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吳映彤專訪】「嘗試過許多事或

不同行業，所獲得的反思及經驗值，對生

命的韌性有很大幫助，也是自身很大的資

產。」擔任易飛網集團營運長、飛買家總

經理、澳台友好協會榮譽理事長及中華領

袖菁英交流協會創會會長等眾多職務，外

交系大陸研究傑出校友張仕賢，透過不一

樣的角度，看事情及累積經驗，讓他走出

更豐富的人生。

　讀書時期便認知到「做任何事都會有反

饋」，唸臺大中文系即開啟打工生活，嘗

試過 20 幾份工作，不論送報紙、便利商

店員工、工地搬水泥等，都有他的身影。

張仕賢回憶：「那時候當派報員是從旭日

東昇到夜幕低垂，從大街小巷到市場，不

僅看到了不同的人生，也見過許多溫暖或

心酸的故事。」這些過程就像人生百態，

不僅增加對現實面及社會的認知，對於學

文學的人來說，更提供很好的創作素材。

斜槓人生 甚麼都能做
　唸中文系對張仕賢來說，是大眾認知

「什麼都能做，也是什麼都不能做的」的

科系，因此他認為要做出市場區隔，利用

斜槓讓專業領域得以有效發揮，他也比

喻：「學文學就像打通任督二脈，雖然氣

血通了，但形體意象還是要自發性地去塑

造。」因此學習像練功，在此訓練下，他

對於文字的應用及拿捏，讓他在之後唸本

校大陸所及臺灣師大政治所特別吃香。

　在考進本校研究所前，張仕賢曾聽過張

五岳教授的演講，教授機智的回應使他感

到有趣，考進淡江後，與老師們感情不

錯，也當過張五岳的小秘書，「相比其他

學校，淡江更有一種歸屬感。」如果說大

學是體悟人生，淡江讓他在待人處事上，

得到完整的歷練。

助力兩岸交流 獲榮譽獎章　

　張仕賢投入兩岸交流的契機，是在本校

就學期間，有許多接待的機會，看似平凡

的交際應酬，處處隱藏著藝術與學問，不

論是遣詞用字或氣氛拿捏，都必須恰到好

處。除了在飯局中，眼觀四面，耳聽八方，

主動幫忙斟茶斟酒外，需細察整體氛圍，

看主人如何破題開場？賓客如何回應？飯

局中一定有個關鍵主軸，無論是在學術

界、政界、商場等，關鍵可能在那幾分鐘

裡獲得圓滿解決，如何去醞釀氛圍及道出

主題至為重要。

　張仕賢對於目前兩岸交流，有自己的想

法：「善意釋放、善意持續、信任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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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特優導師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教授何佳玲於本

校教學11載，至今共獲得3次優良教師、2

次特優導師、1次優良導師、1次優良教

材。她認為「關心與陪伴」是導師輔導時

最好的用藥，造福無數學生。

　何佳玲本來在金融界工作，因喜歡與年

輕人交流，投身杏壇任教，她表示：「很

幸運可以有這樣的機會和青年學子彼此學

習與成長。」對於獲獎，何佳玲感謝淡江

的導師制度，讓師生間有更好的溝通橋樑

及對話的機會，輔導過程中，也獲得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及諮商組提供諸多幫助。

　何佳玲表示，在導師輔導中，曾對一位

家境清寒的同學感到印象深刻：大一下時

對於修習的課程沒有興趣，準備辦理休

學，何佳玲身為導師立即關心，以同理心

傾聽同學的煩惱，協助其申請助學金，鼓

勵在課業上認真學習，共同一起擬定未來

可能的人生目標，進而一一超越困境。

　她開心地說：「學生後來不論在課業與

社團，表現上甚為傑出，並取得多項專業

證照資格，徹底執行自己當初所訂下的人

生計畫。」另一位同學因有情緒管理的困

擾，持續就醫治療中，何佳玲了解其狀況

後，對其可能的需求，盡力提供協助，目

前已恢復良好，醫師已予以減藥，學生也

積極參與各項專業考試。

　教學多年，許多學生儘管已不是何佳玲

的導生，甚至畢業多年，仍與老師聯絡並

保持良好關係，她也時常收到學生的問

候。對學生而言，何佳玲是可以引導人生

道路的朋友，許多學生常向何佳玲分享人

生中遇見的困難與喜悅，讓她每天過得很

開心。（文／王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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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他跳到第一線，到港澳之友協會擔任

秘書，摸索、提升溝通能力，也學習到寶

貴經驗，最後獲得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榮譽獎章。張仕賢認為，不論藍綠，都

應該要保持友善態度。

投入旅遊業 布局相關產業
　張仕賢在國內旅遊產業也佔有一席之

地，身為易飛網營運長及飛買家總經理，

剛進入產業 3 個月就碰上疫情，疫情改變

了人的生活樣貌，而不同的思維型態就體

現在經營上，他表示：「強調危機意識、

多元布局、前瞻視野、超越創新。」

　多元布局不侷限在單一商品，而是帶出

相關聯的產業，如易飛網是旅遊業，周邊

服務可以拉出來另做發展，包括 sim 卡、

wifi 機等，連防疫物資也與衛福部及長庚

大學實驗室合作，與中央大學光電所推出

防疫神器「量子天使 ｣，斜槓經營創造營

收。張仕賢說，更需要前瞻視野及超越創

新，疫情期間也搶下臺灣虎航的機上餐

飲、媒體廣告營運，把視野放大，前期當

作投資，後期準備收穫，每個產業自成體

系，逐漸擴大，立足於頂端。

　張仕賢分享：「本份人、本份事、本份

心」，想做好事情最關鍵的步驟，把本份

顧好，都能有所助益；接著需要「高築牆，

廣積糧」，累積在社會上行動的助力，平

常多布施、多行善、多結交朋友，等到需

要幫助時，會有人與你一起度過難關；最

後是「利之所趨，情之所在；利盡而散，

不過如此」，要看開社會終究不如理想中

美好，理解什麼是現實、什麼是利益，

「當你可以沉著理性的角度，去看待人情

冷暖，不論發生什麼事，都能堅定踏實地

面對，在社會中也能穩健行走。」

美國高中生來學華語
與寄宿家庭幸福合唱

　【記者黃茹敏淡水校園報導】獲得美國
國務院獎學金補助的 16 位高中生，來臺
學習華語，本校華語中心安排他們寒假期
間住進寄宿家庭，於 3 月 5 日下午 1 時 30
分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305 至 307，
舉行「你的我的好聲音、好故事」寄宿家
庭文化大聚會活動，現場共 82 人參與。
　寄宿家庭成員分享美好的回憶，李艷秋
說：「見到寄宿學生的第一眼就知道是他，
感覺這是一種特別的緣份。」周鴻丞家庭
分享：「我把寄宿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一
般照顧，同時也帶著她一起過年，體驗中
華文化的傳統與習俗。」
　現場溫馨有趣，寄宿家庭的孩子和美國
高中生，也一起合作參加中文歌唱比賽，
由馮美琳及連映淳演唱〈我們不一樣〉，
榮獲「最佳歌喉獎」；傅詩雅、蔡昕澄、
蔡宓言演唱〈有你就幸福〉獲「熱力四射
魅力獎」；由凱樂、林佩璇、林恩宇演唱
〈淋雨一直走〉獲「甜甜蜜蜜笑果獎」；
由 Evan Stubbs、Ryan、lan 演唱〈月亮代
表我的心〉則獲「最佳團隊精神獎」。

  跨國遠距碩士專班實體面授跨國遠距碩士專班實體面授

▲▲易飛網營運長張仕賢說，淡江的學習讓易飛網營運長張仕賢說，淡江的學習讓
他獲得完整歷練他獲得完整歷練。（攝影／（攝影／舒宜萍舒宜萍））

易飛網易飛網 張仕賢多元布局 斜槓經營張仕賢多元布局 斜槓經營

林信成李月娥走讀淡水古蹟 品嘗滬尾宴
　【舒宜萍淡水報導】資圖系教授林信成

與歷史系副教授李其霖合作「淡蘭與淡北

USR計畫」，與歷史系兼任副教授李月娥

創辦的「李白文史藝術交流協會」，3月5

日上午9時起聯合舉辦淡水歷史文化說唱

走讀工作坊，走讀老街至紅毛城，瞭解歷

史古蹟，再以歌曲詮釋淡水400年來發展

歷史，林信成帶領大家聽故事，在歡笑中

說說唱唱淡水故事，認清並緬懷淡水曾為

全臺第一大港的優越歷史地位。

　本校中文、資圖及歷史系師生與李白協

會成員們從淡水捷運站走到福佑宮、下午

再從重建街走到紅毛城，中午在紅樓百年

建築物中，品嘗以解說清法戰爭故事而特

別設計的「滬尾宴」。李月娥說，淡江人

喜愛淡水，親炙歷史文物，並大力推廣，

令人非常感動，這是一趟值得的學習。

　淡水古蹟博物館館長黃

麗鈴表示，近來將淡水歷

史文物以數位導讀展現，

目前已有12個場館及4個微

型場館，希望淡水融入的

多元多國文化，有趣的歷

史古蹟等，讓知識串接藝

文活動，吸引社區居民與

遊客。博物館研究助理陳

柏升博士、中文碩二黃嘉

琪帶領師生及民眾等，一

路走讀導覽，講述每棟建築物曾經歷的故

事，將淡水地區歷史文化、風土民情信手

拈來，深度學習。圖

世界最佳侍酒師大賽 盧楷文獲全球第13
　【記者蔡怡惠淡水校園報導】「行行出

狀元」，財金系畢業的盧楷文，在侍酒師

這個行業裡，2022年取得世界最佳侍酒師

大賽臺灣國手選拔冠軍，代表臺灣前往巴

黎，角逐2023年世界最佳侍酒師，獲得全

球第13為近年最佳成績，為國爭光。盧楷

文說，感謝在學期間學習的財經知識與法

國文化課程，讓他累積專業能力，也奠定

他成為國際侍酒師的基礎。

　盧楷文目前在米其林二星高級日本料

理店LOGY，擔任專業侍酒師，曾榮獲多

項國際大獎，包括2018年Sopexa亞洲最佳

法國侍酒師大賽冠軍、2018 ASPI最佳義

風保系教授何佳玲風保系教授何佳玲
關心與陪伴造福學子關心與陪伴造福學子

朵莉絲、來自烏拉圭的交通暨公共工程

部顧問歐瑪莉、來自智利的眾議員Valdo 

Mirosevic之顧問畢菲力、來自厄瓜多的國

會議員安莎蓓。

　當年籌辦此專班的推手，國際事務副校

長陳小雀表示：「感激外交部多年來的支

持。」2010年規劃成立於亞洲研究所數位

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籌辦一年半，2012年

3月正式開班，為全國首創跨國遠距碩士

專班。成為外交美事，也是淡江亮點。 

　短短一週，密集上了12小時的課程，包

括研究方法、亞太安全現勢分析、東北亞

外交格局、東亞與拉丁美洲的合作與發

展、臺灣文化的發展與變遷。學生也把握

時間，參觀他們心目中重要的景點，如故

宮、紅毛城來認識臺灣文化，晚上逛寧夏

夜市，體驗臺灣小吃，並一同品茗。

　【記者黃茹敏淡水校園報導】包括瓜地

馬拉的外交部雙邊關係總司對外政策司長

雷維多等9位拉丁美洲政界菁英，於3月5

日來台接受本校「全球政治經濟學系亞太

與拉美研究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實體

面授課程。在課程及交流之餘，外交部以

拉丁美洲政界拉丁美洲政界99菁英蒞校菁英蒞校
午宴款待，本校特地舉行歡迎茶會、介紹

師長及校園，並在一週面授課程結束後設

宴歡送，全員已於11日離台。

　學生來自拉丁美洲各國，皆為公職菁

英，他們分別是來自瓜地馬拉的外交部

雙邊關係總司對外政策司長雷維多、副

司長羅德斯、瓜地

馬拉駐美國北卡羅

萊納州總領事安浩

河、瓜地馬拉外交

部條法司專業顧問

雷娜、巴拉圭國家

情報部人力資源司

司長羅珊娜、來自

宏都拉斯的汕埠市

政府市長夫人辦公

室 社 經 行 政 主 管

大利酒侍酒師大賽冠軍，及2019年臺灣最

佳侍酒師大賽冠軍。大二時，盧楷文因緣

際會在私人酒窖打工，接觸許多高端葡萄

酒，增強他對各類酒品的認識。他考慮到

法國是葡萄酒最著名產地，輔修法文系，

正好為其侍酒師職業鋪路。畢業後轉為正

職，退伍後幸運的被新加坡米其林星級餐

廳錄用，以首席侍酒師的標準要求自己。

曾秋桂赴早稻田大學演講
　日本國際交流基金訪問學者的日文系
教授曾秋桂，應早稻田大學村上春樹圖
書館之邀演講，並商議合辦 2024 年國
際學術研討會。（文／朱映嫻）

AI 學院邀呂正華談數位
　AI 創智學院於 3 月 7 日邀請數位發展
部數位產業署署長呂正華，以「數位，
看得見的競爭力」為題進行講座課程，
學術副校長許輝煌、工學院院長李宗翰
皆全程聆聽。（文／高瑞妤）

黃詩雲講發表頂尖期刊
　會計系在 3 月 7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 HC307 邀請英國巴斯大學財務系副
教授黃詩雲校友，分享如何在頂尖國際
期刊發表論文的經驗。（文／陳嘉雅）

臺大林本仁醫療新進展
　管科系「企業經營講座」講座課，3
月 8 日邀請臺大醫院外科醫師林本仁，
主講「年輕化的大腸直腸癌：治療上的
新進展與 AI 應用」。（文／吳岳軒）

財金陳曉梅頒發獎學金
　資工系開設「金融科技理論與實務－
產業應用與趨勢」課程，選出表現最優
異 6 名學生，由財金公司副總陳曉梅頒
發五千元獎金及獎狀。（文／高瑞妤）

大傳系辦高中生媒體營
　大傳系 3 月 4 日舉辦高中生媒體營，
邀請攝影師莊坤儒、台視新聞主播王李
中彥、廣播導師張敦喻校友說明，帶領
高中生參觀實習媒體。（文／林芸丞）

淡江之聲新節目今開播
　淡江之聲廣播電台新一季節目 3 月 13
日正式開播，歡迎透過淡江之聲網站線
上收聽系統（http://votk.tku.edu.tw），
或收音機 FM88.7 收聽。（文／宋品萱）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開跑
　本學期「期中教學意見調查」開跑，
即日起至 3 月 27 日中午 10 時止，可從
本校網站首頁點選「教學意見調查」或
掃描 QR-Code，歡迎踴躍上網填寫。

營運長營運長

▲▲淡水說唱走讀工作坊與李白文史藝術交流協會合作，帶淡水說唱走讀工作坊與李白文史藝術交流協會合作，帶
領師生到淡水紅樓，品嘗滬尾宴。（圖／黃嘉琪提供）領師生到淡水紅樓，品嘗滬尾宴。（圖／黃嘉琪提供）

▲▲亞太與拉美研究數位碩專班拜會外交部。（圖／政經系提供）。（圖／政經系提供）

▲▲何佳玲很樂意幫助學生何佳玲很樂意幫助學生，擬定目標超越，擬定目標超越
困境。（攝影／舒宜萍）困境。（攝影／舒宜萍）

世界夢書法賽 本校獲團體獎
商管學院 12 系各具特色
企管等４系 112 學年增班
　【記者彭云佳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
112 學年度起企管、國企、財金及會計 4
系各增加大學部一班，商管學院 12 個學
系各具特色，培育學生畢業後在國內外金
融業界表現良好，是 Cheers 雜誌及遠見
雜誌調查的企業最愛，本校在商管類一向
名列前茅，各系均有高額獎學金及企業實
習機會，有助學生順利就業。
　企管系主任張雍昇表示，企管系邀請緯
來電視董事長李鐘培擔任特聘講座教授，
深受同學們喜愛。也積極媒合優秀企業提
供實習，包括信邦電子、寶成工業、華碩、
威剛科技、聯嘉光電、玉山銀行、第一銀
行、迪卡儂、家樂福、法藍瓷等。
　國企系主任劉菊梅說明，國企系大學部
分為以中文授課之「經貿管理組」及英語
授課之「商學全英語組」，培養具國際經
貿、國際企業經營通才能力之人才，提供
國外大學交換學習機會。
　財金系主任林允永提出，財金系培育具
國際觀的 e 世代財金專業經理人才，促進
臺灣金融市場之蓬勃發展，每年都有許多
金融機構來財金系徵才，大四全職全時校
外實習，引導同學增強就業競爭力。
　會計系主任郭樂平指出，會計系結合財
務、稅務、資訊系統及 AI 稽核實務。她
感謝會計系友很關心系務發展，連她拜訪
高中要準備伴手禮、官網增闢高中生專區
及網頁改版，系友都二話不說全力支援。

▲傅▲傅詩雅、蔡家姊妹演唱〈有你就幸福〉
獲熱力四射獎。（圖／華語中心提供）。（圖／華語中心提供）

▲財金系校友盧楷文（中）獲頒全球最佳▲財金系校友盧楷文（中）獲頒全球最佳
侍酒師第13名佳績侍酒師第13名佳績。（圖／盧楷文提供）。（圖／盧楷文提供）

　【記者朱映嫻淡水校園報導】國東半島
AI創生聯盟主辦「世界夢一文字書法大
賽」於2月25日在日本大分縣國東市舉行
第十五屆頒獎典禮，本校獲頒團體獎，由
日文系副教授闕百華代表出席領獎，她亦
因積極推動臺灣各級學校參賽而獲致感謝
狀。臺灣出席受獎的學校尚有淡江高中附
設純德國小、新北市立莒光國小。
　「世界夢一文字書法大賽」已舉辦第
十五年，世界各地參與者在明信片背面以
書法寫一個代表新年夢想的漢字，並在正
面以日文書寫選擇該漢字的理由，寄到日
本參賽，即可參賽。此活動由闕百華引入
臺灣，使得全臺多所學校得以參與。她擔
任國東半島AI創生聯盟臺灣事務局局長，

持續推動此活動長達5年，今年有1496封
名信片投稿，本校189人參與創新高。闕
百華表示，比賽中有上百位來自日本、臺
灣及柬埔寨學生參加。藉由彼此的作品互
相交流、觀摩創作產生不一樣的火花，更
使同學與國際間的連結更加緊密。

網路看更大條http://tkutimes.tku.edu.tw/

▲福▲福岡辦事處處長陳銘俊（右起）、領事岡辦事處處長陳銘俊（右起）、領事
王鴻鳴校友、闕百華執淡江校旗合影。王鴻鳴校友、闕百華執淡江校旗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