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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節特刊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28 日 

　【記者廖宜美專訪】於民國 69 年 8 月來校，統計系教授
吳錦全 40 年來堅持以方正自身、圓融活化的方式教導學
生，今年獲頒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吳錦全感慨表示：
「一回神就 40 年了，好像做夢一樣。」 
　堅持 40 年來致力於第一線的教學現場，盡心盡力輔導學
生，吳錦全說，他畢業於本校數學系，當年回校申請成績
單，順道到系辦看一看，剛巧得知母系徵聘教師，而提出
申請。先任教於數學系數理統計組，同時在職進修管理科
學博士學位，後於民國 81 年時轉任統計系並接下系主任一
職，在任期間成立統計系應用統計學研究所。民國 100 年
時兼任統計調查研究中心主任，後又接任推廣教育處執行
長，直到今年退休，整個執教生涯從純粹教學到行政再到
推廣教育，吳錦全表示，在任何職位上都要專注並盡力做
好，嚴以律己，才能應付自如。　
化繁為簡．沉悶緊繃變輕鬆
　現為統計系榮譽教授的吳錦全主要開授課程為機率論、
數理統計、品質管制等，在相對沉悶的課程中，他善於利
用諧音的玩笑話，讓學生們在學習過程中不會過於緊繃。
有次他在黑板上寫獨立且有相同分布的簡寫「IID」，學生
沒注意聽課，於是他解釋那個簡寫：「IID 就是會哀哀叫
的豬。」簡單逗趣又有創意的玩笑話，讓同學在布滿生硬
數字的課堂頓時輕鬆起來。

　「我常跟同學們說，要勇敢面對問題，解決問題，要虛
心求教，但不能唸到心虛。」在指導學生方面，吳錦全總
是設身處地站在學生視角提出相應的建議，不會控制學生
的獨立思考，但會提供自身經驗得出的結論。曾教過一名
在學業上有十足熱忱且用功的學生，下課時常纏著他詢問
課業問題，「有次學生一問就是兩小時，才突然問我一句：
『老師你吃飯了嗎？』，我笑問他，你有看我離開過嗎？」
從未因學生的好學而感到不耐，吳錦全用同樣的熱情，為
迷途中的學生指點迷津。
建立扎實根基再求新求變
　如果加上自己在淡江求學的時間，吳錦全在本校的時間
已長達 45 年多，對於校園的變化至今也是歷歷在目。他說，
從前的教室沒有現在來得乾淨整潔，像是課桌椅和牆角，
其實都能看見一些塗鴉的痕跡。「那時我們沒有手機，上
課無聊了，就會在桌上塗塗寫寫。」他指著教室的一角，
彷彿能見著許多年前的景致。
　吳錦全現仍在統計系兼課，他表示，對學生仍有期許，
時代不斷在進步，除了求新求變，扎實的根基更為重要，
有了基礎，才能在此之上有相對應的成長。「正面思考很
重要，負面的想法只會徒增煩惱。」過去可以當作參考，
相信自己的能力並且不斷的努力，總有一天任何人都有機
會可以發光發熱。

　【記者李沛育專訪】「如果學生因我的幫助而有所成長，
這是讓我感到最開心的事。」日文系副教授富田哲獲教育
部 109 學年度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分享在淡江這 20 年來的
感悟，他曾獲得 104 學年度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因為在
學生時代研究語言教學，專長為臺灣史及語言學研究，即
使已經教書 20 年，他說每學期第一次進教室時，仍有些許
的緊張與亢奮，這份始終如一的熱情，讓他受到無數學生
的愛戴。
　時代不斷演進，語言文化亦與時俱進，富田哲說，在教
學方面，課本雖有一定的概念，卻無法及時提供最新的資
訊，例如日文常有新的外來字，學語言的學生都會面對到
課本所教與實際應用有所差距的學習困擾，他提出：「不
是教課本，而是用課本教。」的教學理念，鼓勵學生在認
真學習課本上的知識外，能吸收課本外的新知，身為老師
必須緊跟時代的腳步學習新知。
「語言靈活運用，不要怕說錯」
　教課時他會帶給學生更靈活的語言應用，富田哲提到，
語言是溝通的工具，並非封閉僵硬，鼓勵學生們把「溝通」
放在學習語言的第一位，不要設限自己的想法，不必執著

於如何才能表現得像日本當地人一樣好，「錯誤是學習語
言必經的過程」，學生們無須害怕犯錯，因為語言是以「溝
通」為前提，而非「完美」，鼓勵同學們學習時須有同樣
的雅量，包容別人的小錯誤。
　關於大學生如何充實過 4 年，富田哲表示：「學生們不
應只侷限在學習專業，更應學習獨立思考的能力，讓想法
跳脫框架，才能看到更廣闊的視野。」面對困境時，首先
接受現實，思考解決方法，最後發揮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解
決，便是最好的處理方式。
真正的人生課題是學習如何打理生活
　富田哲說：「只要看到學生們在各領域上努力的身影，
無論他們未來是否從事日文相關行業，我都會替他們開
心。」他提到，曾在路上偶然碰見教過的畢業生，雖然現
在工作暫時用不到日文，但看到學生努力工作的模樣，心
裡會不自覺地替他加油。
　教書 20 年，他語重心長地說，語文只是學習歷程中的一
部分，真正的人生課題是學習如何打理生活，他希望透過
教學，能讓學生在大學四年的歷程中給他們一段美好的回
憶外，也能在其中學習到如何快樂的過生活。

　▲日文系副教授富田哲說，看到學生努力的模樣，心裡
會不自覺替他加油。（攝影／李沛育）

　【記者劉江專訪】「看見學生優質的一面」是資傳系副
教授陳意文秉持的教育精神。過去 11 年的教學經歷，對她
而言，是個不斷調適、不斷學習、教學相長的過程。
　她觀察到：相比過去，現在企業招聘更重視學生的實戰
經驗，而不是一味地強調學歷高低。因此她認為：「大學
作為教育的最後關卡，四年的訓練需要培養學生專業技能
外，更要懂得如何在職涯中應對進退。」
以專業和開放態度培養學生
　陳意文的專長是行銷與管理，在教學方面，她會盡量將
現在業界最新案例、工具與知識於課堂上講授，幫助學生
提前適應職涯的挑戰。與此同時，她考慮到學生投遞履歷
時需要作品集，也積極鼓勵並輔導學生參與競賽。她說：
「競賽和課堂作業不一樣，它有比較的機制和目標導向，
可以提高作品的成熟度與競爭力，幫助學生加分。」更重
要的是：學生參加競賽需要反復修改作品，這是課堂作業
難以比擬的。「將來進入業界，一件作品可能需要修改 10
次、20 次，甚至打掉重做都有可能。競賽可以磨練學生的
挫折承受力。」
　為了更好地與業界接軌，陳意文在教學當中相當注重與
業界、政府合作的機會。她指出：「業界需要學者分享研
究新趨勢、新發現；政府需要專家提供諮詢。在大量互動
中，我們比較容易掌握新的想法與政策。」

配合業界需求人才設計課程
　另一方面，陳意文表示業界的實務性更高，可以把抽象
的知識轉化成運用的工具。「如果業界願意買單，那把這
個知識與工具教給同學，我的把握度會更高。」當今社群
媒體蓬勃發展，陳意文有鑒於此，在 5 年前開設「社群媒
體行銷」課程，這門課融合了舊的理論與新的資料，其中
有 80% 是不曾接觸過的內容。而市面上對這個課程也有需
求，陸續有企業來詢問能否蒞校分享。
　業界的認可給了陳意文信心，讓她的教學更加駕輕就熟。
她坦承當初博士畢業後，想要擁有彈性的工作時間、自由
的研究領域、接觸新事物新世代，所以選擇進入大學教書。
但很快她便發現了不一樣之處：研究者是把某一議題深入
抽象化；教職是把抽象的東西生活化，進行轉譯。「前幾
年的教學，我講述事情不那麼接地氣，存在需要學習的地
方。」後來，陳意文藉助與業界、政府接觸的機會，不斷
改善教學的方法，讓自己的說教越來越「接地氣」。
　作為資傳系主任，陳意文指出現在的環境十分適合資傳
的學生發展。「我們說一般的小編不專業，其實他們最有
專業。小編的設計能力、文字能力、資訊能力不用太好，
但是要善於整合不同的內容。資傳的同學要提高對數據、
客群的掌握能力。」而身為教師，陳意文也希望未來能掌
握自己的專業，並用開放的心態去發現同學正向的部分。

　▲資訊傳播系副教授陳意文藉助與業界、政府接觸的
機會，不斷改善教學的方法，讓自己的說教越來越「接
地氣」。（攝影／游晞彤）

網路管理組組長張維廷
學歷：
本校機械與機電工程研究所 
自動控制組碩士
經歷：
本校資訊中心教學支援組四等
技術師

　在歷經多年構築的良好基礎
上，繼續提供全校師生更穩定、
更優質的網路環境與服務；此

外，將以「雲技術」與「i管理」做為日後發展的方針與
治理的重點。引用新的管理模式，融入「設計思維」至現
有工作團隊與各項實務，將團體當中不同的想法，進行組
織與堆疊並加以設計，使得多樣的創意能夠展現在工作當
中。

前瞻技術組組長曹乃龍

學歷：
本校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經歷：
本校資訊處約聘助理研究員

　為因應人工智慧及大數據時代
的資訊技術快速轉變，校園資訊系統的開發、部署及維運
管理也要能符合現代使用者的需求。為了達到此目標，前
瞻技術組需能快速掌握符合時代潮流的技術，進而開發出
可支援行政業務快速推進及可便利教職員生校園生活的資
訊系統。

國際暨兩岸交流組

學歷：本校英文系學士
經歷：本校教務處招生組組
員、國際暨兩岸交流組組員

組長朱心瑩

　期許自己能和本組成員共同努
力，完成以下目標：
※交流業務數位化：推動交換生

線上申請及建立姐妹校資料庫；思考與姐妹校虛擬交換、
交流的創新合作。
※雙聯學位制度化：整合其申請流程，讓同學更清楚作業
程序，而能增進本校招生宣傳效益。
※團隊合作品質化：發揮全員參與，持續改善的團隊合作
精神，為全校師生服務。

人工智慧學系籌備處

學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機
械博士
經歷：本校機械系主任

主任王銀添

　淡江是全國綜合型大學中首度
成立人工智慧學系，將於110學
年度開始招生。理念是奠立人工

智慧的大學部專業學程，向下銜接高中的人工智慧科普教
育，向上結合研究所的理論與技術研究。本系將規劃數據
工程、機器學習、自然語言處理、圖像識別等核心領域，
建立優質的教學與研究環境，培養學生具備跨領域及創新
能力的人工智慧專業人才。籌備處這年度的工作重點包括
延攬專業師資、規劃學系課程、辦理招生作業等。並且將
開拓與相關產業的合作，以及進行國際相近科系的交流。

遠距教學發展中心

學歷：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
研究所博士
經歷：本校資工系教授、科技
部、教育部研究計畫主持人、
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主持人

主任石貴平

※提升數位學習品質：強化數位
學習課程之推廣、檢核、服務與

支援機制、以實整虛、磨課師與開放式課程的質與量。
※維護教室教學設備：發揮有限人力及經費維護與更新多
媒體教室教學設備，持續評估導入提升教學互動設備。
※推廣雲端網路服務：與資訊處各組共同合作，設計協作
編輯、文件共享、同步視訊等雲端服務之應用模式，推動
少紙化會議，提升行政效率。

　▲統計系教授吳錦全從未對教學工作感到厭煩，以圓融
活化的方式教導學生。（圖／本報資料照片）

洪建智 趣味融入教學 運動樂活
　【記者鍾明君專訪】「不要追悔過去，不要憂慮未來，
把握現在！」榮獲教育部 109 學年度資深優良教師的體育
處教授洪建智，在本校已任教 30 年，不僅在教學上有亮眼
的成績，他曾榮獲 2018 第七屆世界盃太極拳錦標賽二十四
式太極拳架個人賽男子樂活組第四名，他笑著說：「明年
滿 60 歲，我想要在學校開設太極拳課程。」
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有不會教的老師
　洪建智教學的體育項目為網球、羽球、游泳、重訓，他
表示，許多學生屬於運動初學者，所以在授課時會不時關
心同學當下的運動狀態，「天底下沒有教不會的學生，只
有不會教的老師。」與其他專業課程相比，他希望體育課
讓同學輕鬆學會，更能樂在其中，將運動變成日常習慣。
　他特別分享自己鑽研多年的游泳、網球教學方式，在教
學內容裡增添樂趣化遊戲，能讓學生快樂學習。有許多學
生選修游泳課是為了克服心理障礙，他也透過趣味遊戲讓
同學熟悉在水裡漂浮的感覺，進而教導學生正確游泳姿勢。
網球課程也會透過「閉眼接球」感受球的彈跳，先讓同學
將聽覺、肢體上訓練協調後，才會進行對打。

開始運動靠動力，持續運動靠習慣
　擔任本校網球校隊指導老師已 16 年，曾帶領學生參與許
多屆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比賽奪牌，學校有很棒的游泳館
和球場，洪建智讚嘆學校硬體設備完善，讓學生有足夠的
球場訓練，他認為：「學生應善用學校資源學習，能透過
比賽挑戰自己，獲獎是對他們的一大肯定。」也希望學校
能持續支持體育項目，提供學生在學習的同時也能不斷挑
戰自我。
　學而不倦的洪建智在校教學期間考取了逾 10 張運動項目
證照，在 2018 年更獲得世界盃太極拳錦標賽男子樂活組第
四名，他表示：「開始運動靠動力，持續運動靠習慣。」
近幾年他習慣於早晨在學校跟著太極拳協會鑽研太極拳，
並承諾明年會開課將這項運動傳授給學校的師生。
　洪建智回憶這 30 年的教學經驗，感恩學校讓他有這麼好
的機緣能將運動理念傳授給同學，能夠把自己的興趣與教
學做結合，並看到越來越多師生對體育項目感興趣，內心
滿是欣慰，同時也想告訴師生：「不要忘記生活中必須要
有運動才能樂活。」

　▲體育處教授洪建智看到越來越多師生對體育項目感興
趣，內心滿是欣慰。（攝影／游晞彤）

　

林仁德當選扶輪社長
　88年建築系碩士班畢業校友林仁德於7月1日當選國際扶
輪社3523第五分區2020-21年度明星扶輪社社長一職，由資
深戲劇製作人、國際扶輪3523地區總監阮虔芷帶領72位新
任社長，舉行聯合就職典禮，未來將聚焦在相關的社區關
懷服務上，明星社社長林仁德表示，8月26-27日在台北市
政府親子劇場，由該地區新任社長們共同演出兩天「年輪
交錯的黃金歲月」，以公益活動宣傳扶輪社，並將售票所
得扣除費用後全數捐助作為「婦女乳癌防治」相關計畫，
明星扶輪社也將持續深入偏鄉做公益，繼續照顧弱勢及失
親孩童。（文／舒宜萍）

人物短波

吳錦全 統計難？讓學生問到滿意為止
諄諄教誨 師恩如明燈

40 年

20 年

10 年 陳意文 鼓勵學生參賽  適應職涯挑戰

富田哲 語言是溝通工具 學習獨立思考

30 年

更正啟事
　本報於1109期三版刊登「教師評鑑傑出獎」專訪，標題
應為「教師評鑑優等獎」之誤植，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