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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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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mail：
rightfighting@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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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構世界下的情愛
　從20世紀末開始，網路儼然已成為異性或同性
間交友最時髦的方式。每天，不論晝夜，無數多
的人在這個無邊無際的虛構世界中，透過鍵盤
和螢幕，傳達彼此的心事和夢想。究竟人們在這
個網路世界中，想要尋找的是一種怎樣的人際
感情呢？根據張老師月刊公元2000年3月號中的
「2000網路情愛調查」活動，結果發現人們尋找
網友的四個理由主要是：打發時間、擴展生活的
領域、分享祕密心事及尋找愛情。網路交友之所
以會如此盛行，原因即是它的「匿名性」，大部
分的人上網時都會使用假名或暱稱，不論男性、
女性或中性都有人喜愛。匿名的好處即是具有保
護作用，人們可因此隨性地暢所欲言，又可以省
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煩，使得時下的青年學子們趨
之若鶩。
　網路下的虛構世界，可以營造出很多的想像空
間，富有神秘感，這即是其迷人之處。但是「水
能載舟，亦能覆舟」，網路的匿名性也變成有心

人犯罪最好的工具。其中受騙者不乏大學生甚至
研究生。網路犯罪的型態相當多，而我國對於網
路交友本身又沒有法律可以規範，所以網路交友
雖然有其正面意義，但是其中卻也充滿了危險與
陷阱。那麼究竟要如何避免因為網路交友而受騙
上當呢？根據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的「非色情網
站--網路犯罪防制網」（http://www.crime.org.
tw）提醒青年學子們以下幾點預防網路陷阱的上
網須知：
　一、網路上的資訊不一定都是好的：網路世界
裡遇見的人不一定是好人，網路的資訊也不一定
是好的資訊。有些資訊是不精確的，甚至有誤導
效果，例如黃色的色情、黑色的暴力，以及灰色
的消極思想等一些不良資訊。
　二、在網路上的人不一定都會說實話：在網
路上自稱是模特兒的20歲荳蔻少女，有可能是40
歲的中年男子； 而在網路上文質彬彬的斯文男
子，也可能實際上是粗鄙不堪的人。沒有相處過

的人際關係，是缺乏安全感與信任感的，因此不
要輕易相信。
　三、不要在網路上洩漏你自己或家人的個人資
料：這些個人資料包括姓名、住址、電話號碼、
手機號碼、就讀學校、系級、年齡、信用卡、身
分證號碼、照片、財務狀況等。也不要輕易相信
網友的商品推銷，私下進行交易行為。
　四、不要輕易與網友見面：在初識網友階段，
不要輕易與網友相約見面，如要見面，也要經過
父母允許。見面時最好有成人陪伴，並約在公共
場合，以免發生危險。
　五、若有電子郵件讓你覺得奇怪或不舒服時，
不要馬上回覆，最好能先請教父母或長輩。
　六、與網友聊天時，若出現奇怪或令你不舒服
的對話時，馬上停止交談，要立即離開聊天室，
並告知父母或長輩。
　七、對於任何不請自來的好消息要提高警覺：
要記得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網路上不請自來

的好消息可能就是一個陷阱，要特別小心。例如
通知你得獎了、要送禮給你或是請你去參加活動
或與人會面。當你高興之餘，想要寄出個人資料
時，請三思而行。
　八、不要把你的密碼和ID告訴別人，即使是
最好的朋友也一樣：網路這個花花綠綠的虛構世
界，開啟了我們無限的想像空間，也擴展、豐富
我們的生活視野，更重新改寫人類互動的方式。
透過網路交友，可以拋開美醜、階級、現實，更
直接、迅速且深層地接近心靈真相。但是，也因
為網路最大的特色在於「匿名」，不需要負責
任，又無法可管，也因此充滿了危險和陷阱，如
果不能謹慎應對，小心選擇，很容易上當受騙。
所以，當我們想要透過網路來擴展自己的人際關
係，甚至想要尋找戀愛的對象時，時時提高警
覺，保持正確交往態度等都是自保的要件，如此
才能自由快意地遨遊於無邊無際的網路世界中。

 █文／鍾張涵（旺報財經記者） 

一、請熟背以下實用的單字
on sale特價、拍賣；for sale出售
final sale最後折扣；clearance 出清存貨
new arrival 新到的貨；in stock 有現貨
outlet【       】暢貨中心；coupon【     】禮券
receipt【     】收據；invoice【     】發票
cashier【     】收銀員；cart超級市場的推車
castor 小輪子(wheel：大輪子)；got stuck 卡住了
free delivery 免費送貨到家；shuttle bus 區間車
counter 櫃檯；refund退貨
cosmetics【       】化妝品；shopaholic【      】購物狂
fabric【     】布料；denim【     】牛仔布
khaki【     】卡基布；frugal【     】節儉的
frugality【      】節儉(n.)；culottes【      】褲裙

二、填充題
1、洛杉磯有幾家暢貨中心，服飾和鞋子都很便宜。
There are several ______ in L.A. ______  ______ and 
shoes have good ______.
2、轉角的那家店正在出清存貨。
The shop ______ the ______ is having a ______ 
______.
3、許多家庭主婦會上網收集飲食、化妝品的優待
券。
Many ______ collect ______ for food and ______ from 
the ______.
4、.那個牌子上寫著：「貨物出門，概不退換」。
That ______ ______ : ______ ______.
5、請你把收據和發票收好，以防以後要退貨。
Please ______ the ______ and ______ in case if（以防） 
you need ______  ______.                                         
6、許多貴婦都等著買新貨。
Many ______ ladies are ______ for ______ ______.
7、我個人覺得二手貨也不錯：儉以養廉。
I ______ wouldn't ______  ______  because ______ is 
______.
8、之所以是購物狂，是因為缺乏一顆寧靜的心。
______ lack ______ of ______.
9、我想買一些布料。
I ______  ______  to buy some ______.
10、我買了兩種不同的材料：卡基布是做上衣，
       牛仔布是做褲裙。
I ______ two different ______ : the  ______ is for the 
______ and the ______  is for the ______.

三.答案
1、outlets；where；clothing；prices
2、at；corner；clearance sale
3、housewives； coupons (後加介系詞”for”)
 cosmetics；Internet (必須大寫)
4、sign says；No refunds
5、keep；receipt；invoice；a refund
6、wealthy；waiting；new arrivals
7、personally；mind；second-hands；frugality；
virtuous
8、Shopaholics；peace；mind
9、would like；fabric
10、bought；materials；khaki；shirt(男用)或blouse(女
用)；denim；culottes

　大眾傳播系講師劉中薇出版新書--「說故
事了沒？打動人心、實現夢想的關鍵能力」，
日前在台北市信義誠品書局3樓舉辦新書分享
座談會，除上百位書迷及學生專程前來外，也
吸引媒體採訪。劉中薇表示，寫此書相當具有
挑戰性，因為它不僅是說故事的技巧書，也是
一本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的實用書，更是一本
找到自己，讓自己閃閃發亮的心靈成長書，她
笑說：「當天簽名簽到手軟，但真的很開心這
麼多人前來捧場！」 （張莘慈）

　遠方的海平面隨著捷運升起地面時，記憶中那始終屹立不搖的觀
音山緩緩浮現眼前；步出捷運站便是人聲鼎沸的淡水，走向對面
的加油站，等著坐上駛向淡江校園的公車，那是我，那1460個日子
裡，幸福的方向。
　偶爾我會用步行的方式爬著克難坡，催眠自己這132階的樓梯可
以讓我消耗掉在大學城、水源街、大田寮或北新路上累積的卡路
里。
　那段時光是金色的。就像我爬上克難坡後，常在驚聲廣場和宮燈
大道前看到的夕陽餘暉，薄透地為這清風徐徐的校園灑上一片金
箔，為我腦海中的校園歲月再添一層微帶感傷的昏黃色。
　宮燈大道上有特別的傳說，可是那樣的老故事並不駭人，向前走
去便路過活動中心，多少熱情洋溢的舞會曾在此進行。大一那年的
歲月我參加過一場聖誕舞會，瘋狂的曾跳上舞台尖叫亂舞，享受著
歡笑和無拘束的明天。
　多少難以忘懷的往事在畢業後成為無法再企及的光陰，那些夢那
些人那些事一一成為人生的一部分：我曾擔任《淡江時報》的記
者，並從而獲得實踐志向的力量；我曾加入「中國工程師學會」，
並從中了解參與社團的責任意涵；我熱烈的戀上一個男生，然後發
現愛情原來如戰場、如博弈；我也在讀書考試、住宿生活的過程
中，找到讓我時至今日依然溫暖親近的同窗死黨。
　那些日子--我總是告訴學弟妹--是轉眼即逝，愈是美麗的日子
愈被浪擲。也許我應慶幸的是，那年我全心全意為《淡江時報》工
作和付出，每一次寫稿採訪的過程都是一種成就，讓我日後順利進
入新聞界，也讓我明白當年付出的勢必不白費。
　玩樂和課業必然要兼顧著--前陣子我回研究所演講時也這樣提
醒，因為大學生活將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黃金歲月；或者說，那段
時光的每個決定都將影響你未來的人生。那年我擔任《淡江時報》
記者，耐心十足的四位主編總會嚴謹地逐字修改我每一篇稿件，我
也有數不盡的機會，為報社撰寫當年被我視為最重要的幾個新聞報
導。
　我在中文系的課堂上學到了內涵修養，在《淡江時報》的參與中
習得文字駕馭的才能；每堂課、每段話、每個過程都有意義，即
使當年我如同一般大學生一樣，老是翹掉早上第一堂課並在昏睡中

圖／洪翎凱

劉中薇出新書 粉絲簇捧

60週年校慶淡江時報之友系列徵文

五月徵文--淡江象徵3選1
　隨著時代的更迭，本校即將邁入60週年校慶，你會

好奇每個世代心目中認為的淡江象徵嗎？是克難坡、

宮燈，還是蛋捲呢？歡迎踴躍上網投稿（http://

tkutimes.tku.edu.tw），即日起至5月21日截止，文

長約500字。來稿必須是從未曾發表過，並請勿重複

投稿。（本刊保留刪修權）

校友寫真

公關達人李郁蓉教學相長 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燃燒熱情 積極培育人才

　【記者戴瑞瑤專訪】進入博思公關公司大門
口，很快就被一大面的「客戶板」深深吸引，上
面標示著各種型態的合作客戶與客戶簽名，那是
李郁蓉與員工一同打拚的成果。開會、比稿，和
媒體、客戶打交道，博思公關總經理李郁蓉的手
機裡，顯示著滿滿的工作行程，但每天面對繁重
工作的她，仍樂在其中，帶著淺淺的笑容，一項
項有效率地達成。
　李郁蓉是本校大傳系第6屆校友，乍看之下有些
嚴肅，但親切爽朗的語氣，很容易就打破人與人
之間陌生的隔閡，但銳利的眼神中，依舊散發公
關人專業自信的特質。
　許多人認為公關這個行業壓力大、工作時間
長，避之唯恐不及，但李郁蓉一路上從楷模公關
督導、第三波資訊行銷顧問事業處經理、台灣易
利信公共關係經理，做到目前博思公關公司的總
經理，在公關界一待就是十餘年。喜歡接受挑戰
的她，從未有打退堂鼓的心，反而是越來越堅定
公關這個工作。
　李郁蓉自從在大學期間修了一門「公共關係」
課程，就愛上公關這個行業，她也積極修了許多
廣告行銷的課，當許多同學進入社會工作，因為
太過繁忙而自傳播業出走時，她卻能從容以對，
「重點是在需要了解這工作的型態，並且試著去
接受它，同時也付出熱情，並享受結果。」

　「很難有其他朝九晚五的工作，可以接觸到這
麼多產業，深入了解各個社會層面，那成就感不
是別的行業可以取代，這也是公關這行業迷人的
地方。」對李郁蓉來說，每一次的專案都是全新
的開始、全新的挑戰，驅使著她一步一步向前邁
進。
　「『溝通』是專案成敗最大的因素，沒有好搞
的客戶！如果沒有要求就不是客戶了！」工作上
她常需面對許多對公關不熟悉或行銷策略錯誤的
客戶，遇到這種狀況時，李郁蓉就會發揮她善於
溝通的特質，耐心地與客戶協調，並給予適時的
建議。
　其實在從事公關業之前，李郁蓉曾在大成報擔
任記者，那是她出社會後的第一份工作，由於不
喜歡記者混亂的工作時間，因此選擇轉換跑道到
需要與記者打交道的公關業。「從媒體走到公關
是滿好的選擇，因為比別人更瞭解媒體、熟悉媒
體的作業、知道媒體真正要的是什麼。」
　投入公關業這麼多年，讓李郁蓉對於公關人才
的培育有著深厚的使命感，她希望藉由教學讓更
多人瞭解「公關」、熱愛「公關」。因此於民國
95年開始，回淡江教授公關相關課程，於上課時
分享她的業界經驗。大傳系系主任楊明昱說：
「系上的學生都很喜歡李郁蓉，她是一個教學認
真，很有深度的老師。」大傳二邱琬真也說：

「這學期上李老師的『公共關係實務』課程，可
以接觸到許多實務上的公關體驗及看到公關行業
的多個面向，比如她會帶我們去看記者會，從實
務上去驗證課堂所教的理論。」每次下課鐘響，
教室裡都會有一群學生盡力的把握時間發問，李
郁蓉總是被學生團團圍住，學生們希望能從她口
中的敘述，描繪出嚮往的公關行業。
　大傳四林芳如於大二時上過李郁蓉所教授的公
關課程後，開始對公關行業產生高度興趣，也曾
在博思公關公司實習，畢業後也將出國唸行銷、
公關相關科系。她認為李郁蓉是一位對學弟妹或
後輩提攜相當不遺餘力的長輩，「她常主動與我
分享未來公關趨勢，並給我相當多的建議及提醒
需要注意之處，令我相當感動！」
　李郁蓉笑著說：「淡江的學生資質都很不錯，
但如果能夠再積極一點，更明確知道自己要什麼
會更好。」她建議學生於大三、大四時就應確立
自己的方向，並把握畢業後3至5年的時間打下基
礎。她也提醒即將進入職場的畢業生：每個行業
都有它不完美的地方，工作的成就感及薪資能不
能達到平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但是要
「相信自己看到的，並堅持到底，那麼你就可以
得到你要的東西。」

█諮商輔導組

金色韶華

　博思公關總經理李郁蓉投入公關行業十餘
年，對人才培育有著深厚的使命感，返校經
驗傳承。（攝影／林奕宏）

張士堂樂創作 摘星光第6名
　繼盧廣仲、周定緯之後，淡江又出一名樂壇
新聲！日前中視「第6屆超級星光大道」前6強
決定賽，由西語系系友張士堂拿下第6名的成
績，他說：「在星光大道比賽時，可以將自己
的創作歌曲分享給觀眾，雖然無緣角逐總決
賽，但仍會繼續朝創作歌手的目標前進。」
　由於張士堂的歌聲充滿戲劇張力及他特殊的
憂鬱氣質，比賽的過程中迅速累積不少粉絲，
他表示：「我將和幾位星光戰友於21、28日晚
上10時，在台北市復興南路的『三四味屋』主
題餐廳表演，希望屆時淡江的學弟妹也可以來
捧場。」（張靜怡）

蔡孟霖作品 入圍中央社攝影展
　中央社於日前主辦「攝中你的心─令你心動
的瞬間」攝影展，共有150件作品參賽，經過
網路票選後，20件作品入圍，大傳三蔡孟霖以
「奔跑吧男孩」獲得入圍，照片中男孩在遊樂
場玩起了鬼抓人的遊戲，面帶笑容盡情奔跑大
喊。蔡孟霖表示：「我常常拿著相機到校外尋
找題材，尤其很喜歡拍小孩子，因為他們的笑
容很天真、燦爛。很感謝網友的票選，能入圍
真的很開心！」（戴瑞瑤）

向 教
授 告
解 ； 但 是 ，
這段日子仍不能
縱容學業的崩頹，那終究是學生的本業。
　我還記得每一場校慶，在蛋捲廣場上53對
情侶熱吻53秒的畫面彷彿昨日才剛發生，如今竟開
始等待60週年校慶的到來。那時和我一同在校園內迎
著豔陽、大聲歡笑的朋友們，如今已在世界各地，帶著
大學時期的所學和夢想，在每個領域煥發光采。
　中文系的朋友們各個顛覆了當年我曾聽見「讀中文系有 什
麼用？」的說法，大學教授、圖書編輯、日本NHK記者、外商公
司業務、特殊教育老師、報社記者、廣播主持人、知名婚禮主持
人……未來的人生操之在己。
　大學生活是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段青春
年華的歲月裡，我白天唸書考試臉頰上的汗珠、夜裡在雞排攤前
期待的宵夜、我笑著打開報紙和戀人分享成果，以及沐浴後在寢
室裡翹著腳和死黨們閒聊的時刻。
　「今年的校慶，你回去嗎？」每年我總是問著，而每年的答案
都是肯定的；那是母校的召喚、回憶的啟程，那是一日又一日在
點滴生活中堆疊出來的情感，也是每回我看見藍天白雲下的蛋捲
廣場時，再次了悟「也無風雨也無晴」的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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