鼓勵道：「這是小小的故事，小小的校友，期望透過分享的經驗，能讓學弟妹減

少五年、十年的努力，減少摸索的時間。只要朝自己的目標努力，一定會成功。」（攝影／林靖諺）

善用資訊推動教育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長陳慶和
　【記者張容慈專訪】「因為有淡江的栽培，在學習期間構築堅實的專業基礎，才有今日

的發展與成就。」金鷹獎得主、水資源及環境工程系碩士班校友陳慶和謙虛地說。他在

淡江從碩士直升博士，考完資格考後，跟隨指導教授廖述良到中央大學，獲環境工

程博士，2008 年任教至今。陳慶和對母校及師長培育之恩永懷於心，他肯定母校

的軟硬體設備與師資，「祝福母校日新月異、繼往開來、再創輝煌。」

　陳慶和現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教授兼校長，秉持著「以

仁為本」的原則與處世態度，長年來盡心盡力，致力守護環境品質，發揮系統

分析與環境工程專業知識，為政府與企業的審查及監督，受到中央與地方政府

倚重，擔任多年「桃園縣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員」。

　2020 年 8 月起擔任校長一職，在他的帶領下，短短一年便打破過去傳統，連

續兩年入圍英國「泰晤士亞洲高等教育獎 (THE Awards Asia)」及「最佳教學與

學習策略（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y of the Year）」獎項，成功闖入英國高

等教育調查機構 QS（Quacquarelli Symonds）2021 年亞洲最佳大學排行榜，優異辦

學績效師生有目共睹，他表示：「自己只是善盡應盡的責任及義務，一路走來，雖

偶感艱辛，但不以為苦。」

　近年來，社會、經濟、國際局勢等外在環境的變化日益劇烈，少子化壓縮教育大學師培

生的畢業出路，數據也顯示，國北教大非師培生已居一半的學生比例，陳慶和為增加多元性，強

化學生就業競爭力及學校多元創新轉型的腳步，推動「六六六創新發展計畫」，針對教學、研究、服務、

行政、品牌等五大核心作業系統，進行符合未來發展趨勢的改善與精進。

　教學方面，陳慶和強調：「契合產業發展趨勢的重要性，以學生未來就業與創業為導向，強化跨領

域課程，培養學生具備獨立思考及問題解決能力，成為具備專業與跨域能力的創新人才。」就業方面，

他也積極尋求企業界及校友的協助，強化產研計畫，建立產學研究趨勢之特色研究中心，培育學生接

軌社會發展趨勢的就業與創業能力。上任後短短一年多，他解決了各系所在教學、研究、服務及行政

發展上面臨的困境，包括親自撰寫計畫書，向各方公私部門與校友爭取的資源挹注，有效運用募款及

校務基金，爭取校地解決校地開發與空間建設面臨的困境，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上任後不久，便募款

到 4000 萬元包含全彩 LED 顯示屏及 LED 燈具，造福師生。

　陳慶和說明，水資源和環境工程屬於跨領域、綜合性的應用科學，有時為解決水資源和環境問題，

不僅要懂得應用工程技術，還要涉獵化學、生物、經濟、管理等領域。學習期間，所內老師重視跨領

域整合，也因此在學習過程中結識許多不同專長的朋友，常在一起挑燈夜戰，彼此相互切磋砥礪，共

同成長。此外，他把握機會參與研究計畫，與同學組隊，接觸各類政府單位與民間企業，學習如何結

合理論與實務解決問題，淡江校友們在業界的深厚情誼隨處可見，陳慶和至今仍與校友互助合作。

　最後，他鼓勵學弟妹把握讀書機會全力以赴，利用大學四年，培養獨立思考及問題解決的能力，同

時以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電腦科學家蘭迪鮑許（Randy Pausch）教授：「我

們改變不了事實，只能決定自己如何因應，我們改變不了上天發給我們的牌，只能決定怎麼打這手

牌。」人生道路上有著許多不確定性，即使我們手中拿到的不是一付好牌，倘半途而廢，就會完全失

去成功的機會。期許學弟妹們能成為人生出色的領航者，開創屬於自己的精彩人生。（攝影／張容慈）

感念母校 再創輝煌羿晨機械總經理黃進霖
　【記者邱若惠專訪】本校合作經濟學系（現為產業經濟學系）校友，六星集團之羿晨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黃進霖，1975 年以齒輪製造起家至今，專注於精密齒輪傳動元件和齒輪箱製造，供應予

工具機、農業機械、機械手臂、航空、等工業機械，同時於 2014 年是國內首家取得美國 QMI-SAI 的

AS9100 航太品質系統認證，產品成功行銷世界各國，羿晨機械主要產品滾牙機已行銷 48 個國家且獲

歐盟認證。

　對齒輪製造、精密產業趨勢侃侃而談的黃進霖，會以為所學工科專業，其實他的專長是經濟，他表

示，當時家中 6 個兄弟共同成立的六星集團開始進入齒輪業，為了解齒輪製造過程、機器使用、產品

效能等，自身除了到工研院機械所進修外，也到書店將工科類書籍全部買下來自修研讀，從頭開始累

積齒輪製造，黃進霖謙虛地表示，「I never stop learning，我從來沒有停止過學習，世界局勢變化很快，

唯有保持學習才能與時俱進，直到現在，我每天都維持著起床前聽 30 分鐘 ICRT 的習慣，現階段是了

解韓式英語的用法。」

　羿晨機械從紡織業轉進精密工業、揮軍航太產業，近期則與國內外精密產鏈結，希望能打造屬於臺

灣的航太產業鏈，增進臺灣航太業的競爭力。黃進霖憑藉優秀英語能力和對市場的敏銳度，拿著一卡

皮箱繞著世界參加各種海外經貿機械展，讓自家產品能接軌國際，同時向業界學習交流並觀察產業發

展。他分享，算起來已走訪 42 個國家，英語是涉獵世界利器，當時就是厚著臉皮不斷地找人練習，用

字遣詞錯誤就立即修正並翻查正確用語和意涵，在這樣學習法增進英文能力，勉勵學弟妹不要害怕開

口說外語，只要勇敢，所學都是自己的。

　在公司事業和業績蒸蒸日上之餘，黃進霖不忘企業社會責任，除了帶領公司團隊參與路跑，維持員

工的健康外，也以獎學金等公益行動回饋社會，自 1991 年投入扶輪社從事扶輪義工，

現擔任彰化南區扶輪社總監，成為海內外青年學生接待家庭、義工，讓青年學生能第

一手學習外國生活的各個面向，擴大自己國際視野。他也在工作之餘學習薩克斯風並

成立南瘋薩克斯風多重奏樂團，為弱勢團體募款義演，黃進霖利用閒暇時間，持續多

元學習、拓展自身能力，不僅不斷地充實自己，亦結合興趣與公益，致力為社會服

務，他指出，「Keep learning，想要做好一件事，就是要不斷的去練習、去學習，

天分雖然會影響成功的速度，但不會影響與成功的距離。」

　黃進霖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中興大學、東海大學等大專院校進行產學合作外，

也擔任講師為學子分享創業經驗，他認為，人與人之間傳遞的感覺很重要，給予

對方正向積極態度會疊加並增強正能量，進而在見面時讓人有不同的正向感受，希

望透過教職的工作分享人生正能量。他感謝母校栽培，目前也擔任淡江校友總會常

務理事，給予淡江學子鼓勵與幫助，以自身經驗激勵學弟妹。

　黃進霖以登山和路跑維持健康體力，至今完成 18 場 42.195 公里全程馬拉松，目前逐

步規劃交班，將重心放在公益活動上，持續以具體行動回饋社區，他表示，「進退得

宜很重要，一個人如果沉醉在掌聲之中容易迷失，所以時刻提醒自己，不要被世俗名

譽控制，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當目標達成時，應該要以感恩的心來關懷社會並具

體回饋。」對學弟妹想要創業的建議，黃進霖指稱，「要敢於嘗試，因為還年輕、還有本錢、

還有跌倒的機會，創業初期的跌跌撞撞是需要的，不要害怕失敗，累積站起來力量來勇於向前。」

Keep Learning 運轉全球

（攝影／林薏婷）

（攝影／林薏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