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想進修第二外語嗎？成人教育部
舉辦英語、日語、西語及法語暑
期先修班，讓你在暑假期間可增加
第二外語專長，其中的「活用英語
班」和「看電視學英文」全程以英
語授課為主，讓你可整合英文聽說
讀寫基本能力，有效運用在日常生
活中。報名自即日起至開課前2日
止，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課程
詳情請洽成教部組員陳芷娟，電話
(02)2321-6320轉32，或至網站查
詢（http://www.dce.tku.edu.tw/
index.jsp）。（成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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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做朋友 王羿傑

產經博五王羿傑於98及99年

擔任產經系「個體經濟學」實習課的授課
老師時獲得「優良教學助理」，現為產經
系兼任教師。他熱愛教學，願意花時間和
心力在學生身上，尤其是考試前都義不容
辭課後輔導。除了個體經濟學專業知識的
傳授外，他經常與學生分享時事議題，
「因為經濟學上的邏輯和觀念是可以套用
在現實生活中的，透過時事的討論可幫助

他把學生當
作朋友的原

學生學以致用。」

則，使得和學

因產經系教授許松根的教誨，他能以深

生相處融洽，

入淺出的教學方式，讓學生能夠更快吸
收，「許教授對我們說，『不論在解釋
論文或教學上，都要把其中的概念和理
論，講到你阿嬤都聽得懂』，所以我在課
堂上都會利用講笑話的方式，讓大家能把
專有名詞記住，這樣上起課來也會輕鬆有
趣。」

「在上課前都
會先說明上課規則，就是上課要保持安靜及
考試不能作弊，因為上課安靜是尊重老師的
教學，考試是對自己的要求。我很高興學生
幾乎沒有踰越這條界線。」（文／莊靜、攝
影／謝佩穎）

畢業校友職場表現 企業雇主評價82.5分

大傳系開天窗張校長勉開拓視野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第26屆
畢業成果展「開天窗」8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
行開幕典禮，校長張家宜剪綵並致詞表示，本
次畢展未演先轟動，也從校外媒體中得知畢展
訊息，期望大傳系更加拓展視野。
大傳系系主任王慰慈表示，畢業製作總希望
能取個很好聽的名字，但這次卻是個負面的名
稱，象徵同學給自己期許，能在這個年代中，
透過自身的努力而找出自己的光明。大傳系副
教授專題組指導老師楊明昱表示，這次專題組
有別以往，著重影音呈現讓內容更生動活潑。
行銷組與國產汽車「LUXGEN」、銀飾
「YUME乙葉夢」、衛生棉條品牌「凱娜」及
淡水「登打士街」等業界合作，協助企業推廣
品牌行銷；作品議題的選擇上廣泛，討論社會
現象，如鑰匙兒童、如何分手、視障者的生活
調適等，提供參展者多元的視野。還有「左腳
工作室」以獨立咖啡館為題，現場製作萃取的
冰滴咖啡，讓參展者體驗極品咖啡的感受。

公行系研討政府績效管理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公行系將於17
日（週四）和18日（週五）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辦「政府治理績效管理與評估學術研討
會」，邀請國內外學者探討公共領域上如何引
導及評估政府的實施績效，還邀請管理學院院
長王居卿專題演講。公行系系主任黃一峯表
示，這次研討會主要是各國學者分享對政府績
效議題，及探討理論跟實務之見解，並加強對
姊妹校的交流與拓展合作，透過學者對績效看
法，讓學生能建立不同的思考觀點。活動詳情
請洽公行系系辦公室，校內分機2544。

卓爾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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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

校長張家宜（右一）蒞臨參觀大傳系「開
天窗」畢展。（攝影／李鎮亞）

【本報訊】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以
「99年校友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之回
卷中，調查企業雇主對本校校友在職場上
的表現。
從調查結果得知，企業雇主對本校校友
的整體工作表現平均評分約82.5分，與前
次的81.24分數相差無幾，增加了1.26分；
在雇用員工時會以「專業技能」與「工作
配合度」等二項因素為主要的優先考量，
認為實務經驗、證照或證書、社團經驗及
打工經驗等可以增加就業競爭力，而未來
兩年內企業雇主願意提供職缺給本校畢業

生的比例達67.6%，比前次的調查增加了
12.6%。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
示，從調查結果來看，整體顯示出企業雇
主或單位主管滿意本校校友的工作表現。
未來將會積極努力擴大邀請公司企業，以
提供實習、工讀、就業機會、參加校園徵
才、參訪活動、產學合作等方式與本校建
立互惠關係。

企業雇主對本校校友的整體工作表現的
平均評分約82.5分。（資料來源／校友服
務暨資源發展處）

整體上本校校友在工作職場的工作表現評分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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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出於蘭 籃球盃賽果出爐 聯合愛心勸募 物資7百萬 義賣助弱勢

蘭陽校園為歡送蘭陽校園畢業班學生，並推展校園籃球
運動風氣，增進身心健康及培養團隊合作精神，特舉辦
「青出於蘭」盃籃球錦標賽，並於3日賽果出爐，男子組
冠軍為資軟四奪得、由觀光二拿下女子組冠軍。（文／楊
志偉、圖／蘭陽校園提供）

BOSS賽企管四葉宣佑團隊奪冠
【記者宋可麗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舉辦「BOSS模擬企業
經營競賽」共20組參賽有6組進入決賽，並由企管四葉宣佑領
軍的團隊奪冠獲得獎金3萬元、第2名為企管四盧冠良帶領團隊
獲獎金2萬元、第3名是國企二張瑋康的團隊獲得獎金1萬元。
企管系助教林淑芬表示，這是企管系首度舉辦的BOSS競賽
活動，以模擬產業和市場環境並依據管理者設定的產品主題，
讓參賽者透過團體討論方式，進行產品銷售的經營決策，最後
再以銷售的利潤排名作為得獎依據，並於上月30日決賽中舉行
股東大會，現場提問決策原因、銷售是否達到預期等，由企管
系助理教授文馨瑩、特波國際執行長盧天驥等人擔任評審。
文馨瑩指出，在股東大會上可觀察到，簡報內容具故事式和
競爭者分析等圖文呈現較容易得獎，她勉勵學生，「謹慎的計
畫必然是未來開創企業時能否成功關鍵。」林淑芬則表示，預
計下學年度將擴大舉辦校際比賽。葉宣佑表示，很高興得獎，
透過競賽更了解產業競爭程度，並能活用課堂所學。」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商管學會主辦的「2012春季北區大學
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將於15
日（週二）中午12時在覺軒花園舉辦
受贈儀式，當天將邀請中華商管協會
理事長彭煒騰、罕見疾病基金會，及
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等受
贈單位蒞臨現場，為本活動畫下圓滿
句點。
為期1個多月的愛心義賣活動，共
有本校蘭陽校園、銘傳大學、及真理
大學等學校共同參與。商管學會會長
統計三高郁晴表示，今年愛心義賣有
327家廠商參與，總共募得700多萬元
的物資，且有800餘位義工來為弱勢
團體盡心力，義工人數比去年增加兩
倍之多，可見到學生對於此公益活動
認同，以及感受到參與公共事務服務
的熱情，「會在典禮上頒發義工感謝
狀，讓義工們了解公益活動的魅力，
希望有更多的學生加入公益行列，讓

這份感動繼續延續下去。」
在募得款項方面，高郁晴透露，今
年所募得的善款總金額跟去年差不
多，會將募得的善款及物資全數捐
出，「受贈儀式當天會公布今年義賣
所募得的金額，請大家拭目以待！」

畢業考21至27日舉行

【本報訊】本學年度畢業考將於21
日至27日舉行，同學須攜帶學生證或
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應考。學生
證遺失者，可於考前攜帶身分證及
照片2張，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學生
證補發。教務處提醒，請同學詳閱並
遵守考場規則，考試開始20分鐘後不
得入場、60分鐘內不得出場；並不得
攜卷出場、意圖作弊（如夾帶小抄）
或其他舞弊行為，違者依考場規則議
處。另外，畢業考試適逢上課的同
學，得持考試小表向任課教師請假，
以參加畢業考試。

管科系國際研討會 印 美 中 澳 印尼 學者與會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管
科系將於19日（週六）在B712舉行
「2012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
術研討會」，以「21世紀管理知識的
發展」為題，邀請印、美、中、澳、
印尼等國內外學者，討論管理科學、
國際企業、策略管理、及行銷管理等

議題，並邀請美國紐澤西威廉派特森
大學教授鄧進財進行專題演講。
管科系系主任莊忠柱表示，面對全
球經貿環境變革，企業必須有所應
對，因此邀請實務界、學術界等專業
人士參與研討，以建立學術界與實務
界間溝通之橋梁。

大陸所校友黃茂穗新任高市警長
大陸所校友黃茂穗日前接任高
雄市警察局局長，並在高雄市警
察局大禮堂舉行交接典禮。黃茂
穗之前任職警政署副署長，歷任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主任秘書、副
局長，以及刑事警察局長、臺東
縣警察局成功分局長、基隆市警
察局第四分局長、臺灣省政府警
務處督察、警政署督察、刑事警
察局局長等要職務，熟悉高雄地
方生態及治安狀況。（本報訊）

資訊週 財金週 外語週
熱鬧展開

【記者吳泳欣、歐書函、李亞庭淡水校
園報導】今日（週一）至18日（週五）在新
工學大樓舉行「資訊週」。本次資訊週在產
學合作論壇上將討論到智慧城市發展和雲端
科技等開發趨勢，其中展示由系上學生與企
業敦陽科技合作實現的Smart TV Apps軟體
應用；此外邀請到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
研院的教授進行交流；也有展示學生成果提
供有趣Apps軟體著你體驗！
另外本次「資工之夜」將邀請胡夏、梁
文音和戴愛玲等知名歌手表演，並和伊甸
園基金會合作辦公益，沒拿到門票同學，
只要到現場捐贈零錢即可入場，活動於今
日（週一）晚上6時在學生活動中心開放入
場，歡迎全校師生參與！詳情請洽資工系網
站（http://www.csie.tku.edu.tw/news/news.
php?Sn=257）。
「財金週」也在海報街開跑，今日起至
18日，只要至活動攤位進行闖關遊戲，集
滿5個印章就有機會獲得價值1萬3千元的
「Monster Beats Studio耳機」，以及2千2
百元「林宥嘉旗艦演唱會門票」2張。15日
（週二）下午6時30分舉行「財金之夜」晚
會，除邀請本校詞創、西音、熱舞等社團表
演，還有知名歌手徐亦晴、TANK、自由發
揮和倪安東等接力演唱，活動最後將舉辦抽
獎。16日（週三）上午10時永豐金證券到場
擺攤，提供職場就業與考照諮詢服務，中午
12時在T310則有證基會副主任陳曉珮演講
「金融證照與職場生涯」，提供金融相關訊
息。財金系系學會會長財金二阮偉豪表示，
今年首辦財金週活動，希望能在校內打出知
名度，讓同學知道「財金系的人不是都只會
讀書而已！」希望明年的財金週能邀請系上
校友，和同學經驗職場分享。
外語學院6系聯合舉辦「外語週」於本日
（14日）在海報街登場，此次主題為「就算
世界末日，拎杯也要環遊世界」，活動總召
德文系系學會會長德文三羅光軒表示，因首
度嘗試買票即贈「珍藏末日」隨行杯，所以
取諧音命名，並希望以環遊世界概念讓同學
感受到世界奇景之美。本次活動有各國特
色美食、各系舉辦熱歌勁舞表演及17日（週
四）晚上6時30分舉辦的「外語之夜」，當
天還會有院花、院草選拔賽，羅光軒歡迎全
校師生一起投票，共襄盛舉！

化學系校友任天仁集團副總裁

李瑞賢 將傳統茶藝飄香全球 品嚐人生甘味

【記者王雅蕾專訪】走過半世紀的天仁集團，從過去高
雄的一家小茶莊，成為到現在橫跨兩岸、海內外超過100
家的連鎖店茶葉集團，也是國內第一家掛牌上市的連鎖茶
行，儘管在10年前爆發財務危機，天仁仍以茶品經營持續
在市場上深耕。本校化學系校友，現任天仁集團副總裁李
瑞賢靠著膽大與心細，帶領天仁集團成功之路。
就讀本校時的李瑞賢是個勤奮向學的好學生，經常埋首
於實驗室和圖書館中，他笑著說，「我對淡江的印象就是
山明水秀的校園和難忘的克難坡，系上老師們的身教和言
教的影響讓我銘記在心，尤其是系必修的德文至今仍然
很實用。」因為所學化學加上家族經營茶葉，為了改善
曠日費時的烘茶時間，他將實驗室烘藥箱改良為電子烘
茶機，從花費一天縮短為3小時，因此增加產能。畢業後
原本計劃要出國進修的他，因為家族的期望而留在臺灣投
入家族事業，從化學領域跨足到商場，重新學習企業管
理，靠著經驗累積、自我努力學習和傑出的語言能力，開
拓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
1999年天仁掛牌上市，曾有分析師喻為天仁是臺版的可
口可樂很適合長期投資，李瑞賢表示，「這就是這是連鎖
業經營的特性，因為連鎖業都是收現金，而支付是以帳款
方式，所以現金流量充沛，這也是為什麼很多財團要投
入連鎖產業或流通業的原因，因為會有很多現金可用。
當然，天仁的穩健經營也是創造高現金的重要原因。」
尤其從2000年開始，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影響下，

成立喫茶趣複合式餐飲，成功的將傳統的茶藝文化融入生
活，也滿足了現代人對茶文化生活化的體驗，「我們就
是在做茶的生意，因此堅持本業以茶葉經營為核心，強
調年輕、休閒、生活化的飲茶文化，同時在連鎖店的設
立上，我們重視每個單點的績效，以利潤中心獲利為導
向，不會為了衝店數而盲目的開店，對我們來說，掌握消
費趨勢、持續品牌年輕化、創造好口碑，就是我們維持高
績效的秘訣。」受訪同時，他一邊介紹茶葉種類及品茗方
式，也和記者分享時下流行的APP，了解他對流行趨勢的
掌握。
李瑞賢笑著說，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天仁茗茶，因
此經常需要視察海外業務，而在家庭經營上自有一套相處
之道，並對自己相知相惜一輩子的手足，都會彼此尊重及
相互幫忙，他表示，「我39歲時第一次擁抱我的母親，頓
時我覺得擁有了全世界，去年在兒子的婚禮上，我擁抱我
的大哥，感受到家人的溫暖。也和兒子分享維持幸福家庭
的心得：首先太太永遠是對的，因為女方要下定決心嫁給
你，是需要很大的勇氣，也是人生中一個重大的決定。另
外就是體諒、包容及寬恕，用『愛』裝修家庭，讓家裡的
各個角落充滿愛，將來的子女才會更有靈氣及智慧。」他
也坦承之前的脾氣不好，因為擔任公司的決策者，經常面
臨許多重要政策決定，所以在情緒管理比較不佳，而現在
的他會藉由打坐來調節自己的呼吸，並利用時間練習高爾
夫球，同時在工作之餘也會參加各界的演講邀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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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羽茶藝中心泡茶師的培育工作。他的養生之
道，「我都會以『忍』字來督促我自己的行事
風格，而打坐的好處就是可以調劑自己的身心
靈，平常也會注意自己的飲食，每天一顆青蘋
果、3大杯的普洱茶、加上適當的運動，就能保
持好身心的平衡和健康。」
他以「茶是生活，生活是茶，茶是人生。」做
為人生哲學，並認為人生如茶一樣，每一葉茶皆
是經過辛苦的栽種而來，製茶的過程透過發酵、
揉捻及焙火作出不同香氣、不同湯色及不同味道
的茶，就如同每個人的一生，也都有不同的境
遇；因此他勉勵學弟妹，應要秉持著認真的態度
及正確的人生觀，以用心、認真、持恆、感恩的
心情，努力度過每一天；就如同每次泡出的茶湯
一樣，無論是濃或淡，只要用心品嚐，就能嚐出
其中的美麗滋味。李瑞賢也期許學弟妹，在任何
環境下都要找到生活興趣，並學習適應環境及發
現別人的優點，要時時多做功課，提供有建設性
的見解，不應常發牢騷，「要真正認識自己，雖
然很難但你仍要慢慢發掘和調適，而且人生最珍
貴的就是要珍惜現在擁有的幸福。」
天仁集團將傳統茶莊成功轉型為多角化經營，使
得傳統茶藝有了全新的表現，直至現在他仍保持好學不倦
的態度，讓自己與時俱進，未來的他將會持續「一步一腳

，茶 是人
李瑞 賢以 「茶 是生 活， 生活 是茶
為人生哲學。（攝影／謝佩穎）

生。 」做

印、一茶一世界」的精神，在邁向21世紀的同時，他將致
力讓天仁茗茶能在美國、加拿大等海外上市，讓茶香能續
飄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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