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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台北校園動態

   統計三郭弋綸擔任「淡江之
聲」電台主持人，有感憂鬱症對
社會的影響，因此與電台夥伴規
劃製作關懷憂鬱症患者廣播節
目，而入圍2010年教育廣播電台
第7屆金聲獎社會關懷節目類獎
項。節目內容是以虛構人物模擬
憂鬱症患者的問題，並再採訪專
業醫師和老師，以提供憂鬱症解
決方法。（王育瑄）

   想利用暑假的時間學習第二、第
三外語嗎？成人教育部台北校園
「暑期外語先修班」開始報名囉！
本次的法語和西班牙語的課程中，
從基礎發音到對話練習，都能一次
包辦，並在課程中介紹法國及西班
牙的文化特色，如艾菲爾鐵塔、奔
牛節等，讓學員除學習基礎語言能
力，也能進一步了解異國文化。報
名截止直到開課前2日，有興趣者
千萬不能錯過！詳細情形請上成人
教育部網站(http://www.dce.tku.
edu.tw)查詢。（成人教育部）

　

　 「雖然自己年紀已經不小了，但是

運動總讓我保持心境年輕愉快。運動已是

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剛跳完熱情

的拉丁有氧，穿著黃色透氣背心及黑色韻

律褲，紅潤的臉龐滲著淺淺的汗水，理學

院秘書江夙冠笑著說。

   自大學時代加入土風舞社起，他就常保

持運動習慣，即便畢業後，仍參加本校員

工福利會所開設一周一次的體適能有氧

空中的好聲音 郭弋綸拉丁有氧 健走運動 江夙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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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與膽識  打出人生的轉型安打

陳彥伯從記者轉戰市議員  多學多做開拓事業與視野

淡江時報

   【記者陳頤華專訪】人生就像一場未知球
賽，大傳系校友陳彥伯在台北市大安文山區
市議員的選戰中敲出了安打，站上壘包後的
視野，顯得更廣闊。精采打擊靠的是「堅
持」與「膽識」，使他一路從記者轉戰名嘴
再到市議員，人脈與獨特的經營哲學是他最
佳的進攻與守備，而把握機會讓他成功站上
舞台，完成夢想。
   「每個人都有作夢的權利，我的夢想在高三
那年有了雛形，記者、公職民代，將會是我
未來的道路！」沒有政治背景的陳彥伯，將
其對公共議題的關切，投注在媒體力量上，
選擇就讀淡江大傳，確立日後成為記者的目
標。「一旦決定了要走的路，就要奮力走下
去！」他每天到系辦看政治與體育新聞，大
一那年遇上教攝影的蔣戴榮老師，他用「死
纏爛打」來形容他堅持追隨老師的腳步。雖
然最後在攝影與文字中，選擇文字對社會發
揮的影響力，但在學習攝影的過程中，他懂
了堅持的力量，陳彥伯說，做人就是要有點
「不要臉」，得要積極的爭取，持續做下去
才有貼近成功的機會。
   進入報業的第一份工作，陳彥伯應徵上職棒
雜誌記者。老闆願意多等他兩個月的兵役，
原因竟是，「因為我打過棒球校隊。」熱愛
棒球的他，大學加入了棒球校隊，這樣的無
心插柳，成了陳彥伯跨入記者門檻的最佳經
歷！「你永遠不知道機會要你準備什麼，只
有萬全準備才能隨時上場！」於是，陳彥伯

踏上了他球賽的第一局，邁向記者之路。
   從小雜誌轉戰大報社，不只要有運氣，還要
有膽識！他直接將履歷寄給報社社長，毛遂
自薦的魄力，獲得長官青睞。最後陳彥伯選
擇進入民眾日報，他的脫穎而出，贏在電腦
打字的自傳上。他笑說，大學文書處理被死
當的他，決心努力學習倉頡，最後以90分高分
過關，「淡江的電腦課程紮實了我的專業技
能。」更重要的是，陳彥伯先馳得點看見報
業正轉型全面使用電腦排版作業，於是憑著
多人一分的膽識與專業培養，為自己爭取到
先發投手的資格。
   在光輝的十年間，一路從民眾日報、自立
晚報、聯合晚報到中時晚報，陳彥伯笑說，
「玩得很愉快！」陳彥伯的「玩」，是在其
他記者休息時間勤跑新聞；是在官員間保持
聯繫，不僅是助理，甚至是新聞來源的司機
他都熟識。大膽直接點破新聞關鍵，讓他查
出不少重要案件，「我不是聰明型，但我的
努力卻是紮實的。」他說，「佈線」這樣的
新聞工作，不是靠臨時拜託，而是長年累積
而來，隨時保持敏銳度，才能發現新聞，
「我連吃飯時都在觀察周遭，不少新聞現場
就是這樣被我遇上。」
   但真正讓陳彥伯成功站上「大記者」壘包
的，是人脈關係和他與眾不同的經營模式。
不喝酒應酬的他，用了一記妙招，「自掏腰
包」報名參加監察院高爾夫球比賽。
   4個小時的推桿，讓他從最難採訪的官員身

邊，聽到了新聞，更換到了交情。此後，獨
家就成了陳彥伯的王牌。高爾夫球不是很會
打，但陳彥伯就是有膽量去參加球賽，他用
「球局」換「飯局」，更用「人脈」換「交
情」，他的口袋永遠有拿不完的「學長學
姊」，甚至在跑監察院新聞時，以「校長」
稱呼監察委員趙榮耀，他說，「淡江有很多
資源，但會善用才是好資源。」這些人脈讓
他獲得更多的人脈，也讓他從「小弟」熬成
「哥」，更開啟他的名嘴大門。
   「或許是天生吃媒體這行飯！」陳彥伯的
新聞敏銳分析讓他受到新聞夜總會主持人李
艷秋的注意，給了他當政論名嘴的門票。幽
默風趣的談話內容，以及精準的政治分析，
很快就受到注目，但當時中時晚報下令記者
不得當名嘴，他選擇回到記者崗位，卻在報
社關閉後受到波及。苦等節目邀約的兩個月
失業期，讓陳彥伯備受煎熬，考慮再三後決
定主動致電給節目製作，「請給我一次機
會。」再次回到電視圈後，正式宣告他的名
嘴身分，節目開始爭相邀約，政論到綜藝節
目，政治到兩性，讓他成為名嘴界的當紅炸
子雞。回過頭來，是當初那通關鍵電話，陳
彥伯為自己創造機會，成功從板凳球員再次
回到媒體舞台，躍身為主力球星。
   在名嘴盛行的時期打開了知名度，他筆下
的政治評論變成Live節目的內容，只是這樣喧
囂的新聞環境，落入政黨口水惡鬥，他決定
給自己一年時間突破現狀。就在去年四月，

新黨主席郁慕明肯定他對國家議
題的評論，意外讓他實現了當
年從政的夢想，「機會都會來，
只是機會經過時你是否有能力把
握？」如今，他成功攔截機會，
要發揮他累積已久的實力。
   夢想的球賽來到關鍵局數，陳
彥伯投下轉型的變化球，他形容
自己，一直都不是最優秀的，他
的人生幾經失敗，與雜誌社老闆
處不來、主持節目被停，但完投
的球賽就少了高潮迭起的精采，
從大記者到政治評論員，再從當
紅名嘴到新科議員，他坦承，起
初放不下身段的煎熬，讓他不願
站在路口宣傳，也不肯去菜市場拜
票。「一旦投入後，要做就要做到
最好。」他在「面子」與「理想」
中選擇了「當仁不讓」的道路。
從媒體監督到民意代表，他回到基
層，開始為小市民爭取權利，為地
方創造文化價值，著重文教發展。
以往記者的公正客觀心態，現在則
為選民發聲。
   現在的陳彥伯，奔馳的球場不再
只有他一人，而是肩負著眾多選民
的期待，不只是當個評論員，陳彥伯要為市
民打擊出更好城市生活的全壘打。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外籍生於上月29日參加5-8
人小班制的「外籍生學習策略工作坊」，讓外籍生學習如何撰寫中文
書面報告。
   上課時以「我最喜歡的台灣食物」為主題，讓大家自由發表，在座
外籍生均興致高昂的互相搶答，現場氣氛熱絡。政經二睿克達表示:
「這次舉辦的課程很有趣也很有意義，但課程內容有點艱深，希望下
次能設計更適合我們的內容，並能經常舉行。」
   政經四卡洛思表示:「學校能為我們設計專屬的課程感到非常開
心，雖然有些地方聽不太懂，但學會很多台灣小吃的中文名字，也有
不少收穫。」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於1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辦「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 M&M's 」團體活
動，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藉由經驗分享，
幫助新進教師加速了解淡江文化、教學環境及
資源。
  「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之用意，是讓新進的
教師，可藉由舊教師帶領，了解校園的教學環
境。透過資深與新進教師之間的互動，可分享

教學經驗與技巧，以讓新進教師能快速適應，
並熟悉所任教之單位。
   會中分享本校教學評量之經驗，及說明教學
評量機制的目的是為了提升「教學與學習改
進」效果，提供即時教學調查結果，讓教師能
對教學情況調整，以增進學生學習之效能，評
量的結果做為教師評鑑教學項目之加減分依
據。在99學年度新增「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給予教師作為個人參考，也有助於期末教學評

量之結果。
   品質保證稽核室主任白滌清表示，教學評量
問卷以專業態度、教學方法、教學內容、學習
效果，四大方向作為評量之基準，以強化教學
評量回饋機制。
   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宋鴻燕說：「藉由這次
的分享，讓老師及新進教師之間有更多互動，
並讓教師與新進教師更了解自己的角色，共同
努力。」

良師益友傳承  新舊教師互動  分享教學經驗  B119溫書室11日起開放

蘭陽校園淡蘭書畫成果展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淡蘭
書畫社社團成果展於上月29日至31日，以「春
意盎然」為題，展出駐校藝術家林妙鏗，及淡
蘭書畫社社員作品，並增加龍潭國小繪畫教學
的成果。比起往年的靜態展覽，在這次的展覽
特別開放參觀林妙鏗的工作室，以及近距離觀
賞大師作畫的過程等活動，藉由動態式的展覽
方式讓大家更能體會藝術的創發性。
   淡蘭書畫社社長語言二欒婷婷表示，期待藝
術工作不只是階段性的任務，而是永久的傳
承。語言一孫意婷表示，這次的活動比起以往
更加活潑、生動，不但能欣賞到大師級的畫作
更能看到許多同學們的作品，非常精彩。

蘭陽校園地震演習

記住感動  獲得成長機會  陳慧翎幽默講座

文錙書法賽挑戰萬元獎金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因應311日本
大地震，蘭陽校園軍訓室於上月22日在蘭陽校
園宿舍大樓舉辦地震防災疏散演練。宿舍全體
學生按照規劃路線疏散，現場秩序良好，讓
演練活動順利舉行。蘭陽校園組教官黃銘川表
示，因為這次日本重大災難，所以才會提前舉
行。為預防遭遇地震等天然災害時之緊急應變
能力，進行這次的演練，讓同學熟悉蘭陽校園
宿舍之緊急逃生路線，藉此也讓同學能了解
「多一分防範少一分災害」。
   政經四王誠邦表示，學校舉辦這次的演練，
可以了解校內的逃生路線，在緊急時比較不容
易慌張。語言二張曉慈表示，沒想到防災演練
大家都很守秩序，，如果真正遭遇災難時，一
定能將傷害降至最低。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萬元獎金等你
來挑戰！由文錙藝術中心書法研究室及中文系
合辦的「第3屆文錙盃書法比賽」，初選徵件
自即日起至29日截止，前3名獎金分別為2萬、
1萬及5千元；另優選5名，獎金各3千元。
   比賽分為初選及決賽，初選請填個人報名
表，並附上一幅直式對開作品參加，不限字
體、內容與格式，將邀請國內知名書法家擔任
評審，5月將公布入圍決賽名單。決賽則採即
席創作競賽方式，將於5月12日下午4時在淡水
校園L303舉行，報名請洽書法研究室（海事博
物館3樓）。

TOEIC新版校園考報名中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中考
日期為4月18日（週一）至24日（週日），教
務處提醒同學，應考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
分證、健保卡、駕照等） 。若未帶上述證件
者，請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以免延誤考試入
場時間。而本次18日（週一）衝堂試場由學生
活動中心改至宮燈教室H101、103、104。
   本次期中考修習「中國語文能力表達」者應
參加「中文能力測驗」，修習「資訊概論」
者應參加「資訊能力測驗」；修習「英文
（一）」者應參加「英文能力測驗（一）」；
以上請依期中考試小表所安排之時間應試。修
習「英文（二）」者應參加「英文能力測驗
（二）」，另於期中考後第2週隨班舉行。
   另外，期中考試前開放商館B119教室供同學
溫書，開放時間為11至15日（週一至週五）每
日18時10分至22時；16、17日（週六、週日）
8時10分至17時。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想報考多益增
加競爭力嗎？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舉辦本學
期第1梯次TOEIC多益測驗校園考，即日起至
30日報名截止。考試時間為6月4日（週六）上
午9時30分至12時。
   考試採TOEIC新版題型，題型可參考http://
www.toeic.com.tw/toeic_news_04.jsp。報名費
為1240元，報名請上https://service.toeic.com.
tw/publicURL/login.jsp?CompanyID=150&Che
ckID=28C89V。另提供低收入戶子女或失業戶
子女1年兩次免報名費的機會，請備妥相關資
料直接至國交處（FL501）報名。詳情請洽國
交處，分機2003。

機器人班周六常態開班中文系台灣文學營開始報名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想徜徉在文學
氣息中嗎？由中文系主辦「2011全國台灣文學
營」即日起開始報名囉！在7月7日至9日設計
為期3天的課程，組別有小說、散文、新詩、
戲劇、電影及網路文學組，供學員選擇及學
習。
   師資陣容包括蘇偉貞、楊照、楊澤、紀蔚
然等，還設有文學營創作獎，包括小說、散
文、新詩3類讓參加營隊的學員可以一較高
下！即日起報名至6月30日，只要你熱愛文
學閱讀及創作皆可報名參加，詳情請上舒讀
網路書店(http://www.sudu.cc/front/bin/ptlist.
phtml?Category=390143)查詢。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成人教育部
「NXT LEGO機器人班」開班授課囉！自9日
起，每周六由本校機器人工程研究所所長翁慶
昌指導之專業師資團隊授課，藉由機器人科學
教育，啟發學生創意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本梯次有基礎班3班、進階班1班及應用班1班
共5班。將以NXT LEGO樂高的教具，讓學生
了解製作機器人的原理並親自操作。基礎班包
括製作摩天輪、汽車雨刷、腳踏車及電動門；
進階班則有繞圈機器人、相撲機器人、表情機
器人及算術機器人；應用班則搭配NST-G電
腦端控制介面，製作走出迷宮、循跡車、哨聲
響起及投籃機器人等課程。報名自即日起至額
滿為止，詳細情形請至成人教育部網站http://
www.dce.tku.edu.tw。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由PPAPER和
本校大傳系同學會共同舉辦的「PPAPER週日
講座」上月27日邀請金鐘導演陳慧翎以「從
〈下一站〉到〈雨不停國〉─我的導演人生」
為題，進行演說。大傳系教授趙雅麗及專任助
理教授許傳陽也撥空前來，讓PPAPER CAFÉ
的小小空間高朋滿座。會後，許多粉絲要求與
陳慧翎合影，更有貼心民眾藉機送上罐裝小糖
果，讓他備感窩心。
   嬌小玲瓏的陳慧翎，運用幽默又感性的口吻
描述他的人生經歷，包括擔任人生第一份工作
─娛樂新聞記者時，主動爭取報導偶像盧貝松
的小事跡、連續好幾天一個人在剪輯室裡邊看
邊剪帶子、拍攝過許多劫難餘生的人生故事
等。
   他笑說：「當時會覺得很心酸、很生氣，到

後來就會發現那些都是很棒的機會和成長，所
以我常告訴自己：不管是多小的事情，都要好
好記住那份感動。」
   陳慧翎表示，很多之前在採訪或拍攝的素
材，到後來都成為他所導演的戲劇的養分，
也大方分享在拍攝《下一站，幸福》及《雨不
停國》時發生的小趣事，逗得在場聽眾哈哈大
笑。當有民眾問陳慧翎對於未來的規劃和打算
時，他笑說，現在實在沒想那麼多，走一步算
一步吧！
   於活動當天報名的民眾王辰方說：「自己好
幸運，有機會聽到這麼
精彩的講座。很佩服陳
導演在面對人生難
題的時都能以積極
樂天的態度面對。」

圖書館QR Code 手機服務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數位資
訊組於3月初，在館藏目錄中新增QR Code功
能，期望給讀者更方便的查詢書目管道。目
前國內大學校院有台大、清大等圖書館有QR 
Code功能，該功能的使用需有手機軟體的支
援。讀者欲使用QR Code做查詢時，需先至圖
書館館藏目錄網頁中搜尋欲尋找書籍，找到後
將看見頁面右側有QR Code的圖案，將其用手
機拍攝後，利用支援軟體解碼，即可於手機上
看見所查詢的書名、館藏地、索書號及ISBN
等資料。不僅減少抄寫資料的困擾，並方便讀
者能更快取得資料。

愛評網貼近人性  葉卉卿傳授網創先機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資訊傳播系於上月30日邀請愛評
網產品總監葉卉卿演講「網路創業
前”兔”無量」，說明愛評網網站
創業過程，及分享未來變化準備；
並以愛評網為例告訴大家與人際合
作關係，及創業態度的重要性。
　葉卉卿指出，愛評網的創起是以
符合人性的互動而發展的，如開發
「小編的話」，讓使用者在網路世

界中感受到與人對談的親切感。他
表示，網路的多元性必須要有特色
才有發展和突破的機會，愛評網則
以分享概念，延伸出公平的評論，
增加網站說服力，讓消費者能看見
完整訊息。他鼓勵學生，「看著
夢，往前走。網路的無限可能，來
自你們的無限可能。」產經二周詩
晴說；「聽完演講受益良多，相信
自己未來會做好充足準備。」

奧美行銷白崇亮  分享品牌文化創意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國際企業系於上月31日邀請台灣
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董事長白崇
亮演講「文化創意與創意文化」主
題。他提到現今的品牌行銷著重文
化創意產業。他以全聯福利中心行
銷的廣告為例，說明奧美集團如何
在消費者心中建立「便宜」的印象
外，再以創意實驗證明「便宜有好
貨」，最後用電視傳媒的方式，進
一步行銷全聯福利中心的產品。
   他指出行銷不等於好看，而是創
造消費者內心的形象。他以「淡江
大學」為例說明，畢業生對淡江大

學的形象，或是企業主對淡江的印
象，這就是品牌。白崇亮提到企業
主面對求職者希望他們具備好奇、
靈敏、熱情、勇敢、負責及合作6
種特質，勉勵同學能加以發揮。最
後，致贈3位提問者《勇於真實》
一書。發問者之一的國企碩二張瑚
娜興奮的說：「聽完演講後，我重
新燃起對工作的熱情。之前因工作
忙碌而失去熱情，但現在我知道，
只要熬過前面的倦怠期，就能獲得
更深層的專業知識，並發覺先前忽
視的事物。」

體驗電子書新趨勢  宋慧芹教你掌握

校園健康人物

   「外籍生學習策略工作坊」針對
中文學習，協助外籍生找到適切的
學習方法。（攝影／李鎮亞）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資訊與圖書館系於上月30日舉辦
「創作者的新舞台-電子書的創作
與出版」講座，並邀請長晉數位股
份有限公司媒體FUN電書總編輯
暨總監宋慧芹，與同學分享如何製
作電子書以及電子書未來的趨勢。
利用影片結合有獎徵答的方式，使
這場演講更生動活潑，最後所附贈

DIY電子書的試用軟體，讓聽者滿
載而歸。宋慧芹建議，在製作電子
書前先了解主要閱讀對象的喜好，
再設定製作主題。資圖系兼任講師
曾堃賢表示，邀請宋慧芹與同學分
享製作電子書，幫助同學了解電子
書的概況外，並希望期末時，能製
作自創的電子書。

  政經四卡洛思（左）上課時勤
作筆記，學習中文書面報告的撰
寫。（攝影／李鎮亞）

   有20年運動經驗的江夙冠，

在去年身體微恙並康復後，更

體會活在當下及健康的重要，

常感激仍有繼續運動的機會。

「提醒大家不要因為生活忙碌

而忘了運動，運動不見得是為

了要擁有姣好的身材，最重要

的 是 透 過 運 動 來 保 持 身 體 健

康。」（文／林俞兒、攝影／

鄭雅文）

   

金
鐘
導
演
陳
慧
翎
於P

P
A

P
ER

 
C

A
FÉ

與
大
家
分
享
人
生
經
歷
。

（
攝
影
／
洪
翎
凱
）

   陳彥伯熱愛棒球，在他的辦公室中可以看
到棒球明星照片及公仔的身影。（攝影／
曾煥元）

班。為了再增加運動多樣性，

他號召身旁愛好運動的同仁，

邀請校外的老師，開設拉丁

有氧的課程。此外，他也喜

愛 在 黃 昏 時 刻 的 校 園 內 健

走；周休假日也會到陽明山

享受爬山的樂趣。他表示，下班

後在校園內健走，不僅可以紓解

壓力，更可以在這個時刻享受淡江

落日餘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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