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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之域．台北校園動態

學英文拿獎金！成人教育部推廣
教育中心主辦「實戰多益課程」，
為提升學生多益的英語聽、說、
讀、寫能力，並分析題型與應試策
略，熟悉考試題型，幫助學生迎戰
TOEIC，參與課程者後多益達到990
分滿分者即可獲得2萬元獎助！課
程說明會於今日（17日）中午12時
在T605、第2場於18日中午12時在
T604舉行，相關報名資訊請上線
上報名系統網站（http://enroll.tku.
edu.tw/）。（本報訊）

寫程式超給力

超神團體戰術

馮志峰

你以為大陸學生總是無時無刻手裡捧著教
科書，窩在圖書館認真念書沒時間玩社團？來
自寧波的資工二馮志峰，參加系羽及陸生校友
會的活潑大男孩，很難聯想到他是資工系連續2
學期書卷獎的得主。
對他而言，在大學以前渡過了一段高度競爭
的求學經驗，來臺灣讀書後發現讀書其實可以
很輕鬆，大一時拿到近滿分的計算機程式語言
與微積分，這個許多同學的夢魘，他卻能讀得
得心應手，訣竅是「算就對了！」由於老師上
課進度很快，所以得在課前先瞭解上課內容，

上課中「直接」算一遍，「老師的方式
不一定適合每個人，但我會強迫自己，
老師課堂上算幾題，我就得當場算幾
題。」上課認真聽講，並訓練自己的解
題時間，這樣的努力，讓他微積分能高
達99分。
陸生的身分，讓他容易被老師及同學
記得，更讓他在寫程式時遇到一群「給力」 的
好隊員，他說程式相關科目要高分，就是得要
善用「團體戰術」！和同學組成小組，在編寫
程式時依專長分配工作，「來自不同成長背景
的我們，有各自不同的idea，更多的思維碰撞，
才能激出更多的創意，對於寫程式很有幫助的。
而且臺灣學生的創意真的很多！」他更透露好
成績小秘訣，就是和同學、助教及教授「套」
交情，拉近彼此間距離，「尤其是助教特別重
要，他不會洩題，但你可以不斷『打擾』他，

問問題，相約吃飯聊天，讓
『學習』這件事不要這麼枯
燥、孤單。」
「要讀書也要會玩，讀
書也能讀得開心！」花
了很多時間在圖
書館的他，其
實把該讀的
都好好在
圖書館看
完了，剩
下的時間就盡情地
去
打羽球、參與校友
會，「其實課業可以靈活一點，只要瞭
解內容了，再自己多做點練習，不用一
定要死讀書才能拿到好成績！」（文／
王雅蕾、攝影／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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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傳四方品鈞參與設計潘瑋柏全新專輯封面

資傳四方品鈞日前獲選於UNGallery線
上藝術設計平臺，成為駐站藝術家；大
三暑假期間，也至知名設計師聶永真的
工作室實習，負責設計日前發行的潘瑋
柏專輯預購單，更參與封面的排版。國
小開始就喜歡畫一整本有劇情的漫畫，
也常常逛書店，看很多設計和攝影相關
領域的書籍，他認為不斷的多看多做，
才能進步。他也鼓勵對設計有興趣的同
學多多嘗試，不要害怕挫折，因為那都
是成長的動力，熱愛設計的他堅定地
說：「可以的話，我想設計到沒有力氣
為止的那天。」（文／林妤蘋）

境外生總人數高達1199人 3新社團凝聚在臺向心力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林妤蘋蘭陽校園報導】根據目
前國際處境外生人數統計，99學年至101學年，境外生
總人數由760、923，增加至1199人。因應本校境外生總
人數的持續增加，本校在招生和輔導上也不斷的用心。
招生組組長陳惠娟肯定地說：「不斷持續舉辦教育展，
讓海外學生更認識淡江，並藉由外籍生親身對淡江的體
驗，讓他們回到家鄉後，成為最好的招生種子。」境外
生輔導組組長陳珮芬說，「今年也加入外籍同學聯誼
會、港澳同學會、大陸學生校友會3個新社團，加強社
團的交誼，更能凝聚學生的向心力。」
其中蘭陽校園境外生人數也從99年的21人到本學年度
增加為51人，全球政治經濟學系的外籍生比例占蘭陽校
園的9成，系主任鄭欽模說：「最好的招生方式就是照
顧好現有的每個外籍生，全英教學也是蘭陽校園的一
大優勢，讓外籍生即便中文不好，也能和大家一起上
課。」他也表示有一些特別的政策可以幫助外籍生，例
如鼓勵1位外籍生和1位本地生住同一個寢室，不僅讓本
地生有多語言上的練習機會，也能讓外籍生更方便得知
生活或學校的訊息，透過彼此互相交流，以達到跨文化
學 習 的 目 的 。 平 時也不定期舉辦參訪活動，去

（攝影／羅廣群）

cheese!
愛臺灣耶！

年也曾舉辦書畫之夜，請駐校藝術家帶領外籍生畫
國畫在衣服上，藉此更加了解臺灣的傳統和風俗民
情。
陳珮芬則分析，陸生的部分，因政策一直在變，
加上陸生家長對學生在臺的狀況十分關切，故在輔

導上本組要花更多時間。陳珮芬說明，今年
暑假，境外生輔導組針對境外生新鮮人，在
暑假就已展開輔導追蹤，比如學長姐先讓新
生認識淡江、提供住宿須知等。而針對僑生
人數增加，陳惠娟特別提到，「我認為這和
今年香港改變學制有很大的關係，當然，我
們也有很龐大的校友在替學校作宣傳，例如
淡江大學香港校友會。」此外，本校為提高
各系所招收境外生的意願，因此增加補助金
額，希望能透過境外生的影響力，使本校更
國際化、多元化。
港澳同學會會長保險二談敏玲說明，境外
生輔導組成立後，不僅資料辦理更方便，但
他提及，「最近開學時期非常忙碌，許多社
團招生和入學資料辦理一併進行，提醒境
外生不要錯過自己喜愛的社團招生面試時
間。」對此，嚕啦啦前社長企管四劉雅倫建
議，希望外籍生仍能在忙碌之餘，撥空逛逛
海報街，另外學校社團多元，外籍生可以根
據自己的興趣，朝其它方向選擇。

EMBA新鮮人報到
EMBA商管聯合碩士在職專班於8日上午10時在臺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行
開學典禮，校長張家宜、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林江峰、商管碩士在職專班聯合同學會理事長許義民皆到場與學生齊聚一
堂。典禮中頒發學業獎，談到如何兼顧工作與學業，國際商學碩專班林士
超說，讀書沒技巧，重要的是「讀重點」，他謙虛地說，其他人更優秀，
我只是比較幸運。校長張家宜勉勵同學能在2年內發揮最高的求知慾，順
利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文／李蕙茹、攝影／鄧翔）

進步獎增團體自我預期刺激學習
【記者林
妤蘋淡水校
園報導】挑
戰成績拿獎
金！為刺激
學生學習，
學習與教育
（攝影／劉代揚） 中 心 於 首 次
增加「自我
預期」和「團體學業成績學習」進步獎勵方案，由於舉辦3學期的「個人進步
獎」報名人數由100學年度上學期的157人增加到下學期的223人，反應良好，
學教中心專任研究助理邱秋雲說：「希望藉由這些獎勵方案，讓學生能夠自
己和自己比較。」曾獲獎的統計三唐子鈞說：「透過這樣的方案，讓讀書變
得更有勁，也更加有成就感。」
「自我預期」主要是給在過去的大學期間曾有1次二一紀錄者能夠有激勵自
己的機會，在務實預期的範圍內，評估自身可能進步的空間，每學期擇優獎
勵10名，各可獲得1千元整及獎狀乙張，統計三鐘元廷表示，「大二下不小心
有了1次二一紀錄，因此現在就得在課業上更加努力，得知有這個獎學金方案
後，讓自己得到更大的動力和信心。」。
而「團體」部分則是希望能透過獎金，吸引更多人共組圖書會，每團可有
3至6名團員，每學期前3名的組別各可獲得3千元整及個人獎狀乙張，進步幅
度計算和「個人進步」學業成績學習進步獎勵方案相同，皆和上學期成績比

挑戰成績拿獎金

校園便利貼.
學習與教學中心為讓新聘的專任教
師能更快了解淡江文化、教學環境
及資源，自97學年度起開始舉辦「良
師益友傳承帶領制計畫（Mentor and
Mentee）」，此項計畫已成為學校輔
導新進教師的一個機制，活動形式也
延續以往的傳統。只要是在淡水校園
任職5年（含）以上或是在蘭陽校園
任職3年（含）以上的專任教師，皆
可申請擔任Mentor的資格，學校每學

KU

卓爾不群
PEOPLE

《世界文學》第2期 用空間與身體詮釋卡繆與村上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外語學院與聯經出版社合作發行的《世
界文學》季刊第2期於6月出版，本期主題為「空間與身體」，探討卡繆作品
中的空間書寫與村上春樹《1Q84》的身體書寫等，以學術的角度來貼近生
活，作另一種文學詮釋。
外語學院院長暨總編輯吳錫德表示，此期加入「研究論文」專欄，將文學
與學術並重，邀請作家亦是本校法文系校友莫渝分享與法國詩文學的糾纏
與迷戀；此外，本期22篇文章包含對英、德、日、西、法、俄與華語文學評
論，結合各國語言之著作，展現多元文化與文學激發的火花，希望增加對讀
者的吸引力。
臺大外文系教授暨本期世界文學輪值主編張淑英於編輯室報告中說明，新
增之「研究論文」專欄放於期刊最後，此編排期望讀者在閱讀時體會「由簡
入繁、由輕漸重；或有倒吃甘蔗的美味，或是好酒沉甕底的佳境」；封面文
章方面，將學術與半學術作平衡擇選，有別於創刊號之設計。

良師益友報名開跑
期也將會補助每位Mentor新台幣6千
元整的津貼。學教中心表示相當鼓勵
本學期新進的外籍教師、講師及助理
教授參加擔任Mentee，以便盡快融入
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等工作。
欲報名者，請填妥資料表後，表
格可至學教中心網頁（http://tpd.tku.
edu.tw）下載或電洽分機3529，並於
19日前送至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
發展組。（文／林妤蘋）

意外開啟世界之窗

大學畢業前夕，還不知道要先工作還是繼續讀書，但
王之杰想逼迫自己念書，就只報考了一間學校：淡江美
研所，「那時候冷戰剛結束，國際政治正熱門，未來想
投入的記者工作也需要一技之長，便想充實在政治方面
的知識。」考上以後，他先休學當兵，「退伍後離開學
還有4個月，我先工作，在大成報當了半年的記者，但
邊讀書邊工作實在太累了！決定回來當全職學生。」而
這半年的經驗，除了為日後記者工作打下基礎，存下來
的積蓄，也意外地替他開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
教授一句話「不當公務員，做你自己」
「剛好淡江那年暑假跟伊利諾大學有交換計畫，我就
辭了工作，跑去美國。」王之杰憶起，那次是他第一次
出國，十足開了眼界。而帶隊團長為現任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也是他論文指導教授，王之杰說，直到現
在，當人生有重大轉折，都還會找戴萬欽商量。「戴教
授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叫我不要當公務員，」他笑著
說，「我家都是公務員，有考公務員的壓力。但他告訴
我，要選擇自己喜歡的事情。」戴萬欽回憶起學生時期
的王之杰，「他人緣非常好、樂於助人，憑著輔仁大傳
系的專業底子，進入美研所後，讓他對美國的認識、和
對國際事物的瞭解有很好的幫助。我對他只有一個很大
的期待，就是希望他能夠學以致用。而他在媒體界這麼
多年優秀的表現，正是學以致用最佳的模範，我以他為

【記者藍硯琳、洪聖婷淡水校園報
導】貢獻專業服務社會，101學年度第一
學期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又新增8門課
程，總開課數達26門提供學生不同的專
業學習及服務參與，透過不同專業領域
的加入，發揮知能服務的最大效益，讓
學生習得回饋社會的重要性。
此次新增的課程，如大傳系「影視節
目製作」、觀光系「旅遊與旅館相關
法規」等8門課，其中以工學院所新增
的4課程為最多，以資工系「專題實驗
（二）智慧型手機應用於居家復健」為
例，此課程將與榮總醫院合作，透過智
慧型手機，協助家庭進行居家復健，並
將復健資料傳與醫生進行追蹤。負責專
題實驗的資工系助理教授陳瑞發表示：
「希望能讓參與的學生學習跨領域的知
識，配合不同的專業，進而達到相輔相
成的效果。」而土木系「物流管理課
程」，將在淡水區的教育場所、兒童遊
樂、醫療或弱勢照護等場所，進行空氣
品質的測量工作。服務學習專任研究助

圖文行銷實務工坊報名

商管3學門輔導教學

文化創意產業中心為結合理論知識與實務經驗，將
於22日（週六）在B712舉辦「創意圖文與行銷加值」
實務工作坊，邀請Cubbish傻笑鱷魚創作者楊勝智與
肥貓電影總監魏嘉宏，以「創意行銷加值」與「故事
創作」為題引導學員了解文化創意、創新加值、故事
行銷及商品化設計之間的關聯。另外，文創中心舉
行「創意圖文與行銷加值大賽」，提供冠軍3萬元獎
金，凡本校學生皆可組隊參加，參賽的作品若獲得評
審青睞有機會進而商品化唷。活動詳情請至線上報名
系統（http://enroll.tku.edu.tw）。（文／盧逸峰）

為協助商管學院學生學習「經濟
學」、「會計學」及「統計學」，特
別開設1至3人的個別輔導，採小班制
教學，讓學生更加了解自己的學習狀
況。報名方式為自由報名，輔導時間
從10月1日至102年1月4日止，輔導地
點為I304、I402，欲報名者請將申請
表寄至aisx@www2.tku.edu.tw，或洽
學生學習發展組，分機3531。（本報
訊）

榮！」王之杰畢業之後，在欠缺國際情勢人才的當
時，美研所的訓練為履歷加分，讓他一腳踏入權威的
《財訊》。

理吳恩慈說，我們在推動一股「服務
學習精神的革命」。從97學年度開課至
今，有越來越多的參與師生對於服務學
習給與正面的肯定，希望在課程持續的
經營下，「能吸引更多的學生的參與，
為社會付出！」
甫於10日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的「黏
稠的記憶」，即是資傳系「說故事與腳
本企劃」課程與淡水殼牌故事館合作，
拍攝以淡水社區文化的人文關懷為題的
紀錄片，公開播放。指導老師資傳系專
任助理教授楊智明表示，淡水擁有豐富
的歷史資源，結合專業，鼓勵學生關懷
淡水文化，希望藉紀錄片上傳網路後成
為公共資源，讓更多人看見淡水的在地
精神。
紀錄片導演資傳三林昆良說，「殼牌
故事館是一個非常新的題材，天時地利
下我們得到了替殼牌說故事的機會，也
讓我們看見淡水的百年歷史。」他也表
示，紀錄片將被收錄於故事館中做為館
藏資料，「這是最大的禮物。」

赴日姊妹校報名
101學年度赴日本姊妹校交
換生第2次甄選來了，想到日
本學習的同學請把握機會！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26日中午
12時止。甄選作業辦法及報名
相關表件請參閱本校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網站，或洽該處業務
負責人紀淑珍，校內
分機2002或2003。
國際處也將在19

財經記者初體驗 一試成專家
當時還是菜鳥的他，遇上了亞洲金融風暴，隔年就
影響到臺灣，「雖然對財經領域不甚熟悉，可是被強
迫長大，那是我學習最快的時候。」他說，「不要逃
避財經這件事情，因為現在這個時代，主宰一切權力
的已不再是武力，是金錢。」傳播背景要跨越到財經
領域看似是很大的門檻，但對此王之杰卻認為，「財
經領域非常簡單！」他提到研究所時遇到現為經濟系
副教授的柯大衛深入淺出對總體經濟學的教學，讓他
受惠終身。他說，柯大衛當時就循著教科書上的架
構，「第一堂課就告訴你總體經濟就只要解決6個問
題，教到最後一堂課，這6個問題你通通會了，整個
概念就通了。」這對他之後進入整個產業中有相當大
的幫助，有了比別人多一點的專長和籌碼，看得懂報
表、解讀數字背後的意義，在新聞表象中看見更多的
內幕。除此之外，法律、會計他都學，「當記者就是
要『樣樣通、樣樣鬆』，什麼都要會一點，競爭力才
會足夠。」
而《財訊》的經歷更讓他開始了解新聞工作的真正
價值，「當時常有大老闆在編輯室外『站崗』，關注
我們寫的內容，顯現《財訊》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這
就是新聞工作的使命。」他說，「當我們為公眾利益
把關、為市場秩序盡了一份力量，可以看到別人沒有
看到的真相，有勇氣承擔風險，寫出別人不敢寫的新
聞。這不就是新聞工作者所追求的嗎？」
憑著信念「嘗試」

全臺唯一採訪巴菲特

在財訊集團長久的經歷中，他曾經離開，去路透社
紮實了國際視野，但因通訊社的發稿體制和他追求新
聞底層真相的理念不合，接著而來是今周刊總編輯的

棒子，他嘗試接棒，「但我始終覺得自己太
年輕。」於是他回到學校，在臺大GMBA補
足了自己在財經方面的學歷，同時兼任今周
刊的顧問，有了另一個特別的經驗，成為臺
灣第一個採訪巴菲特的記者，「沒有人想過
可以去試試看，我就去了！」挑戰自己，王
之杰連續參加3年在波克夏舉辦的股東會，
帶回來一篇篇獨家、精彩的深刻剖析和專
訪，成為臺灣的巴菲特專家。畢業之際，他
意外看見紙本雜誌的新商機，決定換個新環
境闖闖，他來到商業周刊。

玩轉科技 開啟數位媒體全新時代
王之杰改變以往網站直接轉錄紙本內容的
形式，將網站視為一個獨立的載體，創新引
進專欄寫手、影音素材，配合網路的即時 些事情，要等廣告、商業營收、獲利模
性，為讀者帶來更多新的內容；而他們也將 式更確定之後，才能再更擴大。」
商周的生活特刊「Alive優生活」開發成手機
App，App平臺的彈性空間讓原本題材就較輕 新媒體衝擊 靠使命找回社會價值
幾十年來的記者生涯，特別是在《財
鬆的內容，與讀者有了更多的互動。「其實
我們產出到紙本上的東西，只有五分之一， 訊 》 體 驗 到 的 使 命 感 成 為 他 堅 信 的 價
而數位內容的平臺可以讓我們將剩下的五分 值，「但現在的媒體只想賺錢。」王之
之四都展現出來。」王之杰提到，數位內容 杰提到，「我曾向主管提及，十年後，
平臺成本低，不像紙本有雜誌本身的定位、 我們若還沒有因為做媒體而對社會有一
時間、版面和物理性的諸多限制，把無限的 些改變的話，就是失職！」他深信，網
創意鎖在框框裡。憑著創新改變，2年不到 路平臺正是實踐他理想最合適的地方。
的時間，從網站流量500左右的名次，竄升 「我想把記者的使命感帶回來，這是我
到了54名，以不到5個人的團隊，打敗了自 們工作最底層的價值。少了它，這份工
由時報和鉅亨網，「這2個是極具指標的目 作就一點意義都沒有。」但他不急著改
標，前者是發行量比我們高很多的報紙，後 變現在的媒體環境，他說，以前媒體壟
者則是原生的財經網路內容提供者。」但他 斷 資 訊 的 好 處 ， 被 平 權 的 網 際 網 路 打
提到，五分之四的開發空間，他們也只開發 破，每個人都可以發聲，改變了媒體生
了一成而已，「目前商業的腳步還沒有跟上 態 ， 「 但 新 媒 體 的 衝 撞 ， 勢 必 要 沉 澱
流量的速度，還沒有這麼多的資源可以做這 後，才可以看見渾沌背後的未來，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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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26門專業知能服務課 手機遠端居家照護

至21日中午12時10分在驚聲大
樓10樓國際處交誼廳，分別舉
辦赴日本、歐美和大陸等3場
赴境外姊妹校交換生留學說明
會，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
加。相關資訊請上國際處網
頁查詢（http://www.oieie.tku.
edu.tw/main.php）。（文／吳
文凱）

王之杰跨界整合玩科技 開啟數位媒體新大陸 商業周刊數位內容
編輯部總編輯

【記者李又如專訪】自稱數學不在行，後來卻成為深
耕財金新聞20年、臺灣第一、也是唯一採訪過股神巴菲
特的記者。他是淡江美國研究所（現為美洲研究所）畢
業的王之杰，現任商業周刊數位內容編輯部總編輯，曾
為今周刊總編輯、路透社資深特派員、財訊月刊資深編
輯。靠著一顆「好玩」的心踏入媒體，讓他玩出了一條
自己的專業路。
跨領域求學

較，唯一不同的是「團體」方案是以整組成績的平均來計算。曾參加過讀書
會的資傳四曾匯惠表示，「我們是和系上學弟妹共組成一個讀書會，透過這
個機制，幫學弟妹加強系上課程會使用的軟體，成果相當好！」欲報名者，
請於23日22時前至學教中心學習發展組報名，系統報名網址（http://sls.tku.
edu.tw）。

拿著ipad的王之杰，對
於科技注入媒體有滿腔的
熱血，像發現新大陸般，
致力為網路平臺開啟新風
貌。（攝影／劉代揚）
只是過渡期。」他覺得這情況是暫時
的，「這個社會還是需要有人告訴你什
麼東西是重要的。」
找到熱情 做自己的主宰
王之杰鼓勵學生，在大學時找到自己
的熱情所在。「雖然你可能不能確定，
但方向要清楚，然後致力於此不要偏
離。」他說，要把觸角通通張開，「由
你玩4年也可以玩得非常精彩，學術的
東西有時間效力，會隨時間遞減它的重
要性，但是態度的重要性不會改變，」
他強調，「做個Reliable的人，負責任，
然後讓別人信賴，這也是你們這代欠缺
的。」王之杰好玩、好嘗新，找到熱
情，並對它負責任，成為了自己生命
的主宰，「別忘記，You are the man of
your world.」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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