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成人教育部承辦之海外華裔青年
臺灣觀摩團第1梯將於3日（週二）
起，安排來自中南美洲119名學員
體驗21天的福爾摩沙風情。在21天
的環遊全島行程中，輔導員除帶領
學員認識臺灣，也安排參觀總統
府、中正紀念堂、臺北101與西門
町繁華臺北的夜晚、桃園與臺中認
識閩客族群的庶民生活、遊覽古色
古香的府城臺南，且前往港都，體
驗高雄的熱情與美麗。輔導員將帶
領國外學員享受臺灣特有風情與文
化，介紹寶島之美。（成教部）

教部優秀人才跨國培育案徵件

【本報訊】教育部為推動人文及社會科學基
礎人才向下扎根，舉辦人文社會科學優秀人才
跨國培育先導型計畫徵件活動，選送優秀大學
部學生赴國際知名大學進修，增進參與國際學
術社群的機會，分別有科技教育業務推展、網
路通訊、資訊軟體、未來想像與創意等14類人
才培育計畫，凡入選學生將獲得6萬元來回機
票補助、國外進修機構學費全額補助、國外生
活費25萬元補助，若為審核通過之低收入戶身
費者生活費補助可提高至40萬元，詳情請參考
該計畫網站（http：//hss.edu.tw），並於4日
（週三）前將相關資資料繳交給國際處承辦人
員李靜宜（校內分機2002）。

紀鎮江獎學金頒萬元勉後進
【本報訊】本校英文系及美國研究所校友紀
鎮江所成立的「紀鎮江先生獎學金」，於12月
27日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頒獎，得獎的英文二
劉秋蔚及美研所碩二郭芸瑄各獲新臺幣1萬元
獎學金，及中英文獎狀乙紙，高柏園勉勵獲
獎同學，面對不景氣的時代，學生應該多元學
習，充實自我。受獎的劉秋蔚表示，「很感謝
學長提供經濟上的支援，獎金將存下來做為往
後學習經費，並努力充實自己，不辜負紀鎮江
學長的期望。」

境

喜歡寫作、旅行和拍照的澳門生
中文三梁子亨，以自身旅行經驗在淡江之
聲擔任「大輔的環球日記」電臺節目主持
人，「雖是中文系的學生，但可運用淡江
提供的資源，讓我在臺灣可以尋夢。」
來臺3年，放假之餘便騎單車在臺灣旅
行，曾騎單車繞北海岸一圈等，他期待，
「旅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對的心情、對的
夥伴，才會有對的感覺，希望有一天能完

成環島的夢想。」在
徵選至淡江之聲
後，他將旅遊經
驗結合廣播劇，
和電臺夥伴一起
製播「大輔的環
球日記」，描述
主角大輔環遊世
界的奇聞趣事，
「透過大輔的旅行

國際級大師演講
中央研究院院
長翁啟惠（攝
影／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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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啟惠蒞校談醣化學 啟發學子
朱敬一6日講演臺灣經濟發展機會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中央
研究院院士、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朱
敬一，受經濟系之邀，將於6日（週
五）下午2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開
講，講題為「國際情勢下的臺灣經濟
發展機會」。朱敬一於2003年獲得總
統科學獎，近年將所學以深入淺出的
方式融入現代社會問題，期望學生能
主動關心時事與社會現況，本次演講
也將延續以往風格，並探討臺灣在全
球化來臨的時代擁有的發展機會。經
濟系系主任莊希豐表示，朱敬一是個
學經歷都非常豐富的學者，相信他的
演講會帶來許多新的觀點，歡迎全校

師生前往聆聽。
化學系也於12月19日邀請中央
研究院院長翁啟惠，以「From
Carbohydrate Chemistry to Translational
Innovation／從醣化學研究至創新發
展」為題蒞校演講。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翁院長是
醣類化學研究的權威，是世界首位成
功以酵素技術大量合成複雜多醣物
（多醣及醣胜肽）的科學家，被認為
極有機會成為下一位華人諾貝爾獎得
主；透過他的演講，可替學生帶來學
習上的啟發，也能讓系上的教師了解
研究的執著與深耕精神。

文創「賣」向國際賽終出爐 B.K.得獎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文創
「賣」向國際大賽賽果出爐！1個多月
的賽程，於12月24日成果發表中劃下句
點。由於6組都沒有完成商品銷售，因
此第1名從缺，由國企二鄭為中等5人組
成的「B.K.（Brilliant Kingdom）」拿下
第2名，資圖四張家瑜等3人組成的「馬
克蝦」和企管進學三蔡培琦等6人組成
的「淡江獅」並列第3。最佳團隊精神
獎由「B.K.」和「淡江獅」拿下，還增
加了「樂在其中」、「排除萬難」、
「有所堅持」3個獎項。擔任評審的大
傳系助理教授黃振家表示，除將商品

經歷，我可以將我的旅行夢想，寄
託在主角上，也讓聽眾在空中完成
旅行。」
梁子亨認為，夢想是要實踐的，
即使會被嘲笑也要努力完成，
憑著這股熱血，大輔梁子亨
用樂觀積極的態度面對未
來，勇敢追
夢。（文／
楊蕙綾、攝
影／謝佩
穎）

銷售出去是關鍵外，此次的評選重點
也在於，將商品行銷整合至ebay平臺過
程時，如何解決消費者見不到實體商
品的困難、加上文案翻譯成英文後，
是否仍具吸引力、及成果發表的表現
等都是評分的重點。
蔡培琦表示這次學到很多，也認識許
多志同道合的參賽者。雖碰到很多狀
況，能給下次比賽當作參考，「名次
不是重點，把第1名留到下屆！」鄭為
中表示，在認證上遇到了太多問題，
雖然能在時限內解決，可惜沒有時間
盡情發揮，有機會還要再參加。

外語學院講座分享翻譯應用 愛情公寓林志銘 鼓勵創業築夢

淡江之聲４生

Rainbow Channel
Sweet your heart

卓爾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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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性、市場發展潛力等，作為評選重點。凡只要
入選展覽名單中，其製作節目可以在9x9.tv的頻道商
店街中，獲得3等獎以上者，則獲得放在首頁推薦頻
道，預計在2012年3月播放。
「Rainbow Channel」的頻道製作人為大傳四許瑞麟
和統計四的郭弋綸。郭弋綸表示，這次主題以同志議
題為主，頻道內容以youtube為素材，他認為勝出關鍵
在於，題材獲得評審青睞及分眾區隔化利於商業性結
合，「最大的收穫是可以見到許多資深媒體人，也觀
察到臺灣未來的媒體趨勢。」
大傳二劉若薇和公行二的李宛霖，則以甜點為主
題，製作「Sweet your heart」頻道。劉若薇表示，雖
然這個主題沒有特殊之處，但是簡報的過程中，利用
評審桌上的點心互動，加上因為喜愛甜點，所以可
以生動的表達，「最大的收穫，就是學習到做事的態
度。」
淡江之聲電臺助教何嘉敏表示，參賽的同學，平常
除製播電臺節目外，還要再挪出時間跟著指導老師，
學習新頻道的運用、媒體企劃書的討論、頻道的製作
等，「能夠獲獎，真的很替他們高興。」

蘭陽校園於12月28日舉辦林美淨山活動，學生紛紛捲起袖子幫忙清除垃
圾，並樂在其中。（圖／蘭陽校園提供）

管理學院接待參訪團 親善交流促招生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學生積極創業，12
月23日由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大專生涯發展協
會共同主辦的「聖誕APP—網路創業不是夢」講座，邀請
資管系校友「愛情公寓」創辦人之一的林志銘、「橙果
數位行銷」總經理柳東全來分享網路創業的經驗，吸引
了40名師生到場聆聽。「創業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林志銘就讀資管系時就有了創業的念頭，畢業之後也沒
有放棄夢想；而柳東全說喜歡創業是「個性使然」，笑
稱「不喜歡被人家管」，出社會之後到公司上班，覺得
不適合自己的志向，開始自己的創業路。兩人藉著主持
愛情公寓創辦人林志銘分享網路
人的Q&A方式分享創業上遇上的困難，並依據自己的經
創業經驗。（圖／創育中心提供）
驗給予同學適切的意見。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澳門理工學院
學生會管理科學高等學校學生會於12月28日蒞
校參訪，由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帶領管理學院
7系系主任負責參訪行程及接待，並邀請國際
長李佩華，說明僑生在本校的就學及輔導情
形。會後安排圖書館、宮燈教室等校園巡禮活
動。
本次參訪行程中，由王居卿主持，在說明會
中致贈魚酥等淡水名產，同時以60年校慶紀錄
影片介紹本校歷史，也說明管理學院的師資、
系所特色和學生在校內外表現。王居卿表示，
希望藉由此次的交流，讓澳門同學多認識淡
江，並增加他們來本校就讀的動機。本次帶團
老師之一的澳門理工學院副教授彭詠璇表示，
這次的參訪經驗，讓學生了解臺灣的教育環
境，並增進澳門與臺灣學生的交流。學生會代

理事長劉靖強表示，感受到學風的自由，會考
慮來淡江念碩士。
中南部9所高中：臺中清水高中、宜寧高
中、明道高中、彰化溪湖高中、啟智學校、
彰化高商、臺南新化高中、高雄鳳新高中及小
港高中組成參訪團，於12月22日蒞校訪問中成
員包含教務處組長、校長室主任秘書、學務處
組長、輔導室主任及導師等。本校由管理學院
負責接待，座談會中有教務處招生組組長陳惠
娟、學務處等人與老師們交換意見。會後由王
居卿陪同，參觀文錙藝術中心、游泳館等校內
設施。王居卿表示，本校中南部的學生較少，
期望這次的訪問。未來，管理學院將派約20位
老師，前往中南部學校進行招生，並宣傳推廣
本校的特色，讓更多學生能有意願來本校就
讀。

聆聽自己 從平凡中找出驚喜

陳日新說故事打動人心觸發共鳴 躍進成功的人生

【記者林俞兒專訪】大傳系校友陳日新，
運用說故事的方式，強化溝通能力，其所創
立的「說故事行銷學院」，應邀至賓士汽
車、奇美電子、統一企業等大型企業輔導行
銷、管理與領導內訓，並獲天下雜誌、遠見
雜誌、經理人雜誌等媒體專訪談故事行銷的
成效。問他如何說故事，他笑著說，「說故
事就是從聆聽自己開始。」
擁有20多年行銷資歷的陳日新，「22、32、
36」是他生命中奇妙的轉折數字，22歲踏入
業務行銷領域、32歲擔任金革唱片董事、36
歲創立「說故事行銷學院」。在旁人看來平
順豐富的經歷，對他而言，每項都是冒險
及自我膽識的突破，他喜歡在平凡中發掘
驚喜，引起行銷的熱點，如「坣娜-漂亮瑜
珈」、「左岸咖啡專輯」及臺北愛樂以直效
行銷方式，創造6仟萬「世紀古典之最」CD
熱潮等。他表示，「從工讀生的沿街叫賣，
到後來規劃音樂影音專輯、輔導企業行銷活
動，這些行銷內容並非憑空而來，都是需要
一再溝通，了解企業或商品特性後，向別人
傳達核心價值，才能有差異化行銷，進而獨
特。」
在他的故事行銷學院中，他以「熱情力、
結構力、感動力及變現力」為原則，加上真
實案例及實際運用，來培養故事的能力。陳

日新感謝就讀大傳系期間，曾在課堂中學到
「如何在1分鐘內介紹自己」，老師以報紙版
面為例，鼓勵同學創意發揮介紹自己，讓他
收穫最多，也應用在輔導教學上，他回憶表
示，「這種『定位自己』的方式，是跟自己
對話很好的方式，藉由在有限的版面裡，說
明自己的生平，並找出自己的特色和差異，
才能讓大家了解與眾不同的你，也能展現個
人魅力。」
平常的陳日新除啟發說故事能力外，也出
書分享自己的行銷經歷。2007年，他出版
《熱情行銷俠的28個分享》受邀到臺灣賓士
汽車擔任行銷講師，「當時，我只想將我的
經歷彙整成冊，沒想到會有這樣的機會，這
可是出書前不曾想過的事。」因此，為更了
解臺灣賓士汽車的運作內容，他在課前花了
一週時間，從宜蘭到臺北、桃園、中壢、臺
中、臺南、高雄，幾乎走遍每個經銷據點，
直接與他們面對面溝通，充分掌握業務內容
後，提出屬於臺灣賓士汽車的說故事行銷課
程，共有20位經銷商老闆與營運主管、30位
銷售經理、230位第一線行銷代表參與，引導
他們找出自己的故事，創造屬於銷售員的價
值服務，及提升高銷售的營業額。
他認為，故事是古老的影響力工具之一，
每個故事的產生都是種由內而外的過程，

「先從自己產生真實感後，再透過各種敘述
方式，幫助自己打動人心，產生共鳴、認同
及信任感後，最後才會影響人們對事情的詮
釋，行銷才具意義。」陳日新自創影像故事
敘述法：創造故事時，如同攝影師般先讓聽
者產生畫面；挖掘故事時，如同剪接師般拼
湊出不同故事間的連接性；最後，如同燈光
師般聚焦、找出爆點及切點，讓受眾產生興
趣及共鳴，他笑著說，「行銷，就是說出好
故事，這是很重要的，只要有好故事、具有
真實性，誰都有機會勝出。」
每個成功的故事都需要花費時間做事前的
準備，從故事的發想、將故事整理成文字、
學會抓到核心內容、練習表達、並從他人的
反饋中反覆修正學習、應用到不同場合等，
這些繁複的過程是必須要常常練習的，陳日
新打趣的說：「其實說故事行銷是窮人、笨
人及笨企業的武器，實在是太花費時間準備
了。」但因為故事行銷所創造出的商機，讓
他不厭其煩地將故事行銷應用在生活中，如
求職面試、總統政見發表會、銷售商品、教
學等，「因為運用故事，可以說出個人的魅
力與價值。」
他強調，累積足夠的故事題材是說出好故
事的關鍵，並以增加閱讀的深度和廣度、強
化故事的結構性和豐富度外，並以豐富的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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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7-3-01.indd 1

美洲所美國組碩二童政儒參加
由日本交流協會舉辦的「臺灣學
生訪日團」臺日學生交流，於12
月8日至17日與全臺11名學生代
表，前往日本立命館大學等地發
表論文。童政儒表示，這行觀察
到，日本研究生會發展自己的研
究理論，別於臺灣學生多以引用
學者的理論進行分析，令他收穫
良多。他認為，這是值得學習及
努力的方向。（謝孟席）

蘭陽林美淨山 學生攜手做環保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
導】連續濕雨多天的蘭陽校
園，在12月28日總算放晴，
延宕數次的林美淨山活動，
總算可以成行。負責這活動
的教官黃銘川表示，希望同
學在學習專業知識以外，還
可以學習體恤環境，了解我
們只有一個地球進而好好愛
護。當天有數十位學生響
應，並到蘭陽校園附近的林
美步道，幫忙做淨山清除垃
圾的活動。到場參加的資通
四胡竣翔表示，好久沒看到
太陽了，可以在這麼舒服的
天氣下和朋友一起幫助清除
垃圾，「真的是很特別的體
驗，也很高興。」

等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外語學院
將於3日（週二）下午1時至5時在FL204首度
舉辦「100學年度重點研究計畫期中成果發表
會」，請英文系副教授王藹玲和臺灣師範大學
翻譯所教授賴守正擔任發表會主持人，並由英
文系副教授郭岱宗等6位老師以翻譯為主軸，
進行專題演講，有「短文回譯練習的應用與成
效」等6大主題，也邀請相關領域學者共襄盛
舉。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希望透過這場
發表會，讓老師在研究上有所交流、溝通和發
想，也期望由資深教師的分享，讓新進教師能
有所收穫，歡迎全校師生一同參與。

美洲所童政儒赴日交流發表論文

獲雲端頻道策展紅帶獎

【本報訊】本校淡江之聲廣播電臺的「Rainbow
Channel」及「Sweet your heart」獲9x9.tv與D-link、
資訊工業策進會、臺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等共同舉
辦的「從雲端到彩虹：第一屆雲端頻道策展大賽暨跨
校聯展」的紅帶獎，各獲得獎金1萬元。本次的5校聯
展中，初賽共選出66組參展，其中的32組進入決賽，
最後12組獲獎。本校則有9組入選為展覽名單，其中4
組獲入決賽，共有2組得紅帶獎。淡江之聲指導老師
許文宜助理教授表示，很高興學生的作品能獲得業界
評審的肯定，從比賽當中，除增加能見度並促進產學
交流外，也能讓學生在新媒體平臺中，展現創意及掌
握媒體創業工作的機會，目前已經有廠商在洽談相關
合作。
第一屆雲端頻道策展大賽暨跨校聯展籌備委員會說
明，這次的比賽是以9x9.tv平臺為工具，以頻道為單
位，由學生組成團隊，提出頻道企劃書，向評審簡
報。主辦單位提到，本次評審長為臺灣教育傳播暨科
技學會理事長朱則剛，臺視副總經理劉麗惠、友松傳
播總經理薛聖棻、公視新聞部經理何國華、好事聯播
網節目總監翁碧蓮等18人共同評審，以頻道的內容、

蘭陽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北加州校
友會將於7日（週六）晚間在金山灣區華僑文
教中心舉辦新春聯歡會，邀請本校前電算系主
任，現任國科會駐舊金山科技組組長楊啟航，
以「展望全球科技發展趨勢，掌握黃金十年」
為題，與校友以問答方式交流，灣區IDEA主
廚樂團楊居嵐等人，到場與校友同歡。
下午則以「驚驚樂道」為題，舉辦「淡水老
街藝趣街坊」活動，安排迎春揮毫寫春聯、茶
藝品茗、淡水小吃攤位等。北加州校友會會長
宋韶華表示，本次活動主要是紀念已故校長張
驚聲及宮燈大道，並希望這次淡水的氣氛帶到
灣區，讓灣區像淡水小鎮。
而大鼓隊將於2月11日受邀參加，舊金山中
華總商會和西南航空公司聯辦的「中國新年
花車巡遊」活動，當天預計超過5仟人參加遊
行，除現場直播實況，於轉播時將以30秒時間
介紹本校。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
北加州校友會熱心推動海外校友交流，旗下的
大鼓隊經常受邀於舊金山僑區表演，以宣傳本
校，為感謝北加州校友會，預計2012年將擇期
致贈大鼓。

物誌
外生人

空中旅遊夢想家 澳門生梁子亨

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於 月 日應化
學系邀請，分享醣化學研究發展。（圖片／
化學系提供）

北加州校友會新春聯歡展淡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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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來增加臨場應變，「扣人心弦的
故事，可以贏得人心，撼動心靈，
再動之以情，促使他們做出對你有利
的決定，這就是說故事的威力與魅
力！」
陳日新的宗旨是「希望能幫助更多
渴望弄懂故事行銷的人」，他的座右
銘是「功不唐捐」，從開始踏入行
銷領域起，他都會不計結果，努力付
出，希望讓更多的人能說出好故事，
增進自己的變現能力，他也將自己定
位為改變者，期許運用自己的資歷，
來幫助更多人，他說：「行銷時，遇
到限制或是條件不好時，要感到很開
心，因為扭轉了限制，就是改變的開
始。」
他也鼓勵學弟妹們，「不要畏懼動
手做任何事物，要相信自己，因為能
力是要執行後，才會擁有的，也才能
變成自己的資產。」

陳日新的座右銘是「功不唐
捐」，從開始踏入行銷領域起，他
一心希望讓更多的人能說出好故
事，增進自己的變現能力。（圖／
陳日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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