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想進一步了解韓流的人有福了，韓語初級

班開課囉！成教部於10月2日至104年2月5日

開辦「韓語初級班」，課程除了介紹韓語問

候的基本句型、日常生活會話外，還包含韓

國影視娛樂、流行影星及歌手，內容豐富又

多元，完全沒有基礎者也適合修習。意者請

即日起至29日止，備妥資料親送或郵寄至臺

北校園辦理；網路報名者應備妥資料，於開

課日現場繳交即可。欲知詳情請上成教部網

站http://goo.gl/p4kIH查詢，歡迎年滿18歲以

上者，踴躍報名參加！（資料來源／成教部

　整理／陳羿郿）

3新聞萬花筒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9 日 

校園秋意正濃，有好些枝椏開滿桃紫紅色
的花兒，映襯著藍空白雲，繽紛如火焰，美
麗得像夢，吸引不少駐足欣賞的目光！這即
是屬於木棉科落葉喬木的「美人樹」。

以美人名之，真謂名實相符。美人樹樹幹
婷婷直立，基部線條呈瓶狀，頗顯美人腰
身；水平展開的側枝稀疏細弱，莖幹布滿
尖銳瘤刺，似乎訴說著她雖美麗卻不可褻
玩。實則，瘤刺是保護自己的秘密武器！這
尖銳的小武器可以杜絕頑童爬樹玩耍，以及
野生動物啃食樹皮，讓樹上的花果葉安心長
大，且越往上方越稀少瘤刺的枝幹，也是鳥
兒築巢孵蛋的絕佳場所。

美人樹之花始於夏末，先葉而開，讓一樹
的精華與能量供養美麗，綠珠狀的花苞掛枝
幹是花開的前奏，當綠珠逐漸拉長呈橢圓
時，直徑約10至12公分，基部帶著淡淡牛奶
白的粉紫、桃紅色花瓣，就將爭相展顏。波
浪狀的五片花緣，略略反捲，奼紫嫣紅隨風
搖曳，宛如柔美嬌媚的美人。

同時，時常令人與木棉樹
混淆的「美人樹」，也

由 於 樹 幹 基 部 狀 似 酒
瓶，而有「酒瓶木棉」
的稱號。（資料來源／
總務處、文／淡江時
報社整理、攝影／吳
國禎）

　

人物短波
張凱緹意外圓星夢
　日前「台灣360」推出「百萬圓夢計畫」

讓夢想有實現的機會，吸引百餘位大學生參

加選拔，最終由俄文四張凱緹奪得機會，一

圓年少星夢。

　從小的偶像就是歌手蔡依林的張凱緹表

示，夢想就是像蔡依林一樣能夠在舞台上盡

情唱跳。對於沒有任何舞蹈基礎的張凱緹來

說，參賽過程並不容易，但她強調，正因為

是夢想，一定會有其困難度，要克服肢體的

不協調、初次面對鏡頭的不自在等挑戰，都

是她未曾考慮過的困難，但也唯有全心全意

地投入，才能克服障礙。（文／呂柏賢）

從板凳選手到董事總經理　訣竅在堅持
　 英 文 系 校 友 王 興， 於 今 年 6 月 受 拔 擢 為
Yahoo 奇摩董事總經理，也屢次接受媒體專
訪，事業上的豐碩成果獲得肯定。
　但大學時期的她，卻只是一名健言社的辯論
板凳選手，從未在校際比賽中登場。王興笑
說，雖然如此，但她樂於當一名「快樂的板凳
選手。」對她而言，準備辯論賽、反覆練習是
開心的事，她不因無法站上舞台而半途而廢，
始終抱持不放棄的精神，從中學習到獨立思
考、解決問題的能力。就是這兩項特質，影響
了她一生。
熱愛工作　寤寐中獲解答

　回憶大學生活，王興眼中盡是青春神采，
像個愉快小女孩地說道，進入英文系就讀，
受教於許多名師，如前臺大教授李本題、
現任文化部長龍應台等，「修習老師的課，
可真是如沐春風。」她還悄悄透露，「龍
應台老師的兒子是在會文館出生的喔！」
李本題以「Dog」的 12 種意思，來解釋英
文字彙的奧妙，令她至今難忘。
　大學時期的社團活動，則啟蒙了王興「喜
歡與人相處，與解決問題」的精神，她認
為這是饒富趣味且極具挑戰性的事。進入
職場後，她始終未背離這個精神。
　初入職場的王興，任職於奧美集團，常
碰上難以解決的問題，她時時刻刻都在思
考著解決問題的方法，有時在夢境中似乎
得到解答，「但睡醒時，卻只剩雲煙般的
模糊記憶。」因此養成在床邊準備紙筆，
強迫自己一在夢中得到靈感，便立刻甦醒、

記下。
　這樣從夢中立即醒來的訓練，成為王興的習
慣。她強調，因為這股堅持與責任感，「工作
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種紀律。」她同時認為，
如此挑戰自我，才能激發出潛能。抱持樂在工
作的態度與努力，她一步步，踏實地邁向了人
生的頂峰。
抱持初衷向前　獨特的滾石不生苔哲學
　王興在許多公司歷練過，除了媒體業、網路
業外，甚至也曾在藥廠任職，不免令人質疑：
「像妳這樣常常跳槽，不是很難累積工作成果
嗎？」

　對於這樣的疑問，王興說明自己雖然更換許
多工作，表面上好像是顆滾石，但她始終堅守
並落實「喜歡與人相處、溝通，幫客戶解決問
題」的核心精神，因此累積職場的能力，也豐
碩了工作績效。
打造個人資料庫　未來網路新趨勢
　在 Google、Facebook 等網路強權的出現下，
Yahoo 奇摩的市場相對被壓縮，雖然仍是臺灣
使用率最高的入口網站，但在科技洪流中不進
則退，仍需要開發新服務。
　王興回顧任職媒體業時，已發現網路的重要
性，這也種下她在 2010 年至 Yahoo 奇摩任職，
拓展網路相關業務的因，開闢自己的另一片天
空。王興表示，未來將持續整合使用者端服
務，在這個人人都能上網的數位時代，「每個
人都是創作者，這時若能為每個使用者打造專
屬的個人化資料庫，相信在使用時會更加感到
舒適與趣味。」這也是Yahoo奇摩努力的目標。
　至於應用程式的整合，王興提到，目前在智
慧型手機裡每天都會用到的應用程式應不超過
6 個，此時，具有多功能面向的應用程式會更
有競爭力！她驕傲地提到，由 Yahoo 奇摩開
發、曾於 2013 年拿下蘋果應用程式設計大獎
的《Yahoo 天氣》正是整合了原有天氣預報功
能，與旗下相片瀏覽平臺「Flickr」跨領域結
合的成果，讓使用者在查詢天氣時，也能瀏覽
當地美麗的風景照。
尊重彼此時間　職場中的時間活用術
　「有許多會議是不必開的！」這是王興的思
維。她說，許多主管喜歡集合很多員工一起開

會，「但實際上只需要由一位員工統合各方意
見，再與高層主管討論即可。」無須浪費其他
員工的時間，如此其他員工也能繼續完成自己
的工作。
　王興認真地說，雖然許多人抱怨時間不夠
用，「但只要善用彼此的時間，其實時間是夠
用的！」
年輕人要衝要思辯　勿因學系而預設就業
立場
　王興分享，當年經歷戰亂的李本題老師，在
課堂中提到，「能吃頓燒餅、油條與豆漿的早
餐，真的好幸福！」卻惹得同學哄堂大笑，王
興認為，「這是不同世代的惜福感受，但我不
同意年輕人因一碗好吃的牛肉麵，便誇張地宣
示幸福。」王興表示年輕人潛力無窮，要督促
自己向前衝！她滿眼誠懇，認真地說，「沒有
人天生就喜歡工作或是讀書，但能發自內心約
束自己，讓努力形成一種紀律，這便是開發潛
力的體現。」
　採訪尾聲，王興以學姊的立場，語重心長地
提醒學弟妹，「大多數的產業，並沒有科系的
門檻。」王興指出自己便是個好例子，英文系
畢業後，她因為喜歡與人接觸的工作，進而投
入與行銷、媒體等相關的職場。「重要的是要
能樂在工作，因為持續做一件熱愛的事情，才
能讓你長遠地、不倦怠地走下去。」
　從事網路媒體業的王興強調，「網路發達的
時代，越需要獨立思考的能力，因此多元閱
讀、吸取新知是重要的，年輕人要養成思辯的
能力！」（文／盧逸峰）

　

花現校園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課程與教學研究
所日前安排日本山形大學教授森田幸智等 9 位
師生，來臺觀摩臺北市和新北市 6 所臺灣中小
學學習共同體的教學過程，於 24 日返日前夕
特在本校進行總結回饋座談會，說明整體的參
訪與觀摩情形。課程所所長陳麗華、教育學院
教師、新市國小、坪頂國小、三芝國中、汐止
國中、教育局輔導員等校長和教師們共 20 餘
人，一同參與及意見交流。
　森田幸智專題演講「日本山形市之學習共同
體學校推動網路與策略」，說明日本在學習共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為增進師生互
動技巧，外語學院於 18 日舉辦「103 學年度
精進教學工作坊」，由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主
持，席間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李麗君分析教學
評量，英文系助理教授薛玉政及西語系副教授
林惠瑛分享教學經驗，讓 25 位的外語學院教
師了解因應時代的教學方法調整，以及在課堂
上與學生互動的方式。
　李麗君提到，教學評量是關注教師的專業

同體方面的研究與實踐經驗。他於演講中表
示，學習共同體的精隨在於分組協同學習，透
過相互聆聽與雙向對話，以增加學生的學習
力。而在觀摩回饋座談會中，他以參訪課堂時
的實錄影像，實際說明學習方式，可讓學習力
不佳的學生受到同儕的影響而重新進入課堂，
激發學生學習和增進意見的交流，發展「伸展
跳躍（JUMP）的學習」。
　陳麗華表示，這是日本教學參訪團首度自費
來臺，觀摩中小學學習共同體的教學過程，在
座談中肯定臺灣掌握學習共同體的精隨。陳麗

華提到，由於課程所中許多師生
有協助與參與雙北中小學的學習
共同體推動，透過本次的講演和
討論，可讓教師們更掌握學習共
同體的內涵，還能精進教學策略。
　參訪員之一的日本山形大學渡
邊哲也感動地談到，這 3 日觀摩
行程中，實際觀察臺灣中小學實
施學習共同體的過程，深刻感受
臺日文化的差異，讓這趟旅程收
穫很多。

　蘭陽校園社團開始招生囉！由全球政治經濟
學系系學會舉辦的「103學年度社團招生博覽
會」於22日起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正式展開，
本次活動以「Make you different !」為主題，24
個社團皆活躍展現出特色以招攬新生，其中擊
劍社由政經系、觀光系與語言系6位同學現場
表演擊劍，獲得滿堂彩。
　活動執行長政經二李國瑋表示，「有鑑於社
團必修化，每位在校生皆須參加社團，因此本
次社博主要透過擺攤介紹及快閃活動，幫助大
一新生能更快地認識多樣的社團，探討自己的
興趣，進而從中選擇自己想要的社團，並同時
提升多元學習能力。」政經一柯欣妤表示，
「好想加入搖滾社，因為喜歡唱歌，享受在臺
上的時刻。」（文、攝影／賴郁雯）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針對大學部學
生於基礎科目差異化之問題，學生學習發展組
開辦「1 對 1 至 1 對 3 課業輔導」，希冀提高
學生學習動機及自信心。學發組組長黃儒傑表
示，「課業輔導主要在加強學生必修科目上的
問題，也有利於後續的學習，開辦至今實施成
效不錯，同學也相當認真。」
　課業輔導以院共同必修課為主，並以能媒
合成功為原則。擁有多年輔導經驗的數學系

　踏出第一步，夢想就不遠了！學生學習發展
組於25日邀請到「分享家志業」執行長徐培剛
演講「規畫幸福人生～勇敢做自己的圓夢大
使」。徐培剛以紅油炒手配皮蛋豆腐的比喻有
趣開場，談論現實與夢想之間需取得平衡，並
以血型分析各種不同的性格。徐培剛談到自己
的座右銘，「我沒有選擇職業，只選擇了自己
的人生！」他以自身經歷，鼓勵同學跳脫舒適
圈，提升自我抗壓性，並準備一本人生筆記
本，明確訂出目標與完成的時間，以及練習寫
部落格，為人生累積精彩的成果。亞洲所碩一
王曉玟表示，「聽完這場演講，
顛覆既往的想像，之後會嘗試
為人生留下完整的記錄，並努
力實踐老師所言。」徐培剛
提及，將來決定薪水高低的因
素，取決於自身不可被取代的
價值有多高，只有自己能為自己
的人生負責。（文／陳羿郿、攝影／吳國禎）

徐培剛公開幸福密碼 

院共同必修課  個別輔導

   隨時笑臉相迎的王興，回憶大學時期的課餘生
活，除了健言社外，也少不了時下流行的打撞球、
跳舞等等休閒活動。（攝影／吳國禎）

　

知識之海
臺北校園動態

外語學院　教師精進研習會

社團博覽會開展

　近日幾番秋雨後，遍地桃紫色花瓣隨雨
和泥跡，引人無限悵惘與遐思……

秋日美人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本學期
邀請到資深電視節目製作人，同時也是大傳系
系友的萬玉鳳回到校園講授選修課程〈影視娛
樂產業概論〉。
　萬玉鳳現任禾盛傳播公司負責人，製作節目
內容橫跨綜藝、社教、新聞、旅遊等領域，
1993 年更以《江山萬里情》榮獲金鐘獎最佳綜
藝節目的肯定。
　談到是什麼原因讓一個經歷如此豐富的資
深節目製作人願意回校授課，萬玉鳳表示，
自己一個人能影響社會有限，但若能在有限的
課程中帶給同學們一些激盪、火花，同學們將

　傳播館 O306 教室中 150 位學生聚精會神地聆聽萬玉鳳講
課，並認真記筆記。（攝影／吳佩穎）

這份火花傳遞下去的能量會是
巨大的。「你怎麼知道臺下坐
的會不會就是臺灣下一個李安
呢？」她笑著說。
　萬玉鳳更將人生比喻為「標
點符號表」，繼而說道，很多
時 候 周 遭 環 境 總 希 望 我 們 是
「句點」，「不可能」與「辦
不到」是常聽見的聲音，但每
個人心中都有個頑童，只是需
要被點醒，這也是萬玉鳳在課
堂 裡 希 望 帶 給 同 學 們 如 何 將

「句點」轉變為「驚嘆號」的思維。秉持著這
樣的精神，萬玉鳳透過互動活動、邀請業界專
業人士講座、進入案例討論等深入淺出的教學
設計，希望培養同學們專業知識累積、學會發
問的能力，更期許同學們能進入到自己的創
造，將來帶給更多人「驚嘆號」。
　日文三吳家富表示：「喜歡老師不給固定答
案的教學方式，課堂上相互討論出的答案不僅
增進專業知識，更在激盪中看見自己。」大傳
二陳羿郿則說：「不死板的教學方式使整個課
堂是活潑生動的，相當能感受到老師是個對傳
播有極大熱情的人。」

伺機而動　人生不設限
　　開闢網路產業新天空

董事總經理 王興
Yahoo 奇摩

　驚聲大樓、商館大
樓 側 、 活 動 中 心 後
方、郵局前方，都可
覓得本校秋季主題花
「美人樹」的花蹤。
（攝影／吳國禎）

學習共同體日本團 蒞課程所感動座談
【記者吳雪儀、巫旻樺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於7月21日與近200家企業齊聚，同時
簽訂產學協議書，各院系所以自身的專業
特色，與企業共同攜手，開設就業學分學
程。企業提供業師及實習機會，讓參與實習
且成績優異之學生，畢業後優先簽約聘任。

在與本校的合作企業中，除了與中華航空
公司合辦《民航學分學程》外，還有水環
系與康城工程顧問公司、式新工程顧問公
司，以及威陞環境科技公司合作就業學分學
程，藉此以培育水環領域之人材。

而 商 管 學 院 、 工 學 院 與 文 學 院 跨 院 1 4
系，共同與鼎新電腦公司進行《資訊應用就
業學習學分學程》的產學合作；財務金融學
系則與行政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合作，設
置《財務風險實務就業學分學程》，課程由
勞動部補助，師資由勞動部派專人及系上教
授共同進行授課，本學期參與學程修習人
數共25人，以期提升本校在產業界的競爭優
勢。

兼任講師柯舜傑說道，「課業輔導為學生提供
了一個詢問的窗口，在課堂上不懂的問題，不
僅能在輔導時間得到解答，同時也達到課後
複習的效果。」本學期將於 29 日至 104 年 1
月 16 日止進行課業輔導，有興趣的同學請上
學發組網頁「下載專區」http://sls.tku.edu.tw/
downs/archive.php?class=101 下載報名表，並寄
至 aisx@www2.tku.edu.tw 即可申請，欲知詳情
請洽李健蘭小姐，校內分機 3531。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於25、
26日兩天舉辦跨國學術交流研討會，內容主要
探討如何將化學應用於材料與生活科技中，包
含42篇壁報論文，會中共發表100篇論文。
　研討會除大阪府立大學、韓國科技學院、上
海華東理工大學3校外，也特別邀請新加坡大
學及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的學者一同參與。理學
院院長王伯昌表示，「這是難得的大型國際研
討會，本次除了學者外，包含日本、韓國、大
陸的學生也都參與發表壁報論文。」化學系系
主任林志興補充，「這次的研討會特別讓學生
也有發表英文學術論文的機會，系上老師也積
極投入，希望能提升本校的研究能量。」

百篇論文爭鳴
化學系國際學術研討

鑼！

性，但主要是希望教師能站在學生角度，注重
學生的學習成效，以及加強學生互動。林惠瑛
分享影片教學法，內容是由學生拍攝以西語介
紹家庭成員的影片，不但生動有趣，還能讓家
長了解孩子的學習課程。
　西語系系主任林盛彬參與後表示，透過李麗
君的分析，重新了解評量內容，能藉此依據來
改善與學生的互動，同時吸收到兩位教師的教
學經驗。

蘭陽快閃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於
25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103 學年度第 1 學
期第 1 次院務會議，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主
持，各系所主任、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林
江峰、商管 AACSB 執行長林谷峻，以及校外
委員第一銀行信用卡處副處長蔡鎤銘、臺北大
學教授陳達新等皆出席參加。
　新任學術副校長葛煥昭特別蒞臨指導，提
到 103-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與教學卓越計
畫，「期盼商管學院各系所的重點工作能持續
涵蓋此規劃。」除了強化碩士班與博士班課程
中的實務導向，邱建良也指示各系為大四學生
多推動產學合作與實習機會，增進學生的職場
競爭力和職涯需求。
　商管學院將於下學期院共同科開設一門「專
案管理」課程，邱建良表示，「因應課程分流
計畫，針對社會需求作設計，希望能讓理論與
實務並濟。」而此次會議針對各系課程調整及
異動進行討論，蔡鎤銘讚許運管系下學期新開
設的「巨量資料分析」課程符合產業趨勢，鼓
勵各系持續增加專業課程，培養同學提早具備
職業能力。

商管共同科
專案管理課程將登場

　4 國學生發表 42 篇英文壁報論文，吸引同
學觀摩，也把握難得的請教學者機會。（圖
／陳吉福提供）

影視娛樂產業概論
製作人萬玉鳳開講

蓄積競爭力

日本教學參訪團對臺灣行感到收穫滿滿。（圖／課程所提供）

開

4 就業學程上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