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寶化工王裕聰生產膠水以誠信和品質黏住客戶
建立的公司就這麼收了，他趕鴨子上架的到東
莞，接手父親的位置。對膠水工廠一竅不通的
他笑說，「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門外漢，廠裡
開會的時候，別人講得口沫橫飛，我聽得糊裡
糊塗，完全不明白，只好在底下打瞌睡。」
　負債高達近億、當時的工廠處於一個群龍無
首的狀況，加上原先的股東們頗有怨言、生產
的產品沒有形成一個品牌、內部管理一團糟、
業務銷量差，王裕聰只能硬著頭皮接下這個已
經不成樣的爛攤子，但由於缺乏經驗和人脈，
完全沒辦法掌控局面。他說：「要克服這些
困難，只能想辦法強迫自己學習不一樣的事
物。」在經歷了一番痛苦的磨合過程，王裕聰
終於把搖搖欲墜的公司，透過獨有的眼光培養
了一批忠心的員工，樹立起自己的膠水品牌。
「品質和服務」是王裕聰所堅持的成功理念，
更是讓客戶值得信賴。 
　現在談起膠水，王裕聰可是道道地地的專
家 了， 他 認 真 跟 我 們 講 解， 一 桶 膠 水 毛 重
16KG，包裝重 1KG，淨重 15KG。因為膠水濃
度的緣故，在包裝的過程當中，有時候因為員
工測量得不夠確實，使重量有時超過 16KG，
或者低於 16KG，就等於欺騙客戶，不該多給
更不應該少給。然而市場上的一桶膠水價格僅
人民幣兩百塊，平均每克為 0.01 元左右。看
似可以忽略不計的 1 克膠水，在他眼中可是節
省生產成本的重大計量單位。他算了算，一個
月出貨 10 萬桶，如果每一桶多給了 1 克，累
計就多給出了幾噸；幾噸的重量相當於損失了
幾百桶的膠水，損失一萬多塊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王裕聰購買了幾十台自
動包裝機，可以精準的控制包裝重量，幾個月
下來，購買包裝機的成本就節省下來了。王裕
聰笑稱，因為自己「外行」，才能站在與內行
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問題，發現不同的地方，他
也分享自身管理公司的幾點要訣：節約、精用
人才、AI 自動化節省人力以及將營業項目擴
充。他驕傲地說，自己公司的員工加起來不超
過 200 人，因此王裕聰在培養員工的責任意識
上，更加下足了功夫。 
　在事業上軌道後，王裕聰也不忘善盡企業的
社會責任，「要有正能量，做好事的心」，這
是他對自己耳提面命的話。首先，他從友善地
球、改善產品做起，公司所出品的無「三苯」
環保系列產品已通過中國環境標誌認證。在公
益回饋方面，王裕聰說，在東莞石碣深耕 20
年，抱持著「取之於石碣，用之於石碣」的心
情，舉凡擔任台商協會會長，參加敬老院活
動、協助成立醫院、捐贈救護車，他都不遺餘
力！ 
　從膠水界的「門外漢」，一路走來，到擁有
資本額近 1 億 5 千萬的鞋用接著劑大廠，王裕
聰已經在以製造業聞名、有世界工廠之稱的東
莞佔有一席之地，也憑著責任誠信、品質服務
黏住了客戶，但更緊密聯繫著他的是家人的感
情，「以我的公司規模是可以上市上櫃了，但
我沒有這樣的打算，因為將來還是要回到台灣
這塊土地，和我的家人在一起。」「當然，那
還有一段時間，我還年輕嘛！」王裕聰笑著
說。

　【記者廖吟萱專訪】依約來到北投麗禧溫泉
飯店，迎接我們的是鞋用接著劑在中國年產量
最大的力寶化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海外總經理王
裕聰，和他超過 10 人的家庭成員，有高齡 80
多歲的媽媽，兄弟姐妹、太太和小孩，「我長
年在大陸，難得回台灣的時間就是安排和家人
度假，維繫感情。」一邊招呼我們到戶外露天
咖啡座進行訪談，一邊頻頻回頭向另有行程的
家人揮手道別，不難看出王裕聰和家人之間的
感情，就跟他生產的產品一樣，「很黏！」 
　1981 年自本校中文系畢業的王裕聰，對於
「為什麼唸中文，後來卻是經營化工廠？」這
個問題，已經見怪不怪了，他說，「其實我剛
畢業從事的工作跟所學是相關的，大學時期曾
經拿下全校性獨幕劇賽的最佳導演獎，也是第
二屆畢聯會總編輯，對於寫文案、企畫活動我
還滿有興趣，因此畢業後是第一個以私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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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特優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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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之饗宴 48人獲頒傑出系友

　

學程加油讚
外交與經貿碩士學分學程

　國際研究學院為增廣本校學生國際視野與提
高競爭力、協助學生準備公職服務的職涯規
劃，以及擴大本院各研究所招生，特別規劃以
國家考試科目為此學程的主要內容，以協助修
課同學準備外交人員特考、國際經貿商務人
員特考、國際教育行政人員等各項考試。此學
程雖為碩士學分學程，但凡對於此學程有興趣
之在學研究生與大學生，均可申請，無名額限
制。 
　此學程自104學年度第一學期起開放申請，
應修學分數為12學分，其中至少應有6學分不
屬於學生原系、所之應修科目，方可取得核發
學程證明書之資格。修畢學程規定之應修學分
數且成績及格者，得檢附「國際研究學院外交
與經貿碩士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及歷年成績
單正本，向歐洲研究所提出認證申請，再報請
學校由教務處頒給「國際研究學院外交與經貿
碩士學分學程證書」。有興趣的同學可於每學
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填妥「學分學程修
習申請表」，並檢附學生證影本，送交歐洲研
究所辦公室備查。（本報訊）

　【記者黃懿嫃專訪】「只要我的研究室燈開
著，你們隨時可以來敲門。」這是獲得104學
年度特優導師的蘭陽校園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
理教授周應龍時常對導生們說的話。 
　102學年度到淡江任教，今年已是第五年，
周應龍一來就被賦予擔任導師的工作，對此，
周應龍表示：「蘭陽校園採全英文上課，因
此私底下的生活、課業輔導比較需要本國籍
老師。」第一年先是擔任大二導師，第二年開
始就從大一生開始一路帶上來，幾年的相處下
來，周應龍和導生的感情非常好。 
　談到自己的輔導方式，周應龍笑著說：「我
不是採取固定分批吃飯約談的方式，因為新生
剛來到這個環境，彼此還沒有信任基礎，很難
確實談到內心真正的需要。」「所以，我都跟
同學說，只要我的研究室燈開著，你們隨時可
以來敲門。」可以這麼說，是因為蘭陽校園師
生一律都要住校的規定，所以周應龍多了很多
時間待在研究室。 
　輔導過程中，蘭陽同學遇到的困擾多是什麼
呢？周應龍說，因為蘭陽校園位在林美山上，
較為偏僻，沒有多餘的娛樂環境讓同學感到較
為無聊、煩悶是其一，而全英語授課對同學來
說功課壓力吃重是其二。 
　針對煩悶的生活，周應龍鼓勵同學們多多參
與社團活動，因為蘭陽校園雖然學生數不多，
但社團還不少，且十分多元，發展蓬勃。而課
業方面，學校也提供很多空間做為讀書會、小
型研討之用，在這些空間以及研究室，周應龍
也協助許多同學理解大三留學準備方向，以及
安排學長姐向學弟妹分享留學經驗，他常常跟
同學說：「英語授課不是讓你來學英文，而是
藉由課堂上不同老師的口音，學習適應各地不
同的英語腔。」。 
　因為住校的緣故，周應龍投入學生輔導的時
間多了些，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少了些，但他
說：「學生大三出國在外，遇到問題第一時間
會跟我聯絡，一切就都值得了！」

（攝影／吳冠樑）

身分，進入宏碁電腦企劃室的
新鮮人。」談起大學生涯，滿
頭白髮其實還不到六十歲的王
裕聰眼神都發亮了，但是後來
為什麼會跟膠水工業扯上關聯
呢？王裕聰嘆了口氣說：「因
為父親驟逝，我不能讓他一手
建立起來的公司倒下。」 
　王裕聰說，在六十年代的台
灣製鞋業屬於純手工類，一
雙鞋子製作費時，生產效率低
下，鞋子生產數量不高，供不
應求的市場讓鞋子的價格也水

漲船高。」王裕聰的父親看準其中的商機，開
設傳統手工鞋廠，生意也越做越大，後來偶然
的機會，讓王裕聰的父親離開鞋業開始進軍膠
水行業，但世事難料，1973 年才剛合股開起
膠水廠，就爆發了第一次石油危機。台灣經濟
陷入泥潭，各行業萎靡，膠水廠也不能倖免。
「我父親為了保證工廠能夠正常運作，一直投
入資金，連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在王裕聰父
親不放棄的努力下，公司熬過了難關。 
　直到九十年代，中國大陸經濟貿易開放，為
節省成本，不少台灣的加工廠漸漸外移，將鞋
廠遷至大陸沿海一帶，另起爐灶。王裕聰說：
「膠水廠就像是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也要
跟著鞋廠走。」於是他的父親也來到大陸投
資，在東莞設立了第一家大陸膠水廠。 
　好景不常，在兩年內，王裕聰的父親與當時
工廠裡的總經理接連過世，不願讓父親一手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2018世界校
友雙年會」及「春之饗宴」，3月3日上午11時
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行，各地校友紛
紛回校參與，讓有蓮廳座無虛席。每年春之饗
宴都會頒發的「傑出系友」獎，係本校「淡江
大學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為鼓勵系所友會之系
友對國家、社會、人群及母校有卓越貢獻所設
立，今年共計6學院48校友獲此殊榮，在會中
由各學院院長進行頒獎。獲獎名單如下：理學
院林志興、羅明哲、楊榮凱；工學院宋士武、
朱國堂、陳文耀、陳百州、陳國榮、羅士忠、
李普生、黃鴻穎、石健學、林益鋒、陳治平、
曾金池、丁平順、林清田、林輝煌、林振輝、
陳仕杰；商管學院陳海鵬、郭昭良、陳志偉、
陳書窗、李梓林、林君威、邴鴻德、陳錦稷、
游靖靈、王永才、孫培芝、林恒昇、張明杰、
胡淑貞、顏文郁、劉淑英、李康瑞、曾明勤；
外語學院胡婉玲、楊景德；國際研究學院蔡適
應、戴鍚欽、李退之、傅崑萁；教育學院龔園
芳、張大明、劉文鴻、朴世光。 
　大會首先透過視訊鏡頭向大家介紹參與的貴

校友盛裝造型 校園宛如嘉年華會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3月3日下午的
世界校友會雙年會論壇，首場由中文系榮譽教
授傅錫壬以「淡江！從悠揚歌聲中邁入第五
波」為題演講，傅錫壬表示，本校除了學術成
就，許多校友在音樂上的成就是本校美育發
展的體現，因此選擇作為演講主題。首先，傅
錫壬說明，本校校歌詞裡有許多密碼，學校許
多未來性都暗藏於歌詞裡，他也現場播放校歌
供大家欣賞，並介紹作詞者–蘭台第一才子鄒
魯、作曲者台灣民謠藝術化之父呂泉生。 
　接著傅錫壬表示，淡江是孕育出許多音樂
人的搖藍，他一一介紹十個出自淡江的傑出
歌手。像是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先鋒的羅伯
蔡，還有在1976年的校園演唱會中發起「唱自
己的歌」的李雙澤，把音樂作為對時代、歷史
與文化反省的語言、及藉中視「六燈獎」嶄露
頭角的李建復、音樂富詩意的雷光夏，其也榮
獲過金曲、金馬獎的肯定、甫於去年金馬獎得
獎的林生祥，以關懷鄉土的母語創作聞名。以
及皆於金韶獎表現出眾的趙倩筠、盧廣仲，前
者創作了許多客家音樂，後者的音樂和戲劇的
表現在年輕一代擁有極高人氣。

（攝影／黃懿嫃）

周應龍隨時開燈為學生解惑

今年春之饗宴表揚各系傑出系友，共有48人獲此殊榮，3月3日上
午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接受表揚。（攝影／吳冠樑）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的春
之饗宴3月3日在淡水校園舉行，系列活動之一
的「嘉年華會」上午十時熱鬧登場，資工系、
企管系、法文系、統計系、化學系、商管碩士
在職專班等系友會均共襄盛舉、盛裝打扮，紛
紛穿上各具特色的造型服，現場熱鬧非凡。 
　從紹謨紀念體育館出發，經過驚聲大樓、學
生活動中心、宮燈大道等地，可以看到身穿清
朝宮廷服飾、法國傳統民族舞蹈服飾，或打扮
成米奇、毛怪、大眼仔、貓王、恐龍等五花八
門的校友們一同遊行，吸引不少路人圍觀、拍
照，更有外國人士請求合影，而商管碩士在職
專班系友會也在遊行途中發放旺旺仙貝，祝福
校友、來賓們好運旺旺來。 
　統計系系友會會長蘇志仁說明，會選擇迪士
尼卡通人物造型是因為想表現統計系標榜的大
數據以及人工AI，進而聯想到「多元」，希
望以迪士尼有很多的造型表現「多元」的概
念。「這次回來是想回饋學校，也剛好創辦人
90大壽以及雙年會剛好在淡水舉行，因此把握
機會回來參加活動，本系大約有20餘位共同參

與。」 
　 化 學 系 系 友
會 會 長 楊 榮 凱
表示，今天穿的
是實驗室的實驗
袍，是因為其識
別度很強，希望
可以一眼就看出
是化學系。「今
天回來有一點興
奮，我們已經畢
業三十五年了，希望可以藉我們發起，讓系友
們回學校看看變化，如很多新的建築物等。」
而提及為什麼會想要回來參加活動，楊榮凱笑
說：「這是系友總會辦的活動，我們當然要全
力支持活動。」 
　法文系系友會會長葉麗珠說明：「我們今天
穿的是法國傳統民族舞蹈服飾，紫色裙子代表
普羅旺斯、藍色裙子代表布列塔尼、紅色裙子
代表阿爾薩斯。法國大節慶的時候會以地方民
族舞慶祝，因此我們今天也穿上傳統服飾以慶

祝雙年會。」葉麗珠也開心地說：「我覺得今
天很熱鬧，淡江是個蠻讓系友懷念的學校，希
望多鼓勵系友回來參加活動。」 
　企管系系友會會員謝麗鶯說：「我們今天是
穿的是清朝的宮廷裝，因為之前校慶的時候有
穿過，覺得很有效果，所以這次就沿用了，也
覺得跟宮燈大道很配，也很慶幸今天天公作
美，天氣很棒。」提到為什麼會想要回來參加
活動，謝麗鶯表示：「因為我們一直很支持學
校校友會的活動，而這次回來也能順便看看校
園以及師長們。」

世界校友會雙年會 體育館七樓設宴

傅錫壬從悠揚歌聲談第五波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3月3日世界校
友會聯合會雙年會論壇的第二場演講，邀請財
金系教授兼兩岸金融中心主任林蒼祥開講，他
以「川習會與中共十九大後金融情勢之淺析」
為題，講述在經過川習會、中共十九大之後，
中美在經濟上會有什麼不一樣。 
　林蒼祥談及由川普對選民的承諾，來看美經
貿政策的邏輯，川普曾承諾，十年要創造2500
萬的就業機會，扣除十年隨經濟成長自然增加
的979萬個機會，剩下的1521萬則需新貿易政
策的緊密配合。此外，林蒼祥也提到川普減稅
後，預計可刺激企業投資、民間消費等，不過
因人口結構已近充分就業，減稅也可能難增加
就業人口。他也分析了各項影響美元漲貶的因
素，且估計2018美元看貶。 
　談到中國，林蒼祥表示中國的戰略主要是人
民幣國際化、一代一路建設。欲擴大金融對外
開放，以競爭促優化與繁榮，提高一代一路及
新興產業所需資金的直接融資比例，以降低負
債比率及金融系統風險等等，而金融對外開放
政策也會有利於2018人民幣走強。

林蒼祥淺析金融情勢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3月3日下午，
未來學學所所長紀舜傑應世界校友會雙年會活
動之邀，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以「明日
世界就在眼前」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紀舜傑說：「未來學是運用前瞻性思考，
拋棄慣性，改變既有的想像和實現未來的方
式。」他以大箱子、大效應、大動力、大情
節、大面向STEEP之「未來五四三」口訣說明
未來學如何系統性的應用，讓使用者得以趨吉
避凶，並且透過數據，有效選擇發展模式，進
行長期評估及分析，預期可能會發生的事件、
隱藏趨勢及浮現議題等。 
　紀舜傑認為目前應該思索新夥伴關係及新倫
理等二面向，他直言：「未來工廠中只會有一
個人、一條狗！」人的工作是餵養狗，狗的工
作則是監視人不去碰機器，看似荒謬，卻在預
期的未來中是有可能發生的。紀舜傑更進一步
表示，學校、老師若不想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中
被取代，除了硬體設備的提升、提供平台的模
式亦需改變，本校遠距教學就是一個最好的例
子。 

紀舜傑分享明日世界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黃耀德攝影】
本校2018年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大會晚宴
於3月3日晚間舉行，這是首次在紹謨體育館7
樓設宴，席開近百桌，眾人齊聚體育館享用福
華飯店外燴。 
　首先由柏齡大鼓陣打頭陣，接著全場起立唱

校歌回味在學
時光，開場儀
式則由校長張
家宜、世界校
友會聯合會總
會長陳定川、
系所友會聯合
總會會長林健
祥、中華民國
淡江大學校友

總會會長陳進財、大陸校友聯誼總會會長莊文
甫、世界校友會聯合會榮譽總會長段相蜀、馬
來西亞留台校友會前會長李子松、北美洲校友
會會長馮啟豐、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等長官、貴賓一同刺破氣球，
「心在淡江，意再超越」八字映入眼簾，彩球

飛散在空氣中，很是吸睛。 
　接下來活動由大陸校友會帶領全體一起做健
身操！眾人雙手舉高，隨著音樂節奏擺動身
體；EMBA帶來寶萊塢印度歌舞等舞蹈表演，
掀起活動高潮，展現本校充滿活力、青春熱
血的面貌；北美校友會則以Twist扭扭舞曲、
Wild Wild Wild恰恰舞曲、瀟灑走一回等曲子
進行排舞；張校長大方高歌《月亮代表我的
心》、《小城故事》，更熱情邀請校友一起合
唱、同歡，場面和樂融融。 
　晚宴最高潮為主持人宣布中華民國淡江大學
校友總會會長陳進財捐款三百萬元做為守謙中
型菁英會議室之用，而企管系校友張瑞峰隨
即響應認捐守謙百萬磚。活動最後進行交接
典禮，由林健祥交棒給北美洲校友會會長馮啟
豐，大家相約2020年休士頓見！

海外總經理

出社會以後的需求，他覺得上大學，就是要選
自己真正有興趣的課，更因為有興趣就該認真
的去學習這些技能，在未來的十年，不管是哪
個科系，對於資料科學、程式設計、邏輯運算
等都是未來的趨勢，因為整個大環境都在做數
位化的轉型。 
　化學系校友，也是目前化學系教授林志興，
至今在本校已經服務23年。他很高興能被舉
薦，也覺得意外；同時替自己過去帶過的博士
生感到驕傲，他們畢業後多申請到國外的博士
後研究所，與國際接軌。在自己求學的過程中
有太多深刻的經驗，甚至到後來的生涯與研究
都已經完全和淡江結合，真的很感恩學校提供
資源，才能讓自己走出這樣的路；最後勉勵學
弟妹們要重新找到本質的東西，因為社會已經
缺少安定的力量，時刻都在改變，只有自己站
穩腳步，才能穩於時代的洪流，不被取代。 
　現任立法委員，戰略所校友蔡適應感謝校友
會的舉薦與母校過去的栽培，才能將自己的所
學貢獻於社會。在就讀研究所時期，因為當時
是邊工作、邊讀書，所以比較可惜的是校內的
社團活動都沒什麼機會參與，不過也很感謝老
師的教導，因為當時就讀的戰略所是小班制，
與教授及同學間的關係都很密切，至今都還定
期舉辦聚會，很難得能繼續保持這樣師生間的
交流，至今在社會上，都還能給與協助；學長
鼓勵學弟妹要堅持自己努力的目標，讓自己成
為該領域專精的人才。

賓，接著由淡江大學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林
健祥致詞，歡迎校友
們踴躍參與，因適逢
舉辦校友雙年會，有
承先啟後的意義；他
同時請校友們有空多
在校園內逛逛，尤其
是新蓋好的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是由校友
們所捐建的，同時歡
迎大家多多捐款，讓
學弟妹能有更好的學
習環境。 
　校長張家宜在致詞時表示，創辦人的想法是
每年應該都要有兩次邀請校友回娘家團聚的時
間，第一次在校慶，第二次就選在春暖花開的
春天，邀請校友回校欣賞校園美景。每年這個
時候都會頒發「傑出系友」的獎項，是因為要
感謝各系所傑出校友的付出，透過春之饗宴來
表揚他們對於母校的支持，最後也希望校友能

多多支持母校的發展，透過獎學金或提供實習
的機會，除了與學校緊密結合外，也能對學弟
妹有所幫助。 
　獲獎的資工系校友林振輝表示，淡江畢業的
校友遍布全球，傑出的校友其實很多，得到這
個獎算是給自己督促和激勵，要求自己要更進
步，看到母校至今的發展，讓他也感到與有榮
焉。淡江在設計的課程與辦學，都會去考慮到

春之饗宴系列活動之一的「嘉年華會」，校友們盛裝打扮，紛紛
穿上各具特色的造型服，現場熱鬧非凡。（攝影／吳冠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