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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聞萬花筒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為永續精進教學，希冀有效協助教師確保教
學品質，提升學生學習成效，8、9 兩日分別
與外語學院和工學院簽訂「精進教師教學合作
備忘錄」。
　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表示，「簽訂備忘
錄是希望能將教師教學發展組的服務內容具
體化，提供教師更實質的幫助，除了推辦教師
工作坊或研習活動，也希望能針對各院不同屬

性，以客製化、系統化多重研習模式、培訓
教學助理和提供教學支援，促進教師適性專業
發展。有鑑於先前和工學院的合作效果相當良
好，今年更與外語學院簽下合作備忘錄，期
望此合作能引起迴響，讓更多學院能一同參
與。」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則表示，「這是外語學
院首次與學教中心合作，之後將會彙整院內教
師的需求給學教中心，以提升教學品質。」

　9 日，工學院與學教中心合辦「103 學年度
第 1 學期工學院教師社群冬至溫馨茶話會～緣
來在 E 起～」活動，在 140 位教師參與下，簽
訂「精進教師教學合作備忘錄」。工學院院長
何啟東說，「工學院與學教中心原就已密切合
作，現在簽訂備忘錄，將使雙方的合作內容更
加具體化。」
　茶話會同時邀請學術副校長葛換昭、研發長

秋水文章得獎揭曉

學教中心與       學院　教師精進合作

「 竭 盡 所 能 的 傾 囊 相 授 直 到 下 課 鐘 響
起，不放過任何傳授專業的分秒。」戴副眼
鏡，身穿Polo衫，笑臉迎人的是獲頒「專任
教師評鑑傑出獎」的電機系教授李揚漢。

熱愛高科技通訊領域的李揚漢認為，「電
機系這個學科給學生較多的專業培訓。」強
調學術殿堂上專業知識的鑽研與探究，而李
揚漢從小就對未知抱持著高度好奇心，滿肚
子充滿疑惑，愛發問的他也鼓勵學生「自己
主動找尋答案」，他表示，「學生遇到困難
或感到困惑時，應主動找老師詢問，其餘
的就讓學生自己去找尋他要的答案。」從
「尋」的過程中，「找」出成就感。

從 事 教 育 超 過 2 0 年 的 李 揚 漢 堅 定 地
說，「老師是服務業，而讀書更是可以翻轉
貧富差距的機會。」因此他始終堅持「對專
業從一而終」的理念，「你的專業就必須讓
你能有本事去衝擊這個大環境！增加工作上
的價值。」他更進一步說到理念背後的堅持
力量，「現代的學生要具備什麼才能有競爭
力，而我就要會那個能力。這對於我是一股
驅動的力量。」追求卓越知識的路途上，李
揚漢在電機的領域步步攀向高峰，時時鞭策
自己，卻也不吝拉學生一把，偕其同行。
　 他 強 調 這 個 世 代 的 學 生 應 培 養 「
關鍵字搜尋」 的能力，並勉勵
同學，「絕對 要去看10、20年
你的價值在哪 裡！多嘗試、不
要 害 怕 失 敗，讓自己的價
值 發 光 發 亮 。 」

（文／黃怡
玲 、 攝 影

／ 吳 國
禎）

傾囊相授 鼓勵主動學習

　

專任教師評鑑傑出獎
李揚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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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文、教務長鄭東文、資訊長郭經華等貴賓
與會。何啟東致詞說，「每年工學院都會在端
午、冬至舉辦茶話會，希望藉由聚會鼓舞民心
士氣，也讓教師齊聚一堂歡樂。」會中，介紹
工學院 9 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並由建築
系教授姚忠達分享國際學術交流心得，更播放
「臺灣第一河－淡水河」的影片，讓大家共同
欣賞，現場氣氛融洽。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資創系創系 10 週年
　資創系系學會於 8 至 12 日舉辦
「十年資路」資創週系列活動。

資創系系主任武士戎給予該系最誠摯的祝
福，「希望資創系能長長久久、不斷地進
步，朝頂尖學系邁進。」（文／馬雪芬）

侯永琪演講世界大學排名
　教政所 11 日邀請輔仁大學國際教育長侯
永琪進行「世界大學排名及其對高等教育的
衝擊」專題演講，分析世界大學排名發展，
進而探討高教因應策略。（文／周雨萱）

國際事務研習營 70 人參與
　國際研究學院於 5、6 日的「淡江大學國
際事務研習營」中，邀請院內各所教師與同
學分享國際情勢，近 70 人熱烈討論兩岸議
題。（文／王心妤）

1200 生來校參加全築盃
　建築系於 6、7 日舉辦「第三屆全國建
築 系 邀 請 賽 」， 來 自 全 國 23 所 大 專 校
院、1200 位學生熱情參與體育競賽和「Go 
Down 勾淡」設計工作坊。（文／莊靜）

馬克思主義學院來校交流兩岸發展
　11 日，本校大陸所與大陸馬克思主義學
院進行交流，該學院副院長楊國城率 10 生
來校，雙方針對兩岸關係與近代局勢議題，
進行交鋒辯論。（文／黃怡玲）

研發處舉辦科技部計畫案說明
　研發處 10 日舉辦「104 年度科技部專題
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會」，教務長鄭東文、研
發長張德文出席，由物理系系主任杜昭宏、
土木系教授楊長義經驗分享，與蘭陽校園同
步視訊，計 27 位師生與會。（文／李昱萱）

資訊處 18 日邀沈俊毅演講
　資訊處 18 日舉辦專業資訊講座，邀教科
系副教授沈俊毅，以「UX 在資訊服務系統
中的重要性」為題演講。UX 意旨使用者經
驗，簡稱 User Experience。（文／黃詩晴）

歐研所 19 日後極權國家改革研討
　歐研所將於 19 日上午 8 時在臺北校園舉
辦「後極權國家改革：東歐、俄羅斯與中國
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有來自臺灣、俄羅
斯、捷克、韓國約 15 名學者探討上述國家
於國家開放改革後的發展。（文／劉蕙萍）

亞洲所 20 日淡江日本祭
　亞洲所日本組將於 20 日舉辦「淡江大學
日本祭」，除招生活動，並邀請日本 TSUN
報告東北受災地現況，和日本津輕三味線柴
田三兄妹舉辦感謝演奏會。（文／劉蕙萍）

建築系設計工學院 5 樓休閒椅
　在新工學大樓 5 樓，沿著牆面設置著由建
築系所設計的黃色、寬為 40 公分可移動、
組合和平台式的休閒椅，提供工學院學生休
憩之用。（文／陳羿郿）

第三十一屆五虎崗文學獎徵文
　第三十一屆五虎崗文學獎收件即日起至 4
月 9 日止，詳情請上中文系系網站（http://
www.tacx.tku.edu.tw/）。（文／陳安家）

　【記者盧逸峰專訪】「成功途徑無他，就是
在於堅持。」這是曜亞國際（股）公司執行副
總經理、機械系（現機電系）校友任中杰，在
學涯、職涯一路累積，邁向成功所秉持的精
神。曜亞國際所代理的醫美器材與產品，目前
市佔率達六成五以上，在業界儼然雄踞一方。

求學路堅持不懈　社團經驗至今受用
　一派溫雅氣質，任中杰侃侃談著大學生活，
對大學時擔任導師、已退休的副教授蔡欣正的
嚴格教學，至今印象深刻。然而浸潤機械專業
的過程中，他卻越來越清楚自己對機械不感興
趣，但他不希望半途而廢，念頭一轉，便更加
奮發讀書，尋找機械領域中感興趣的部分。就
是這種挑戰自我能耐的堅持，他大學時期的每
一科都成績斐然！

　在機械領域中難以找到興趣，
任中杰便規劃修習其他學院課
程，大三讀日文、大四修習商管
課程，發現自己興趣盎然。這也
為他打下馳騁商場的知識基礎。
　「 大 學 時， 我 非 常 喜 歡 彈 吉
他。」任中杰眼底藏不住青春神
采地說，也因擔任社團幹部，從
辦活動中，培養統籌、獨立思考
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他認為，「這
是社會化的過程，這些能力在投
入職場時便化作助力！」也成為
他招募員工時的考量條件之一。
　任中杰在 30 歲前嘗試過許多
不同領域的工作，累積了機械研
發、商品企劃、代理商等歷練。
在任職外商公司時，「因見識到

外商對產品的高規格要求、高超的分析力與邏
輯性，讓我下決心訓練自己以英文正確表述的
能力。」除了工作外，任中杰依照生涯規劃，
先後參加外貿協會的企業人才培訓、攻讀臺大
EMBA，充實自己在行銷等商學上的知識。

職場成功關鍵在於熱愛　經營理念立
於誠信
　問及「從事行銷醫美產業需要具備什麼特
質？」任中杰認為，「其實無論從事任何產業，
都必須熱愛工作，喜歡工作環境中相關的人、
事、物，有心使整個團隊越來越好！」他表示，
包含敏銳觀察市場的流行脈動、以消費者的角
度出發等。
　任中杰提到 2010 年，他設定曜亞的經營核
心價值時，認為最重要的就是「誠信」，他誠

懇地說，「除了價格透明清楚，也要使每位客
戶在交易時都平等，更不能誇大療效，每個環
節都要透過醫療實證，才能杜絕糾紛，使客戶
感到放心與安心。」他認真強調：「我雖沒有
醫學背景，但我不斷閱讀與醫美相關的學術論
文，不斷精進相關專業知識。」
　對於經營，他進一步說：「商品不是賣出去
就好，更要注重商品的教育課程，並提供完整
的售後服務。教育課程不僅要教育員工正確知
識，同時也教育醫護人員療效範圍。」提供其
他代理商沒有的服務，是在競爭激烈的醫美產
業致勝的關鍵之一。

面對低潮　秉持開創精神　展望大中
華市場
　任中杰談起，從 2013 年至今，曜亞傾力引
進新產品「聚焦超音波治療儀」以開拓臺灣市
場。「這儀器能廣泛地運用拉皮等手術，保守
估計至少有 10 億商機！」而他正是計畫負責
人，主導產品引進與行銷等事宜，「在發售的
10 個月中，已售出超過 100 臺，此舉更打破了
原廠的銷售紀錄！」任中杰認為，新儀器的運
用不但能引領時尚風潮，「如此熱賣更是對曜
亞產品的肯定。」
　然而市佔率達六成五的曜亞國際，並不是一
路走來都這麼順遂。任中杰回憶道，在 2011
年時，有幾個合作廠商決定自己進入臺灣市場
銷售產品，意味著曜亞將失去多項產品的代理
權，原本一年超過 10 億的營業額，頓時下跌
至 6、7 億，對公司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
在 2012 年時我們便開始策劃引進新產品，以
挽回頹勢。」任中杰說，而這項新產品便是後
來大熱賣的「聚焦超音波治療儀」。

　任中杰認為，臺灣的醫美市場已趨飽和，未
來若不思進步便會退步。他觀察到韓國醫美產
業，是目前快速竄起的強權，品質與歐美廠商
相比可望其項背，且具低成本優勢，近年頻頻
衝擊市場，對代理商而言，是一塊有著無限商
機待發掘的沃土。
　因此，目前已規劃與韓國公司合資成立新品
牌，並擔任計畫負責人，將跳脫既有的醫美儀
器市場，跨足生物科技領域，邁向另一個里程
碑。他說明，將從東北亞、東南亞市場開始攻
略，一步步走向世界！
　任中杰進入曜亞後經歷了高峰、也走過低
潮。在高峰時如何維持優勢、在低潮中如何強
勢復甦，正是一位高階主管最重要的課題，他
無時無刻在思索著開拓與創新之道，對這位醫
美代理商的執行副總經理而言，所經手的事業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保持學習心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熱愛慢跑的任中杰，每年參加兩場 42.195 公
里的全程馬拉松，挑戰耐力與毅力，「這並不
只是肉體上的鍛鍊，更是意志的挑戰。」他更
前所無例地於 2010 年帶領 EMBA 同學前往戈
壁大沙漠，進行 4 天 120 公里賽事。與夥伴們
持續半年每週固定集訓，最後拿下第三名，並
因無條件協助友隊，而贏得最佳團隊風範獎！
　任中杰強調自己從每件事情中學習，正呼應
他的經歷，從機械領域學到實事求是的精神、
從外商公司學到語言的重要性、從各類工作經
驗中覓得真正的志趣、從馬拉松比賽中學習到
如何堅持到底。傾力投資自己、充實能量，終
使他攀上成功之巔，正如他所深信的那句格
言：「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一派溫雅隨性氣質的
任中杰十分健談，以學
長的身分與記者聊著自
己 豐 富 的 人 生 歷 練。
（攝影／姜智越）

深耕醫美　開創品牌新局


任中杰
曜亞國際  執行副總經理

外語
工

　10 日 至 12 日 教 育 學 院 辦 理「2014 ICedu 
Tech、ITS&STE」國際研討會，有歐、美、非、
澳、亞 5 洲共 23 國 65 位學者蒞校參與，由教
育學院院長張鈿富（右二）主持並歡迎來賓蒞
臨，葡萄牙公開大學教授 Pedro Isaias（左二）
說明 3 天議程外，代表資訊社會發展國際協會
（IADIS）致謝本校對此研討會的投入與協助。
　3 天會議中，與會者針對教育科技、網路社
會、教育永續發展議題交換意見與發表學術論
文，11 日下午安排淡水古蹟參觀行程，12 日
閉幕式中還頒發最佳論文獎。圖為 3 位專題演
講者：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主任張俊彥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第三
屆秋水文章頒獎在 5 日舉行，此次比賽分古典
詩、新詩、五言對聯、七言對聯 4 組，各選出
優選 4 名、佳作 10 名。雖才至第三屆，但參
與人數逐次攀高。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表示，
「很高興越來越多人參加活動，之後將考慮加
開歌詞組或抒情短文組等。」得獎者不乏外系
學生，並有兩位獲優選肯定，一是參賽新詩組
的化材一陳信宇，與參賽五言對聯組的物理一
易弼國。陳信宇很驚訝地表示，「很開心作
品得到優選的肯定，之後會繼續參加相關比
賽。」易弼國說：「得獎對我這個外系學生格
外激勵，往後期許我能在文學上有所增進。」

國學者聚淡江 ICedu Tech、ITS&STE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英美語言文化
學系於 9 日邀請在電影「賽德克巴萊」中飾演
主角莫那魯道的林慶台以「我的人生旅程 Part 
II」為題演講，林慶台是福山基督長老教會牧
師，他以身為泰雅族人的親身經歷，與大家分
享有關原住民的議題。
　林慶台描述從小到大的人生經歷，從大銀幕
走出來現身說法，讓大家知道原住民的生活。
他表示很努力讓部落成長，「我希望能在有生
之年親眼看到我們部落發展起來。」語言系助
理教授王蔚婷表示，「透過講者個人經驗分享
人生旅程，學習效果比書本上的知識更豐富。
林慶台牧師從原住民角度看原住民議題、價
值，讓學生的視野更寬闊。」政經一楊鈞鈞表
示，「我覺得幫助資源缺乏的部落是很重要的
學習！而多加關注臺灣的社會議題，則可以幫
助我們和社會產生連結。」
　9 日晚間，英籍臺灣鋼琴家 Veronica Yen （顏
慈瑩）蒞臨蘭陽校園，以「音樂中的英國文學」
為題，分享她對音樂的愛好及音樂創作與寫作

的靈感，同時將音樂與英國文學結合，讓同學
對音樂及對文學都能有一番新的體認。
　語言系系主任黃雅倩介紹，「Veronica 大學
主修藝術史，對文學也有相當的研究。」演講
前 Veronica 先播放她的音樂作品，讓同學們感
受音樂氛圍，接著從莎士比亞講起，說明戲劇
和音樂是分不開的，並播放羅密歐與茱麗葉、
西城故事等名劇做說明。她表示，「音樂是個
抽象的語言，藉由音樂來分享美與感動是生命
中最幸福的事情。」最後，Veronica 展示她創
作的大提琴、小提琴、鋼琴合奏的〈羅密歐與
茱麗葉〉曲目作為結束。會後，與會的師生意
猶未盡不願離去，紛紛與 Veronica 合影留念，
謝謝她帶給大家一場盛宴。

林慶台
顏慈瑩蘭陽多元開講

資旺盃全國   隊 決戰淡江

　未來學所於9至12日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跳躍形塑˙新未來」實習發表會，展示8位
未來學所學生至教育、企業、非營利單位的實
習紀錄與心得，其中有協助實習單位蒐集產業

未來學所企業實習 黑天鵝發表
相關資料來進行未來的評估分析，並針對客戶
的當前狀況提出處理模式或公關操作策略等，
將未來學的概念落實於企業實作中。除書面展
示外，並有學長姊分享在未來學所的學習經
驗、交流2014年世界未來學年會得心得等，4
天約有80人次參與。（見左圖）
　未來所所長陳國華（前）開幕致詞時表示，
未來學強調新興思考，可整合社會、科技、政
治、經濟、環境等跨領域議題，所內有獎學金
和異地學習機會。未來碩三林青岳分享，該所
強調思維訓練，能從激盪創意火花的過程挖掘
樂趣。（文／卓琦、莊博鈞、攝影／姜智越）

　9日，「2014決戰理學之夜－紅白音樂大
賞」在文錙音樂廳熱力開戰，憑5張發票入
場，發票捐出做公益，吸引逾200位學生前來
共襄盛舉！第五度盛會採對抗賽的形式，邀請
到工學院院長何啟東、物理系系主任杜昭宏、
國際長李佩華、化學系系友王曈等嘉賓擔任評
審，每位同學也有投票的機會。理學院院長王
伯昌表示，「希望透過活動，讓師生同樂。」
　首先登場的是由數學二陳威宇與兩位好友帶
來的Beat-box，炒熱現場氣氛，而Chance樂團
的演唱，則使觀眾沉浸在悠揚歌聲中。緊接著
進入個人組和樂團組的決賽，參賽者傑出的表
現，讓現場氣氛一路High到最高點。主辦單位

理學之夜　發票入場助公益

還精心安排了抽獎活動，化學系系友王曈捐贈
的iPhone6是全場最吸睛的獎品，抱回該獎的
數學一陳致維開心地表示，很訝異自己竟能拿
到大獎！（文／陳羿郿、攝影／張令宜）

　【記者盧逸峰、卓琦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
退休教授王仁鈞 5 日辭世，享壽 84 歲，將於
21 日舉辦追思禮拜。王仁鈞為國內著名的書
法家，文錙藝術中心典藏許多他的書法。王仁
鈞於民國 52 年起於中文系任教，99 年卸下教
職後仍時常返校參與活動。中文系系主任殷善
培回憶道，「王老師個性慈祥、待人接物完全
沒有架子，對於晚輩也相當提攜，有著傳統文
人的形象。」除緬懷先人，他認為這份文人的
氣質應該要傳承下去。
　物理系退休教授林雲海因罹患胰臟癌，上月
22 日病逝於臺北榮民總醫院，享壽 74 歲，並
於 11 日舉行告別式，各學院皆有代表前往弔
唁。林雲海自民國 61 年起於淡江任教，近 40
載來，教育英才無數，與他私交甚篤的物理系
教授彭維鋒惋惜地表示：「林老師生前熱心服
務，廣結善緣，協助系友會募款、推動物理系
產學合作等皆不遺餘力，令人感佩。」

典型長在 王仁鈞
林雲海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2014 年第五
屆資旺盃，來自全國大專校院 24 支隊伍將
於 18 日（週四）在新工學大樓中庭，進行
Android 程式設計決賽，本校資工系的「讓我
想想」和「淡清交 MSLAB」2 隊進入決賽。
　本次活動負責人資工系助理教授潘孟鉉說
明，資旺盃是由資工系與友旺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共同舉辦，本次競賽分為「應用開發組」、
「創意整合組」2 組共 108 隊伍參加，以創新
性、使用者介面、市場性等評分標準選入圍名
單後，最後在本校進行決賽，每個隊伍都要進
行簡報、展示和評審問答。潘孟鉉表示，本次
參賽競爭激烈，歡迎同學前來觀賽與幫資工系
同學加油打氣。

本校   俄遠大 首度雙邊視訊論俄語文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俄文系牽手俄
羅斯，5 日與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舉行「俄語
語文學雙邊國際研討會」，同時是本校首度與
遠東大學進行雙邊遠距連線，以視訊發表學術
論文。會議由俄文系系主任蘇淑燕主持，莫
斯科臺北經濟文化協調委員會代表杜沃齊、國
際俄語教師協會主任布魯諾娃、5 位遠東聯邦
大學教授來校，並與遠東大學俄語語文學計畫
主席兼亞太俄語教師協會理事長米梁楚克進行
國際連線開幕。布魯諾娃致詞說：「感謝外交
部和科技部的支持，以及淡江俄文系的大力協
助，讓這場高水準的研討會順利成真。」

　研討會以俄語語言學、文學、俄語教學及
俄國文化等主題，分中文與俄文進行學術交
流，並邀請歐研所教授馬良文、遠東聯邦大學
俄語外語教研室教授 Е.А. Первушина、遠東
聯邦大學俄國語言及文學教研室副教授 И. Н. 
Токарчук，以及莫斯科大學俄國二十世紀文學
史教研室教授 А.В. Леденёв 進行專題演講，超
過 50 位俄國及國內學者發表論文。
　蘇淑燕表示，研討會十分成功，對遠東大學
來說也是首次的視訊發表，驚豔於這樣的形式
舉行，「經過本次合作後，對後續如雙學位、
遠距課程等將有實質上的推力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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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Pedro Isaias（左二）、教科系系主
任顧大維（右一）與張鈿富（右二）合影。（文
／曹雅涵、攝影／盧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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