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鄭少玲專訪】聲音甜美、年輕美麗的
劉文琇，於 2009 年代表臺灣出國參加微軟世
界盃大賽，榮獲 Excel 冠軍及 Word 亞軍雙項
殊榮！成為當屆全球之冠，既創下臺灣首次冠
軍的紀錄，亦是首位 Excel 女性世界冠軍，榮
耀國際。隔年變身老師指導學生參賽，名師出
高徒，拿下 Word、Excel 雙料世界冠軍。如今
在 Office Apps & Services 類別中更獲得連續 11
年微軟公司最有價值專家（MVP）。
　統計系畢業的劉文琇擁有企業 Office 整合應
用、TQC 認證 Office 全系列、MOS 認證權威
等技術專長，並累計 10 餘年的教學經驗，包
括在本校兼任講師、台灣微軟特約講師等，也
常到各大專校院及國營職訓局、民營機構等授
課講學，走透全臺。著有多本電腦資訊教學著
作，經營 Youtube 頻道，提供免費豐富的教學
影音，造福無數學子。劉文琇能力與實力無庸
置疑，但她卻不是資訊背景出身。
26 歲轉換跑道  從頭學起
　劉文琇出了社會，體驗過職場的高壓競爭與
艱辛後，不甘於過上草率的人生，不服輸的個
性及當時家逢事故等原因，26 歲那年她便思
考究竟要不要轉換跑道。在聽取友人建議以及
多方考量下，決定進修考取證照，當時大學並
沒有任何 Office 課程，劉文琇從頭學起，以考
取證照為目標，全心投入只為證明自己的工作
實力。在筆試科科滿分下，她的勤奮努力終被

看見，一句「你要不要去比賽看看」，結識了
本校資工博士陳智揚，受其指導，當選手本不
在人生規劃中，卻成為了她最大的轉捩點。
捨棄休閒娛樂  發揮 99% 努力
　由於非資訊背景，她必須比別人花費更多時
間準備，自掏腰包買了相關書籍，每天通勤至
公司路途中仔細研讀，成為最早到公司的人，
只為了利用更多時間研讀與練習。中午休息時
間，同事們相約出去外食，劉文琇卻是留在辦
公室內一手拿著食物，一手操作滑鼠、雙眼緊
盯螢幕，把握每一分每一秒的練習時間，就
連下班搭公車回家路途，劉文琇也在腦中模擬
各種解題方法，一到家便上機操作，持續到
11、12 點才肯罷休。
　日復一日，如此循環整整一年，劉文琇捨棄
了看電視、看漫畫以及她最喜歡的線上遊戲等
所有娛樂生活，維持一個月一次與親朋好友的
聚餐，餘下時間都在為比賽做準備。「當我終
於下定決心投入比賽時，原本的娛樂時間都拿
來做比賽的準備。」正因為這樣的決心，劉文
琇一路從臺灣北區初賽、全國總決賽至獲選為
臺灣代表國手，參與世界盃應用技能競賽，奪
下 Excel 臺灣首屆冠軍，從一介平凡人，一舉
成名，揚名國際。陳智揚曾經誇讚她：「你是
我看過最有天分的人。」但她認為所謂天才是
1% 的天份加上 99% 的努力，劉文琇用自身證
明了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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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晞彤攝影獲淡水八景獎
　由淡水區公所舉辦的淡水八景4.0的絕景攝
影邀請賽，航太系校友游晞彤5張作品得獎，
他擔任淡江時報記者曾獲多屆優秀記者獎，也
時常帶著相機走訪淡水各角落，拍攝他眼中的
淡水，此次得獎作品包括落日餘暉、淡水河岸
風光、繽紛的漁港和漁船、漁人碼頭的遊艇和
鄞山寺前的北管表演，他表示，當初真的是無
心插柳，剛好看到以淡水為主題的攝影比賽，
就隨手拿近期拍攝的照片投稿，沒想到會從
六百多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最終入選5張
佳作。（文／舒宜萍）

　「「讀書固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認為
多參加課外活動，豐富在校履歷，是大學四年
的首要任務。全球政經系助理教授林偉修獲
選108學年度特優導師獎勵，對於得獎感到驚
訝，感謝學校以及公開表揚。
　在教學上，林偉修認為學習過程理論和實
作並重，鼓勵學生多參加社團、營隊或是實
習，他說，在累積經驗和學習實務能力的同
時，也能了解自己的興趣和專長。「履歷可以
讓未來老闆看到時，馬上知道這個學生的能
力。」所以，在學生大一時，林偉修會告知要
製作自己的履歷，並時常拿出來檢視和修改。
　當遇到有些學生不清楚未來，甚至不去思
索，讓他感到擔心。林偉修平常會和同學聊日
常，如人際互動和人生計畫，在過程中幫助他
們找到目標並事先規劃。上課方式上，學生習
慣於使用圖像，比如看影片，林偉修認為這方
式無法提升學生對於文字的理解和表達，因此
在教學上必須平衡圖像與文字。
　林偉修時常告訴學生：「在大學四年有兩件
事一定要學習，一是寫的能力，二是說的能
力。」例如，在職場上「寫的能力」能用於製
作企劃書，而「說的能力」能用於溝通和推薦
產品，兩者皆須著重培養，他會在課堂中要求
學生做筆記，期中則需上臺做報告，以此來訓
練書寫和口才。
　「雖然很多人說大學由你玩四年，但其實四
年過得很快，讀書和玩樂要兼顧，還要找尋人
生方向，合理地說，一個大學生是很忙的。」
他認為，大學是出社會前的準備，管理好自己
的時間，也要懂得取捨事情的輕重緩急。
　「每當看到學生從大一青澀進入校園到大四
準備畢業時的進步和蛻變，完全能夠鼓舞我
對於教學的熱情。」林偉修總以鼓勵的方式
帶學生探索目標，而不是給予學生固定的框
架。（文／林靖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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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威
感謝曾有過努力 才有如今的生活
　至今劉文琇教學十餘年，她的學生從大學生
到社會人士、二度就業者都有，尤其二度就業
以中年婦女們居多，常因不善操作電腦，或家
中經濟無法購買電腦，學習中很吃力，但迫於
生活壓力、經濟重擔，對於學習的決心卻非常
強烈，劉文琇看在眼中更積極教導，曾經收到
來自一位媽媽的真實回饋：「感謝劉老師細心
指導，讓我從餐廳當服務生可以轉行到中醫診
所做櫃檯，工作較不那麼辛苦，生活也終於有
點起色。」聽完學生的故事，劉文琇深受感動，
「當自己的工作能幫助別人，那就是一件很有
意義的事。」從工作中獲得的不只是成就感，
還有助人為快樂之本的喜悅。
平凡的人生  創造不平凡的價值
　「大多數人都希望以後會怎麼樣，但我覺得
要反過來想，應該是要感謝以前的你做了什麼
努力，才有如今的生活。」劉文琇的一席話發
人省思，多數人不滿意現狀，那就應該用行動
做出改變，就像她也很感謝曾經自己這麼努力
過，並帶著這份感謝持續努力。她坦言自己大
學成績表現普通，勉強畢業找了份差強人意的
工作維持生活，她以「半魯蛇」這麼形容自己，
可當她終於領悟並下定決心做出改變後，改變
的不只是她的職業，就連看待事情的心態也都
成熟許多。
　平凡的人生，卻創造出了不平凡的價值，

劉文琇可以說是一個逆轉人生的明顯案例，她
總以自身經驗鼓勵學生「只要你願意跨出第一
步，下定決心，都不嫌晚」，但醒悟的時機早
晚，卻也決定了付出代價的程度，她不諱言地
說：「愈晚醒悟，會愈辛苦。」因為經歷過，
所以清楚成功的背後是更多的辛苦累積換來
的；也瞭解社會高壓競爭與淘汰率高的殘酷，
劉文琇勉勵學生及早醒悟，避免走太多冤枉
路。一生很長，如何讓幻想成為現實，必須付
出實際甚至加倍的努力，就像她「要讓未來的
自己感謝當初的自己。」

▲林偉修認為學習過程理論和實作並重，鼓
勵學生多參加社團。（攝影／高宇彣）

日本政經所研討台日新體制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本政經
所於 10 月 5 日下午 1 時在 T1103 舉辦研究會，
由日本政經所所長蔡錫勳、助理教授徐浤馨以
「日本新首相的『台日 21 年新體制』」為題，
一同分析日本當局的政治走向，也與研究生進
行視訊討論當前日本政局。 
　蔡錫勳說明，智慧手機所帶來的變化不只是
生活上的改變，也會影響國家輿情和政策制定
方向，今年美日聯合聲明中，「臺灣海峽的和
平與安定重要性」已成為韓國、EU、G7 等共
通語言，加上臺灣防疫有成讓世界看見臺灣，
新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首相）也強調「臺灣
海峽安定的重要性」，在其帶領的「新時代共
創內閣」所開創是否能共創「台日 21 年新體
制」，值得期待。

AI 國際關係學科整合趨勢
　【記者彭云佳淡水校園報導】戰略所「人工
智慧輔助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教學與研究 - AI
與國際關係研究的整合與實踐」教師跨領域研
究社群，於 10 月 6 日中午 12 時在 T306 以「AI
與國際關係的學科整合趨勢」為題，與校內 25
位教師進行交流，由戰略所所長翁明賢主講，
AI 趨勢和國際關係發展的整合與實踐。
　翁明賢講述從過去到現在，AI 在人類史上
的演變以及未來趨勢，也介紹和播放《A.I. 人
工智慧》等四部經典電影預告，讓與會者更深
入了解 AI 與人們生活上的連結，在國際關係
上以大數據公司 Plantir 示例 AI 在軍事具體應
用成果，可推測模擬船隻運行路線，協助軍方
狀況分析，最後提及 AI 創智學院也於今年正
式招生，將更加投入到此領域。

裴有恆說明人工智慧應用
　【記者謝采宜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人工
智慧物聯網精進社」教師社群於 10 月 6 日中
午 12 時在Ｅ 819，邀請昱創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裴有恆，談人工智慧在物聯網的應用與
商機，與現場及線上近 50 名師生進行交流。
　裴有恆於 1999 年起至今達 21 年的物聯網相
關工作經驗，創立「i 聯網」、「智慧健康與
醫療」社團，目前專職於研發創新教練與物聯
網顧問。他以 Google 語音、LINE 客服小幫手、
臉書人臉辨識等常見功能來說明人工智慧已常
見於生活應用。裴有恆指出，數位醫療、智慧
家庭、空氣品質監測、智慧教育、無人機、電
腦視覺輔助系統、工業機器人等已應用廣泛。

操盤高手陳吉賢模擬交易稱霸
 【記者陳子涵淡水校園報導】由商管學院及
財金系協同證券研究社舉辦「操盤高手投資
模擬交易爭霸賽」，於 10 月 6 日中午 12 時在
B1012 舉行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頒獎典禮，由
財金系系主任林允永頒發獎金及獎狀。由經濟
系四年級陳吉賢以總資產獲利近 80% 拿下冠
軍，獲得獎金新臺幣三千元及獎狀乙張。林允
永認為，參加同學都很優秀，未來會提供證券
公司的實習機會，也會推薦參賽同學。
　本身曾接觸股票市場，陳吉賢認為，在虛擬
盤狀況下，沒有心理負擔或許能夠成就不一樣
的結果，他非財金本科，發現股票市場不要試
圖用一個規律去看待它，「有一次因為沒有掛
停損單，只花了一天就將賺到的一千八百萬元
掉到一千萬元，讓我更看重停損這件事。」

黃一峯帶淡水志工採茶趣
 【本報訊】公行系副教授黃一峯帶領淡水鄧
公里環保志工隊隊員與本校教職員們約 50 人，
於 10 月 3 日上午 9 時到訪蕃薯里，由里長王
壽喜親自接待並講解採茶製茶過程，原來淡水
茶葉品質不錯，之前曾外銷日本。本校同仁與
志工們到里長家後山茶園，親手採摘一心二
葉、揉捻後送烘乾機乾燥，製成茶葉，開心帶
著成品回家。

提供智慧平臺 培育ＡＩ數位人才

▲統計系校友劉文琇指導學生拿下Word、Excel
雙料世界冠軍。（攝影／張莉琦）

十年 劉文琇 微軟認證       講師

香港校友會協助母校招生宣傳 
　【記者方健霖香港報導】招生策略中心與國
際處國際暨兩岸交流組不讓疫情影響境外招生
事務，再次與香港校友會合作，參與由臺灣各
大學香港校友會總會舉辦的「臺灣各大學教育
展2021」，在9月25日起，連續三個週六在香
港不同地區舉辦招生宣傳展覽，為有意赴臺灣
就讀學生提供完整資訊。

　法文系校友葉雅琴表示：「分區舉辦方便學
生參觀，規模小一點能集中詢問，臺灣各大專
院校也能更詳細解答。」現場學生們的確主動
詢問，甚至閒聊了起來，氣氛相當融洽。
　代表本校參展的電算系（現資工系）校友、
香港校友會會長梁宗榮認為，疫情阻擋不了學
生們到訪的意願，今年的反應也非常熱烈。他
說：「很開心能為母校出一份力，希望將本校
優良事蹟和辦學特色介紹給香港學生。」
　現場學生及家長非常踴躍，詢問了不少關於
學科、生活適應的問題、甚至輔系等，當天特
別多學生查詢日文系，剛好日文二方健霖在場
親自解答，分享作為在校港生在臺灣學習的情
形，過程中除了感受到現在高中生對自己未來
的認真之外，也確實領悟到能有機會回饋學校
感覺真好。（圖／香港校友會提供）

菁英會長江誠榮 榮獲卓越中堅企業獎
　【本報訊】經濟部9月23日公布第6屆中堅企
業獲選名單，由本校校友菁英會會長江誠榮擔
任董事長的台旭環境科技中心公司，榮獲卓越
中堅企業獎。
　第6屆中堅企業遴選計有160家業者提出申
請，在歷經1年嚴格謹慎審查程序後，包括資
格審查、初審及複審等程序後，共有99家企業
入圍，並從中選出85家潛力中堅企業，最後決
審出台旭環境科技中心等14家獲得卓越中堅企
業獎及2家營造友善職場優良中堅企業。
　經濟部召開「中堅企業發展推動小組」會
議，決審出得主，台旭環境科技中心以計畫推
動成果與優異的執行成效，獲選為卓越中堅企
業，以表彰其在環境檢測分析化學領域之技術
與服務模式，具有獨特性與差異性，且具高度
國際市場競爭力，足以作為業界學習標竿。
江誠榮表示，能獲得國家的肯定，公司在經營

MVP

政經系助理教授林偉修
鼓勵學生豐富履歷

▲會議中由葛校長（左三）頒贈淡江校友企業「樸實剛毅」獎座給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
（左二）、宗瑋工業董事長林健祥（右二）、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董事長江誠榮（右一）及達多
科技董事長張瑞峰（左一）。（攝影/呂奕淩）

雲端力，雙擎打造全雲端企業，本校非常樂意
與校友企業合作推動數位轉型，冀提升生產力
及強化競爭力。透過服務團隊及微軟工具，創
造業界滿意的服務。」此外，資訊處同仁已
取得27張微軟專業執照，希望在明年春之饗宴
時，即有成果展現。
　會中邀請了台灣微軟公共業務事業群總經理
潘先國致詞，他表明，「樸實剛毅‧享譽國
際」主題凸顯了淡江懷抱遠大目標。今年正
式成立的AI創智學院，開設200多門AI相關課
程，更為師生的數位化學習邁進一大步。
　會議中由葛校長頒贈淡江校友企業「樸實剛
毅」獎座，分別由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
宗瑋工業董事長林健祥、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董
事長江誠榮及達多科技董事長張瑞峰獲獎。陳
進財表示，微軟是世界知名企業，學校與之合
作，相信會有很大的進步。林健祥希望各地區
校友能夠團結起來，互相合作發光發亮。江誠
榮認為校友企業有微軟的支持，會得到很好的
發展及成就。張瑞峰分享，淡江的學生是業界
非常愛聘用的人力，鼓勵學生在學生時代，就
可以參與校外實習，能成功與業界接軌。

　【記者姚順富臺北校園報導】資訊處與校
友服務處於10月7日下午2時30分在臺北校園
Ｄ206合辦「樸實剛毅啟動會議」。本校多位
一、二級主管與同仁分別在現場及線上與會。
葛煥昭校長表示，本校教學積極提升學生競爭
力以適應未來社會需求，此項計畫將創造校友
企業、學校與學生就業媒合的三贏局面。
　葛校長首先表明，微軟是國際優質品牌，雙

樸實剛毅計畫助校友企業
方合作是強強聯手。他說明，這幾年首要推動
的是聯合國永續發展計畫（SDGs），第二項
是推動校園數位轉型，其實各行各業都需要適
應數位轉型，員工需要接受正確教育訓練，創
新轉型，提升競爭力，這是政府、企業及學校
正努力改革的方向。
　資訊處資訊長郭經華分享，淡江與微軟合
作，首創全臺首座全雲端智慧校園，樸實剛

毅方案分為四項，
「樸」方案為數位
轉型服務及MS 365
導入應用；「實」
方案再加入雲地合
一 ， 智 慧 未 來 及
T K U  C S A 大 使 ；
「剛」方案加入產
官合作、「毅」方
案則依個案進行專
案合作。「通過淡
江數位力加上微軟

前大使張文雄主講國際禮儀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 10
月 5 日上午 10 時在 HC305 舉辦「國際移動
與跨文化講座」，由法文系校友、前駐玻利
維亞代表張文雄蒞校主講「國際禮儀—社交
與職場必勝秘笈」，法文系系主任朱嘉瑞、
副教授李佩華、30 位學生實體與線上參與。
　張文雄首先說明國際禮儀的重要性後，以
最貼近大眾的餐桌禮儀作為開場，逐一介紹
中西宴會時，穿著、接待、用字遣詞禮貌、
站位、談話次序等國際禮儀，他從自身擔任
外使時的各種外交場合經驗中，說明社交場
合所需注意的禮儀事項，張文雄表示，國際
交流日益頻繁，所以學習國際禮儀非常重要，
可使同學們能在社交場合、職場上更有競爭
力。法文一陳莉家分享， 透過這場講座更了
解國際禮儀的重要，感受到講者的用心良苦，
也增進對國際禮儀的認識，受益良多。

　　【本報訊】本校法文
系教授楊淑娟再度蟬聯

2021年世界法語教師
聯盟年會亞太地區主
席（La Fédération 
I n t e r n a t i on a l e  d e s 

Professeurs de français, 
FIPF），楊淑娟說明，世

界法語教師聯盟年會成立於1969年，其總部位
於法國巴黎，積極在全球推廣法語教學及促進
文化交流，亞太地區共有21國成員，一同耕耘
並提供優質的法語教學。

　楊淑娟表示，2016年起擔任世界法語教師聯
盟年會亞太地區主席以來，曾邀請16國學者在
淡水校園舉辦法語教學研討，也曾舉辦法語歌
唱比賽等各項活動，讓人認識法語的美好，但
隨著疫情爆發，許多活動只能改為線上交流，
很榮幸再度獲選為該會亞太地區主席，將持續
與亞太各國夥伴保持聯繫，持續以法語教學為
宗旨，辦理相關推廣活動與教育創新。
　楊淑娟熱愛法語教學，除了日常教學、著書
推廣外，也與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合作製播法語
教學廣播節目，她認為，法語學習從生活中著
手就能體會法語的精要。

　

學程加油讚
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
　台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永光化
學）主要是研發、生產色料化學品與特用化
學品等高科技化學品。創辦人陳定川是本校
校友，也是榮譽博士，對母校貢獻良多。多
年來陸陸續續有化學系系友進入永光化學服
務，也提供暑期實習名額，更與化學系簽訂
產學合作計畫，化學系為落實學用合一，強
化學生實務知識與專業職能，透過以就業為
導向之課程規劃，輔以職場實習機會，特此
規劃「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業學分學程」。
　凡本校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在學學生及研究
生，申請之前一學期學業平均及格者，對於
化學相關領域有興趣且符合勞保投保資格
者，均可申請修習。修習之學生必須修畢總
學分數至少20學分，包含：基礎課程相關科
目（高分子化學、有機化學、儀器分析、有
機化學實驗或材料化學）至少8學分，實務課
程相關科目（綜合應用化學、材料化學特論
或專題研究）至少3學分，與校外專業實習課
程（高分子材料應用實務）9學分。
　修畢規定科目且成績及格者，經化學系初
步審核後，符合基本資格者送交永光化學，
由永光化學進行面試，經面試通過者（有名
額限制），始得修讀本學程之校外專業實習
課程，實施時期為大四下學期開學起，為期
六個月，地點在永光化學，由該公司成員進
行指導。完成所有課程之後，將進行認證審
查並報請教務處發給「淡江大學永光化學就
業學分學程證明」。（化學系提供）

世界法語教師聯盟 楊淑娟蟬聯亞太主席

上有明確的理念與價值觀，展現出特色，並重
視ESG，分別是環境保護（Environment）、社
會責任（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

善盡企業責任，感謝公司同仁們具有共同向心
力，透過申請過程中的各項挑戰。就是一種追
求卓越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