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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活狀況多？ 一起求解
（文／吳婕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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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遊戲」
作者：安德烈‧科斯托蘭尼
（André Kostolany）
譯者：丁紅
出版社：商智文化
ISBN：986-7969-22-7
（攝影／吳冠樑）

《一個投機者的告白》之金錢遊戲

導讀／國企系助理教授張勝雄
這本書是由德國股神安德烈‧科斯托蘭
尼所著，透過簡單易懂的文字及作者的親
身經驗，帶領讀者進入一個投機者的世
界。作者總共寫了十幾本書，在臺灣有商
周翻譯出版的三本，有興趣的同學可自行
閱讀。
看完本書，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示，首
先要做好生涯規劃和壓力管理，因為做好
生涯規劃才能知道自己該學些什麼，壓力
管理則可以幫助自己突破難關。作者以炒
股和投機為志向，他的名言是「一個人沒
有破產過幾次不足以被稱為一個真正的投
機者」，他曾經破產過好幾次而產生輕生
的念頭，但一個從集中營倖存的朋友說過
的話「當一個人股票損失或破產比起待在
集中營，還算是很幸福的。」總能提醒他
冷靜面對、處理並度過危機。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能真正面對並跨越危機的人，
才有機會走向成功。
其次是建立寬廣的視野。作者是生長於
匈牙利的猶太人，為了賺錢很早就到巴黎
工作，後來定居於紐約和巴黎，他本身以
全球人自居，關注的從來不會只是週遭環
境，而是世界的脈動。他的駕駛教練曾經
對他說：「你要開好車，就不能老是將眼
光專注在引擎蓋上，你要擡起頭，看著遠
方三百公尺的地方。」擁有了寬廣的視
野，自然就能發現並把握更多的機會。時
下流行小確幸容易讓人將注意力集中在眼
前，卻可能忽略了遠方邁向成功的契機。
最後的啟示則是學用合一，作者並未上
過大學，後來卻成為股市大師，天天在咖
啡館分享關於股市交易的心得。他認為大
學教育的經濟學理論跟現狀其實是有落差
的，因此當我們將理論應用於實際面時，
要考量與現實狀況的結合，以免當理論與
現實產生落差，造成意想不到的損失。
你希望過什麼樣的人生？是轟轟烈烈卻
大起大落享盡刺激的快感？還是籍籍無名
卻安安穩穩走過平凡的歲月？如果是前
者，那肯定需要先鍛鍊冷靜判斷力、卓越
分析力、洞燭機先的眼光，同時要勇於冒
險不怕失敗，當然最重要的是，你得先豐
富自己的知識庫！

校友動態
◎吳秋煌校友當選美國華人珠寶商會會長
本校西班牙語文學系系友吳秋煌（1972
年畢），現為美國來富麗珠寶公司董事
長，當選美國華人珠寶商會（NCAJA）
第18屆會長（2018-2019）。該會成立於
1987年，總部設在曼哈頓第五大道，但會
員已經由紐約延伸至全美各地。商會的宗
旨為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除幫助華
人區的寶石製造商推廣企業，並持續於重
大災難發生後協助籌集救災資金。 （資
料來源／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智慧財產權Q&A

同學們脫離高中生活，進入嚮往已久的大學生涯，是否會覺得跟想像中的不太一樣
呢？當各學系的專業科目難度隨著年級逐漸增加，可能會讓你面臨過不了及格門檻的
困境；也許大一剛入學的朋友圈到後來卻紛紛走散也會令你心情低落；或是在校園中
遇到突發狀況卻不知向誰求助。這些問題，在學校裡其實都是可以被解決的！本期針
對同學們在大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包括學習、情緒及校園安全方面，可以透過
學校裡的哪些單位協助解決，讓同學們在求學期間更加安全安心。

狀況一：我的成績不美麗

解 帶你提升學習成效
首先在學習方面，大一的你在進入大學後，
隨即展開多采多姿的生活，像是玩社團發展興
趣、參加各式各樣的社交活動學習與人交流
等，不知不覺中忽略了本系的課業，大學課業
不像高中可以臨時抱佛腳的惡補，一本本厚重
的原文書都會花去你不少時間研讀。大學是個
學風自由的地方，不會有人盯著你用功，所以
在時間上的掌控更需要留意，不少同學把時間
花在社團或人際關係上，在考試前才開始意識
到該讀書，卻已經來不及了；或者你的學習意
願較低落，又或是在學習上遇到困難，如讀書
方法不適當，找不到對自己最有成效學習的方
法，導致成績因此浮浮沉沉不美麗。
教務處期中考後會針對二分之一學分不及格
學生進行預警作業，將相關學生名冊傳送各學
系、國際暨兩岸交流處（境外生）、體育事務
處（運優生）及學習與教學中心等協助同學進

行後續輔導作業。首先學系會透過導師約談了
解學生狀況，希望能幫助學生找出問題點並解
決，同時也會採取相關補救教學措施。以課業
壓力繁重的工學院為例，電機系會徵詢成績較
為優異同學協助課業成績較不理想的同學，或
是透過試題的模擬解答方式來強化學習效果。
各學系在了解學生狀況後若需輔導則由導
師填寫輔導內容，並視學生狀況進行後續處
理，若是情緒上的困擾，會轉介至學務處諮商
輔導組，若是因為學習上的困擾，導師則會建
議學生尋求學習與教學中心的協助。學教中心
的學生學習發展組提供大學部學生(含境外生)
課業輔導，學生可以針對有問題或想加強的科
目來進行申請，從而獲得協助。該組自106學
年度起使用「輔導預約系統」（學習與教學中
心首頁→學生學習發展組→課輔預約系統）
預約申請，課業輔導預約時間於每學期第3至
第18週，週一至週五的8時
到21時，每週輔導時間以
兩小時為原則，每週預約
至額滿為止。學發組會依
照學生申請的科目，自相
關學系尋找合適且能配合
輔導之研究生、助教，以
助教與學生雙方間的互動
模式做教學上適當調整，
學生可以多次前往進行課
業輔導直至問題獲得解決
為止。有興趣的同學可至
學發組網站或親至覺生綜
合大樓I405室詢問，分機
2160、3531。
學習與教育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協助學習成效不佳同學進行課業輔導，提升學習成效。（圖／
學生學習發展組提供）

狀況二：常常感覺不開心

解 幫你維持心理健康

在經歷學業的挑戰後，或許我們會發現，自
己真正的問題或許來自情緒上的困擾，可能是
生活上的壓力、或課業、友誼、愛情的問題、
家庭因素或精神疾患等等。若自己在心理上無
法調適，又不願和其他人分享這個太過沉重負
擔的議題時，可以選擇前往商管大樓4樓B408
室的諮商輔導組，或到諮輔組網站「諮商輔導
預約系統」尋求幫助。
以淡水校園為例，目前該組有9位專任加上
33位兼任，共42位心理師可以供預約輔導，每
週有140到150個可預約時數。剛開始進行輔導
時會做15到20分鐘一對一的「初步晤談」，聊
聊同學的基本背景、家庭狀況、學習狀況等
等不具情緒性的訪談以了解同學的現況；然後
再依據現況進行下一階段的作業，也就是所
謂的分級制度。通常依狀況程度分成3個系統
因應，第一個是「個別諮商」系統，每人1週
1次，每次50分鐘，通常以3到6次為一階段，
視嚴重性也可能7到8次，幫助同學探索或了解
內部核心的問題。如同學可能想談學業或生涯
規劃，可以透過諮商發現其背後的情緒問題，
或是內心無法度過的關卡，如難以面對自身的
孤獨、沒辦法接受自己不被喜歡等等原因，在
協助處理相關問題，並判斷輔導對象狀況正常
後便能結案。第二個是「個案管理」系統，針
對情緒困擾嚴重，甚至已經發現類似精神疾病
症狀的輔導對象進行處理。與個別諮商不同的

◎主題：商標權，試試看您能不能答對：
1.（ ）商標是辨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
識，也是企業透過宣傳廣告，花時間心血
建立品牌形象的智慧財產權，我們應該予
以尊重。如果被不肖廠商任意仿冒，商標
權人可以向司法機關檢舉或提出告訴。
答案：1.（○）
■ 更正：
本報1057期「留學傳真」專訪中，誤植
受訪者曾晙瑋大名，特此更正致歉。
■ 編者按：
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另與
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學
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E-Mail：
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
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
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校
和學生之間溝通。

多益大勝利
●李金安（英文系講師）
【考題】
1.One theme that ＿ throughout this article is the
influence of mothers on fathers and vice versa.
(A) specifies (B) recurs (C) engages (D) obligates
2.The timing belt ＿ shows signs of wear after
about 200,000 miles.

是，只要同學有狀況隨時都可以直接前往諮輔
組尋求幫助，透過即時與同學討論同時安撫情
緒，協助解決當下的困境。「個別諮商」系統
談「深」了解同學深沉的困擾，「個案管理」
系統則是談「廣」，包括透過「系統間的合
作」，與輔導對象的老師、家長、房東或同學
間的聯繫與溝通，協助他們了解輔導對象的情
況，並分享相關狀況發生時的處理經驗，同時
也透過他們的回饋更充分掌握輔導對象的情
形。第三個是「團體諮商」系統，時間較為固
定，1週1次，每次約2小時，輔導對象通常為3
人以上團體，藉由同學間類似相關的經驗，如
同有情感問題、人際困擾或生涯議題等，透過
傾聽或彼此分享，來達到內在情緒宣洩的療癒
效果，以上三個系統可以是單獨存在也可能是
相互重疊，彼此不排斥而共存，例如「個別諮
商」輔導對象中，如有與「團體諮商」的團體
有類似困擾，可徵詢其意願一起分享。
以往有許多同學可能會因為尋求諮商是有病
或遭標籤化而卻步，然而在諮輔組長年的推廣
宣導下，讓同學們知道諮輔其實可以當成宣洩
心裡話的管道，堆積了太多的情緒壓力而不適
當排解會造成心病。若不方便前往，也可以至
諮輔組網站，左方有個「心理健康操」心理諮
詢信箱，同學們可在這裡談談心事、困擾或疑
惑，無論是自我了解、學習適應、生涯探索、
情感困擾、家庭困擾、一般人際關係、情緒
管理與壓力調適、心理
疾病諮詢等問題，都會
有專業的心理輔導老師
於一週內回信。近年來
隨著同學們前往諮輔組
的意願提升，本學期開
學後第3週的預約人數便
已額滿，若有需要可提
早前往預約輔導時間，
諮輔時間為週一到週四9
時至21時，週五9時至17
時。
(A) character (B) characterize (C) characteristic (D)
characteristically
3,If there is any ＿ of the manager's involvement,
we need to follow up swiftly and thoroughly.
(A) imply (B) implicit (C) implicated (D)
implication
4.A jar of dried basil or even a basil plant would be
a more appropriate ＿than coriander.
(A) allocation (B) substitution (C) avoidance (D)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為協助住校同學夜間平安回到宿舍，學校規劃兩條安全道路，並在途中設置11個「緊急求救
系統」，若遇緊急或突發狀況時能即時回報。（圖／安全組提供）

狀況三：晚上回家心驚驚

解 助你平安順利回家
關心學習與心理健康
後，校園內的安全問
題，也是值得注意的重
點。平時的校園巡邏，
全天由校警與工讀生每
小時各12趟交叉來回巡
視校園狀況。為了協助
住校同學夜間平安回到
宿舍，學校規劃了兩條
安全道路，第一條由
大忠街側門（紅27公車
站）經體育館側邊、停
車場前、商管大樓旁、
驚聲路、驚聲大樓前、
校園內設置之「緊急求救系統」（攝影／吳婕淩）
個大彎道，若車速過快容易發生車禍。另外操
外語大樓前至女宿松濤館；第二條為淡江大門
場外圍彎道、大忠街、北新路、淡金路（登輝
警衛室旁「校園地圖」前，沿驚聲路往上經紅
大道）等都是危險路段，要特別注意車速及路
28公車站、行政大樓、網球場至驚聲大樓前後
至松濤館，這兩條安全道路沿途設有11個緊急
況以免發生事故。學校於大一新生入學時發放
的新生手冊裡均會提醒上述危險區域，另外也
求救按鈕燈柱，遇到危險或緊急狀況時可按鈕
會安排宣導、講座或研習，同時鼓勵同學多多
求助，按下求救通話按鈕時，燈柱頂的藍燈會
利用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透過這些活動推廣，
變閃爍紅燈，並透過隱藏式攝影機、喇叭及麥
近年來車禍發生率比起往年皆有下降趨勢。此
克風即時與勤務中心做畫面與聲音的連線，勤
外，每學期的第一週友善校園週與4到5月的校
務中心電腦螢幕上會顯示出求救地點，值勤警
安週，都會在海報街設攤提倡校園安全，邀請
衛會即刻通知校內巡邏人員前往協助處理。若
消防局、衛生局、校外義工等宣導相關安全事
無法即時使用，應儘速撥打(02)26215656轉校
項並與學生做互動，內容包括交通、校園安
內分機2110或2119，此為勤務中心聯絡分機，
全、防災措施或分享相關案例等，讓同學們能
如在校園內（尤其是較為偏僻地方）發現狀
在安全情況下好好享受校園生活。
況，便可以立即通報處理並保留現場原樣，或
撥打校內分機2256教官室，亦有24小時值班人
員可以協助處理突發或緊急狀況。
狀況處理照過來
此外，同學若夜歸無公車可搭回租屋處時，
淡水校園總機：(02)26215656
可以尋求「夜間安全護送」的協助，每晚23時
學習：
至凌晨1時間，由淡水捷運站對面中油加油站
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
或由校園內，護送同學至校內女宿或校園附近
覺生綜合大樓I405室，分機2160、3531
（大旭地、加州、金雞母、巧克力花園、淡江
網址：http://sls.tku.edu.tw/main.php
風情等社區），提供雙向安全護送，護送專
情緒：
線電話為(02)26235101，撥打專線時請述明姓
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名、系級、穿著以利登記及識別，此措施至
商管大樓Ｂ408室，分機2221、2491
106學年度已實施12年，一學期約有300通申請
網址：http://spirit.tku.edu.tw/tku/main.
電話，許多受惠的學生表示，非常感謝學校的
jsp?sectionId=4
用心，讓他們回家更加安心。但安全組也提醒
安全：
同學，請勿把安全護送當成免費搭乘工具，以
勤務中心，分機2119、2110
維護真正需要協助同學之權益。
教官室，分機2256
上大學後，許多同學一滿18歲便會報考駕照
護送專線：(02)26235101，護送時間為
並以機車代步，在這裡要提醒，淡水校園週遭
每天夜間23時至隔日凌晨1時
有許多危險路段需要特別注意，如水源街二段
與學府路的三叉路口，除上下坡度大，還有一

學生回饋與建議

同學們對於學校相關措施也提出回饋與建
議，法文系江同學針對情緒方面說：「在我身
處的周遭環境，有一位朋友的朋友曾經被憂鬱
症困擾。憂鬱症就像是心理得了感冒一樣，隨
時都會恢復也隨時會復發，它會緩慢的侵蝕你
的內心，而且很有可能連周圍的朋友同學老師
家人都看不出來，所以我覺得學校可以提供一
些預防的資源例如多宣導防自殺專線，鼓勵學
生填寫診斷憂鬱症指數的問卷，雖然不一定準
確，但可以讓學生自身更正視問題，去諮商組
尋求幫助是正常不過的事情。建議圖書館可以
購入更多關於情緒及心理方面的書，多舉辦講
座或活動例如關於如何放鬆身心。」企管系莊
同學在校園安全上提出看法：「建議機車不
能在校內行駛保障學生行走的安全。學校有
設置學生機車專用停車場很便利，汽車有專用
汽車道，與行人兩者分開便安全許多。另外校

園內有減速慢行或限速路牌保障人車安全，
校內也有許多監視器可以保障人身安全。」
統計系陳同學則對學校附近的交通環境提出
建議；「我覺得學校附近有許多危險路段，
但反光鏡太少了！不管是騎車還是行走的時
候，反光鏡可以在道路的交叉點和看不見的
視線盲點提供兩者行進間可視的存在，其映
射可準確指示距離，尤其校園附近上下坡多
更是需要多加裝。」大傳系趙同學肯定學校
在校園安全的努力，同時也對情緒困擾的解
決提出建議：「校安方面，安全組的警衛與
同學在校園內的夜間巡邏，使得大家能夠安
心、具有安全感，防範來路不明的陌生人做
出逾矩行為。情緒方面，現在大學生普遍會
面臨情感方面的困擾，不知道如何傾訴，以
及尋找他人抒發壓力，建議學校的諮商輔導
組可以多加宣傳單位的輔導功能以及預約機
制，使得有困難的學生可以尋求協助，以避
免心理產生偏差行為。」

register
5.UI developers had a hard time figuring out ＿
the layout wasn’t exactly what they expected.
(A) which (B) why (C) when (D) where
【答案與解析】
1.(B)，單字 (A)具體說明 (B) 重複出現 (C) 從
事 (D) 使負義務
2.(D)，主詞the timing belt；動詞shows；中間
可填入的是副詞。正常時皮帶在使用20萬英哩

後會有明顯的磨損痕跡。
3.(D)， any後面of前面可填的是名詞；(A)
暗示，動詞 (B) 含蓄的，形容詞 (C) 有牽連
的，形容詞 (D) 涉及、捲入、暗示，名詞；
假如經理有捲入牽連。
4.(B)，(A) 分配 (B) 替代 (C) 迴避 (D) 登記；
basil九層塔、coriander香菜。
5.(B)，句意是「搞不懂版面不符預期的原
因」，所以選why。
編輯／潘劭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