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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聞萬花筒

知識之海．台北校園動態

財金二紀鵬威於3月參加「第六
屆LEXUS校園商業個案競賽」，
至今已經進入十強準決賽。在
比賽過程中，依照主辦單位的題
目，提出不同的創意行銷發想。
紀鵬威表示，藉由競賽的內容，
充分應用課堂學習到的知識，也
吸收更多經驗。他指出，希望藉
著自己的參賽讓更多同學認識這
個賽事。（吳泳欣）

   成人教育部將於26日12時在L522
舉辦美國、英國和澳洲遊學團說明
會，成教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周
湘華表示，自10日起在黑天鵝展示
廳舉辦的「2011遊學展暨地球村博
覽會」活動中，提供有遊學規劃的
同學了解遊學相關訊息。周湘華表
示，這次參展的廠商都經過篩選，
希望同學實現夢想之餘，也降低被
騙的風險，鼓勵同學可以走出去
看世界。請參考遊學團網站http://
www.dce.tku.edu.tw/studytours.
jsp） (王雅蕾)

「 運 動 是 人 與 生 俱 來

的，就和呼吸、吃飯一樣，它帶來的成就

感 、 滿 足 感 、 快 感 ， 只 有 自 己 才 體 會 得

到。」英文四曹永利用堅毅的眼神說出來。

   曾參加過萬金石國際馬拉松21km、台東活

水湖國際鐵人三項、金城銅花盃等各項比賽

的他，直呼每次運動過後，就是爽快。「當

我完成鐵人三項的游泳1.9公里、自行車90公

里、路跑21.1公里，我知道我做到了。」即

紀鵬威進入LEXUS校園準決賽鐵人三項挑戰極限 曹永利
校園健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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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政府發言人 不是化妝師 是「市府裡的記者」

專業媒體人張其強  在歷練中發現忠於真實的自我價值

淡江時報

   【記者陳頤華專訪】給他一枝筆、一個鏡頭，他就能給
你真實。他是張其強，本校大傳系畢業，從記者、主播、
桃園縣觀光行銷局局長，到甫接任的台北市發言人，一路
上職務的轉換，他用流著記者血液的敏感度，一路記錄人
生每一個關鍵時刻。
   「我的人生是有原則，但沒什麼規畫。」瀟灑的張其強
為他記者之路輕描淡寫的下了註解。在大學聯考的年代，
先是考進了淡江歷史系，發現興趣不合，於是萌起轉學的
念頭。對法政有興趣的他，起初想轉學考法律，但意外先
報考了本校大傳，「誰知道就考上了！」到大傳系後才接
觸廣播、電視等傳媒課程。面對日後踏入記者行業，他
說，大學非職業介紹所，大傳系帶給他的，「反而是多元
接觸人、事的一門學問。」學生的張其強，閱讀書籍吸收
知識，學著以清晰的眼光洞察事件。他發現，他所追求的
就是真實原則，就是能看到真實世界的能力。
   沒有計畫的張其強，順著大傳系的專業，報考了聯合晚
報、中視及華視，最後「華視離家最近」成為他報到的原
因。16年新聞媒體的訓練及養成過程，終於讓他看見自己
的價值，並明白他真正想做的，原來就是「呈現真實」
的記者，「曾報導過一系列軍事特戰專題，當時有大量
時間與機會深入報導。」提到那個與迷彩、軍事為伍的衝
鋒歲月，他的眼中滿是熱血。第一線的經驗歷練，讓他有
機會轉戰有線電視，從年代到TVBS，從主播到採訪中心
副理，進入主管職，工作性質由報導轉為指派同仁，以不
一樣的角度身臨其境。位居幕後的他，忘不了前線作戰的
熱情，2009年張其強帶著新聞團隊報導汶川大地震時，與

其他媒體報導災變新聞的差異是在，當災變新聞熱潮退燒
時，他以獨到的眼光報導災後80天的重建以及事件的反省
力，因而獲得第7屆卓越新聞獎。「主播不是我的工作，
記者才是。」靠他的雙眼，在第一線看見最真實的事件，
忠實記錄每一個事件發生的時刻。
   媒體經驗帶給張其強的，是不斷開啟的新視野，讓他從
記者身份，受邀擔任台北市政府發言人，對他而言，發言
人是另一個試煉，是不同的機會與領域。「人脈不一定重
要，而是每個工作累積的能量」他說，當你有能力時，別
人就會成為你的人脈。張其強形容，一路走來工作性質逼
得他不得不嚴謹，記者不嚴謹會漏新聞，主管不嚴謹會打
敗仗，公部門不嚴謹會被議會監督，久而久之，這些「嚴
謹」與「專業能力」便已經內化為反射能力，讓他在處理
事情時，都能有最佳的判斷。
   被外界用放大鏡檢視的發言人職務，張其強為自己定
義，「別人或許認為發言人是市府的化妝師，但我認為
我是市府裡的記者。」首善之都的台北市，有極高的關注
度，過去媒體工作的經驗，讓他知道電子媒體要的是畫
面、平面媒體要的是內容，擔任幕僚的工作的他，就是要
滿足各方需求，「讓媒體了解市府、了解市長。」年初甫
上任就遇上台北市花博盛事，對張其強而言，是曝光度也
是壓力，面對媒體對花博的批評，他感謝媒體挖掘新聞，
找出問題，「我認為發言人不只是說好話和漂亮話，還要
向內反應問題，不只是往外宣傳，更是對市府團隊提供訊
息。」他說，「我的職務是在預警、在提醒，當花博是注
目焦點時，媒體像嗜血鯊魚，而我就是在一片叫好聲中，

扮演烏鴉的角色。」即便是發言人，張其強仍忘不了內心
的記者身份，隨時掌握政經趨勢，當個「懂媒體」的發言
人。
   一天看好幾份報紙、隨時都有即時消息傳入手機，工作
沒停過的張其強，其實是個愛家的人，與主播太太莊開文
擁有一對雙胞胎兒子，外界形容他是「幽默風趣的好爸
爸」，他笑說，「我可是淚水往肚裡吞！」他形容記者的
工作性質讓他懂得調適自己、苦中作樂，用幽默的態度
去看事情。私下的他，會因為偷帶孩子去吃麥當勞而被太
太罵「不健康」，卻不曾在家中為公事而吵架。他不改幽
默本性說，「我和太太是獨立個體，她所任職的TVBS照
樣修理台北市，而我回家修理小孩都來不及了還討論公
事！」這是螢光幕下的主播與記者，沒有犀利的問答，只
有幸福的家人。
   「我最大的夢想是當拍紀錄片！」，忠實呈現事情的原
貌，希望能有一天拍紀錄片的張其強，一路走過來，無論
是記者、觀光行銷局局長或發言人，就是在追求自我的真
實，透過各階段的試煉，滋養出「報導真實」的天賦，而
他就是自己生命中最真實的記者，經累積出來的實力，讓
他擁有舞台就能發揮，擁有鏡頭就能報導，這是他人生的
紀錄片，而且還在持續側拍中。

使說的如此輕鬆，他是在全

程都是抽筋的狀況下完成比

賽，「不為什麼，只想挑戰

自己最大的極限。」

  「投入及自我要求」是他

的信念，除了颳風下雨，天

天 都 會 做 運 動 ， 不 會 找 藉

口。

   已經四年級的他走在淡江

校園中，卻不知道小小麥、月亮

咬一口位在何處，「每天除了上

課、回家及吃飯，就是游泳館、

操場、籃球場。」

   曹永利立志參加台灣所有的運動

比賽，在每一次的磨練拿到最好

的名次，將來當運動代言人並學

好英文，將理念傳遞給全世界，

這是他對自己許下的願望。（文

／洪予揚、圖／張峻銓）

理學院甄選大一數學班服務員

6國與會 交流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
   【本報訊】經營決策系將於21日（週六）在
商管大樓B712舉行「2011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
策國際學術研討會」，並邀請美國、捷克、印
度、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國進行文章發表，由學
術副校長虞國興開幕，並請到清華大學工業工
程與工程管理系特聘教授簡禎富博士進行專題
演講。經營決策系主任廖述賢表示，藉著國際
研討會的舉辦，使得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學者，
能夠共聚一堂，交換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的研
究成果，歡迎校內的師生踴躍參加。詳情請洽
決策系助理黃千修，校內分機2185。

學教中心TA期末評量

                    大四學生座談會 互動熱絡 畢業考23日起舉行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99學年第二學期
「教學助理教學回饋意見調查」期末評量方
式，已經改由網路填寫，請於23日至6月5日
止，自行上網填寫：http://info.ais.tku.edu.tw/
tas/。詳情洽業務聯絡人教師教學發展組助理
林姿均，校內分機 2121。

   【本報訊】本學年度畢業考將於23日至29日
舉行，同學須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卡、
駕照等應考。學生證遺失者，可於考前攜帶身
分證及照片2張，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學生證
補發。教務處提醒，請同學詳閱並遵守考場
規則，考試開始20分鐘後不得入場、60分鐘內
不得出場；並不得攜卷出場、意圖作弊（如夾
帶小抄）或其他舞弊行為，違者依考場規則議
處。另外，畢業考試適逢上課的同學，得持考
試小表向任課教師請假，參加畢業考試。

學教中心學習社群讀書會報名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即日起至20日
（週五）止，理學院開始「理學院大一新生數
學加強班」服務員徵選活動，凡理學院學生 
（含研究生）皆可報名，並於24日晚上7時在
科學館S103辦理徵選。通過徵選者將在8月21
日至24日（4天3夜），擔任100學年度理學院
新生數學加強班的服務員。理學院秘書江夙冠
表示，此數學營活動是為避免理學院大一新生
求學時有挫折感，因此舉辦暑期輔導，讓學生
可事先為微積分等課程打好基礎，並強化自我
學習能力；同時藉由學長姐帶隊活動，增進與
新生情感。服務員待遇：依學校規定每小時98
元，每日12小時，共4日計。歡迎有興趣且八
月份時間上可全力配合籌備的同學，至理學院
網站下載報名表（http://www.science.tku.edu.
tw/app/news.php?Sn=29），或洽江夙冠，校內
分機2534。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學生自
主閱讀也可進一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學
習與教學中心將於31日12時在I601舉辦「有何
BOOK－淡江大學學生學習社群讀書會推廣分
享會」。本次分享會的內容將以活潑的方式呈
現，如賓果遊戲等。歡迎曾經參加過及有興趣
的學生，於23日前至http://enroll.tku.edu.tw/
index.aspx報名。相關問題請洽學生學習發展
組劉欣怡，校內分機3531。

文創學程暑期實習17日說明
   【本報訊】資圖系將於17日（週二）中午12
時在文學館L407舉行「文創學程暑期實習說明
會」，會中說明今年7、8月將媒合學生到文創
產業進行暑期實習，實習結業學生方可在 100 
學年度第1學期選修「全球文創平台開發與實
習」課程。資圖系助理張瑜倫表示，本實習課
程每年僅辦理開課一次，並只在說明會期間受
理登記申請，學生是「現在選、暑期實習、下
學期選課」，請修習文創學分學程之學生注意
修課權益。實習受理期間即日起至20日止，歡
迎有興趣的學生填具申請表後送回資圖系系
辦。詳情請洽張瑜倫，校內分機2382。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99
學年度「蘭陽校園大四學生與校長
有約」座談會，於10日下午3時在強
邦國際會議廳舉行。校長張家宜、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偕全球創業發
展學院院劉艾華、各學系主任及專
任教師共同出席參與。校長張家宜
表示，希望蘭陽校園在全校師生共
同努力下，成為淡江大學最引以為
傲的特色學園。
   本次活動共有116位師生參加，透
過活動讓師長瞭解學生們於大三出
國期間的學習狀況、生活點滴及經
驗分享。旅遊四洪允中表示，「希
望學校增設創意相關課程，以增加
創新的思考的能力。」

中日韓學術圓桌會議探討芥川龍之介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於7日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及T311舉辦「芥川龍之介與
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中、日、韓等地
多位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發表多篇論文，
並進行圓桌會議。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指出，
學者從各個不同面向分析芥川龍之介，包括其
創作風格、架構及對東亞的影響等，同時也比
較過去和現在對其評論有何差異。日文碩二范
舒涵表示，研討會結束前的圓桌會議讓她印象
深刻，針對芥川龍之介的作品進行深度的探
討，啟發她不同思考面向。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在教室上課不
稀奇，田野中學習更有趣！通識與核心課程中
心講師盧耀欽開設的「生態社區建構」課程，
帶領260位學生前往關渡自然公園，讓學生穿
著青蛙裝，到溼地下水割草，以及赤腳在稻田
中除草。盧耀欽表示，這次活動除了讓同學參
與國際重要濕地的生態工作，對環境保護做出

貢獻外，這些志工經驗對學生的就業發展也有
幫助，「同學們在活動結束後不但都給予正向
的回饋，也經由這次經驗創造自己的價值。」
   已經第2次修習該課程的建築五傅光駿表
示，第1次參與服務時，因為一些原因沒辦法
如願下水割水草，為了彌補之前的遺憾，再次
修習該課程，「能幫忙維護自然生態是件有意

義的事，過程中也能認識很多小動物，非常值
得！」下田拔雜草的公行二許文欣表示，當天
就像是來到了實體的「開心農場」，網路上的
開心農場除草可以增加經驗值，實際下田除草
也增加了人生的經驗值，「除草時沒拔多久就
累了，想到農夫們還要細心地插秧、施肥，讓
我更深刻體會他們的辛苦。」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7日在台
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第七
屆紀念鈕先鍾老師戰略學術研
討會」，主題為「變遷中的東
亞戰略情勢：挑戰與機會」，
吸引200多人參加。戰略所所長
翁明賢表示，近年來東亞地區
的情勢每每成為世界的焦點，
除經歷美中匯率競合、南北韓
軍事緊繃、兩岸經貿合作等情
勢起伏外，加上近日日本發生
複合式災變，更促成非傳統安

全議題的重要性。
   此次研討會邀請國內大專院校
近30位學者探討東亞的戰略情
勢，藉以達到建構淡江戰略學
派運用務實的概念，以及「實
際」與「學術」並進的目標，
提供學者與研究生們不同的觀
點。中華經略國防知識協會副
研究員王志鵬開心地說：「這
次研討會邀請到很多大師級學
者，議題也相當吸引人，令人
非常滿意。」 弱勢生增能教師工作坊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及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將於20日（週五）及
21日（週六），在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
「弱勢學生增能教育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
師培中心主任暨課程所所長游家政表示，弱勢
教育方面常談論得多，但實際行動卻很少，原
因是學校政策及設備等問題，「本次研討會藉
由每位老師分享困難，與解決的方法，讓參與
同仁們未來能順利實行。」
   研討會與工作坊主要探究教師們如何在弱勢
學生的教育下實踐信念，並擴增視野，讓弱勢
學生有增加能力的可能性，也使老師和研究者
有互相學習的機會。議程包含專題演講、圓桌
論壇等，以弱勢教育教學經驗及教師角色的探
究等為題進行論文發表和綜合座談。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化學系及中國化學會主辦的「2011
國際化學年」系列活動，於7日在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正式開幕。中國化
學會理事長鄭建鴻、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李遠
哲及本校理學院院長王伯昌等人，共同參加開幕。翁啟惠表示，希望能
藉此活動讓民眾更了解化學。李遠哲指出，希望透過此次活動能讓更多
女性投入科學研究。本次系列活動是以「化學-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未
來」為宗旨，其中本校設計「化學下鄉」活動，藉以巡迴全國各地進行
化學科學普及教育宣導，至今已訪問數十所學校，讓化學走入民眾，並
扭轉一般民眾普遍對「化學既有害又危險」的刻板印象。

2011國際化學年科教館開幕

                           赤腳下田親除草  學生體驗農事苦

蔣國樑家屬加碼捐款  鼓勵創作古典詩
   【本報訊】古典詩創作者蔣國
樑先生家屬為完成蔣先生推展
古典詩詞的遺志，於今年加碼
捐款10萬元，藉由這筆獎金能
續辦古典創作比賽。蔣先生家
屬蔣國榆女士表示，去年參加
「第一屆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
作獎」的頒獎典禮時，感受到
淡江學生對古典詩詞的活力，
「希望藉由貴校的詩詞之聲，
延續哥哥對古典詩詞的熱愛，
就好像是他生命的延續。」中

文系系主任張雙英說：「感謝
蔣國榆女士給這樣的機會，尤
其是在古典詩詞逐漸不被重視
的今天。基金的成立與比賽的
推廣，象徵著文化傳承的使命
與願景。不僅推廣蔣國樑先生
的心願，希望年輕詩詞創作者
能走得更好。」負責創作獎事
宜的中文系教授陳文華表示，
已在規劃第二屆比賽，在100學
年將預計擴大徵稿，歡迎大家
踴躍參加。

僑生彭忠明英語歌唱賽奪冠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由英文系主辦
的英語歌唱比賽，3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共
28位同學參加，最後由來自印尼的僑生國企四
彭忠明以<Forget You>奪冠。他表示得到冠軍
後，最想跟朋友一起分享喜悅。比賽現場競爭
激烈，參賽者各個拿出看家本領，有的選唱抒
情曲，有的忘情詮釋藍調，彭忠明的演唱帶有
R&B風格，獨特的嗓音一開口便抓住觀眾的
心。他說：「從大二時，受室友影響開始接觸
吉他，參加比賽是想藉此認識更多音樂理念相
同的朋友。」

   校長張家宜（左三）、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左二）偕全
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左一）及資訊創新與科技系系
主任林銀河（右二）、旅遊與旅館管理系系主任張淑雲（右
三）、多元文化與語言系系主任王蔚婷（右四）、全球化政
治與經濟系系主任鄭欽模（右一）共同出席座談會。（攝影
／李鎮亞）

   座談會Q&A時間中，資通四楊紫涵
（左一）分享出國經驗。（攝影／李
鎮亞）

200多人參加

生態建構課程

與校長有約

東亞戰略情勢研討

   2011國際化學年於科教館開幕，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前排右
五）、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李遠哲（前排右四）及本校理學院院長王
伯昌（前排左五）等人，共同參加開幕。（圖片／馮文星提供）

   張其強順著感覺走，從記者到發言人中，在每個階段的
歷練中，發現忠於真實的自我價值。（攝影／羅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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