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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邁入數位匯流時代

局
新
喜迎

配合66週年校慶活動及《淡江時報》達成
1000期里程碑，特於上月23日舉行「淡江時
報發行1000期茶會」。本刊製作專題報導，
介紹活動內容及幕後花絮。
張校長：《淡江時報》維持數位實體
雙軌發展 邁入數位匯流時代
校長暨本報發行人張家宜致詞表示：「《淡
江時報》除了報導校內新聞，亦扮演連絡師
生、校友、家長感情的重要角色。自民國78年
起，《淡江週刊》改制為《淡江時報》，當
時我擔任行政副校長一職，一路伴隨《淡江
時報》走過手工製版、全面電腦化、全面彩
色，到如今進入數位匯流時代，1000期以來全
程見證《淡江時報》的發展，感觸良多。」
張校長期勉：「現在大學校園媒體維持紙本
發行已不多，進而轉型電子報。但我仍很喜歡
閱讀紙本報紙、看起來較有實在感。未來《淡
江時報》因應讀者需求將轉型進入數位匯流時
代，但短期內將持續維持紙本發行。感謝歷任
社長、現任社長馬雨沛、所有編輯、記者們的
付出與用心。期許未來《淡江時報》秉持全面
品質管理精神、持續精進。」
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表示：「本次活動為
66週年校慶活動之一，特別感謝學校及各單位
給予的指導與協助。在面對如此傳播環境改變
和媒體趨勢變化的挑戰下，感謝學校的支持讓
《淡江時報》以多元載具報紙並行發展。昨日
《聯合報》更以『63歲老校報』標題形容本報
達成1000期里程碑，擁有此稱號相當難得！」
馬雨沛表示：「為回顧作為63年的本校校園
媒體，特別在999期二版製作『筆耕逾甲子系
列一：緊扣社會脈動』專題，挖掘過程才發現
許多民歌的故事，甚至從中發現我的同學、賣
座國片《總鋪師》導演、教資系（現資圖系）

茶會當日發表「學生大代
誌」App，來賓現場以手機掃描
下載。（攝影／何瑋健 )

（攝影／李建旻 )

文／蔡晉宇、王心妤、秦宛萱、陳照宇、張少琪、趙世勳、張書涵、詹雅婷

校友陳玉勳，曾經兩度榮獲金韶獎創作暨歌唱
大賽亞軍！『許多事情我們忘記，但《淡江週
刊》、《淡江時報》都會一直為我們記得！』
這也是各位參與其中的重大意義所在。」
馬雨沛在會中以「在媒體巨流中的淡江時
報」為題簡報，說明紙媒發展趨勢，從黑白
報紙到彩色印刷、紙本傳播到現今的網路閱
讀，全世界已進入媒體匯流時代，《淡江時
報》亦在歷任社長、同仁的努力下，在此環境
中求新求變以「一元作業，多元載具呈現。」
馬雨沛簡介本校校園媒體的發展歷程，並
指出本報於民國102年增加「行動載具閱
讀」，邀請張校長參與製作本報第一本電子
書－新生特刊「淡江富翁傳奇」，以影音互動
方式為新生介紹淡江大小事。更在資訊處協助
下，將《淡江時報》內容置入淡江i生活APP
中，至今年4月18日點閱數已達20,359,702人
次。《淡江時報》網站至今年4月18日止，已
累積超過4,094萬人次瀏覽數。民國104年進入
「多媒閱讀時代」：《淡江時報》電子報進行
改版、中英文電子報訂閱戶各達到20萬人。
馬雨沛介紹近期嘗試觀察每則新聞的點閱率
及點閱來源並進行分析，還引用由教科系系主
任沈俊毅主持，針對教師入口網的資訊使用
調查報告中，受訪教師對《淡江時報》滿意
度（非常滿意加上滿意選項）達近7成。她分
享，各系所網頁所引用《淡江時報》報導、受
訪者、學生記者、讀者等迴響。
馬雨沛指出，本報自1000期起將邁入數位匯
流時代，以「用戶體驗」為核心，各版進行改
版，並在標題、內容上做了以讀者為中心的改
變，將增加資訊圖表（infographics）的效果。
《淡江時報》1000期是嶄新的里程碑，馬雨
沛希望各位能持續給予回饋及協助，讓時報持
續朝著虛實雙軌方式邁進。
《ETtoday東森新
聞雲》社長蔡慶輝表

薪火相傳

活動中的「時報之友真心分享」
時間，時報之友上臺分享在時報的美好
時光及時報所學在職場上的運用。本刊摘錄部
分內容及時報在線記者對學長姐之回饋。
中文系校友曹瑜倢表示：「很感謝時報給予
我很多啟發，儘管現在從事科技業，但時報培
育我如何應對大眾的能力，對於未來的職涯發
展，效益良多。也多虧淡江的金字招牌，許多
公司主管都喜愛任用淡江人。」
中文系校友鍾張涵表示：「目前擔任《經濟
日報》記者，涉獵財金與科技領域新聞線。在
時報給予我最大的學習成果在於應對進退、新
聞寫作的技巧。對於在新聞領域懷抱熱忱的同
學，把握時報所累積的經驗，未來在職場上會
擁有更多機會。」
中文系校友洪慈勵表示：「很感謝在時報所
訓練的寫作技巧，使得在職涯升遷上順利地步
步高升。在時報亦學到人際溝通的技巧，培養
能與他人競爭的特質。」
中文系校友陳瀲文表示：「人生第一張名片
來自《淡江時報》，畢業後帶著在時報累積的
經驗及履歷順利踏入媒體圈。相信後輩經過這
完整的訓練，未來能擁有相當的成就。」
財金系校友林筱庭表示：「畢業後第一份工
作在《今周刊》，工作的頻率和在時報的日子
很相似。讓我想起過往一邊跑線、一邊寫文

示：「在現今數位匯流時代下，媒體環境發展
快速，全球競爭都很激烈，一位記者不僅需要
學會寫稿、靜動態攝影，同時需經營社群媒
體、使用臉書現場直播等多樣技能。非常肯定
淡江時報培育許多媒體人才，他們在職場上不
僅靈活度高，最難得的是對新聞的熱忱及堅
持，相當具備競爭力。」

外界透過《淡江時報》了解淡江
行政副校長暨本
報主任委員胡宜
仁致詞表示：
「《淡江時
報》邁入1000
期 實 屬 不
易！因為擔任
淡江時報主任
委員職務，讓我
對這份扮演校內
張校長動手DIY《菁莪‧ 溝通橋梁角色的報紙
淡江》淡江時報筆記書的 運作方式有更深入認
姓名頁。（攝影／盧逸峰 )
識。這1年半來，我
陪同張校長參加許多校友活動，很多校友紛紛
表示：『《淡江時報》是其瞭解學校訊息的重
要管道。』各位的投入亦受到外界的肯定支
持。另外，《淡江時報》的優良品質、格調及
新聞專業，身為主任委員我原則上相當尊重淡
江時報社選擇的新聞順序。最後祝福1000期茶
會圓滿成功。」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恭喜《淡江
時報》達成1000期的里程碑，時報對校內、校
外的淡江人都是很要的溝通橋梁角色。因為內
容十分豐富，我自己也養成每週讀《淡江時
報》的習慣，最後期許時報能繼續維持高品
質，長久經營下去。」

辦報培育各領域卓越人才
張校長表示：「因為對《淡江時報》的重

視，每逢淡江時報記者冬令、暑期研習會，只
要時間允許我一定出席，希望給予記者們鼓
勵、打氣。相信臺下的記者們應該都有從我手
中接過「優秀記者獎」、「全勤獎」等。令我
最欣喜的是時報校友們在大學時期原本來自各
個科系，在經淡江時報的完整培訓後，如今在
媒體等領域，展現所學、發光發熱。」
前校長暨本報發行人張紘炬表示：「《淡江
時報》每週出刊一次，如今已邁向1000期，這
些都是時間與經驗的累積，在期間亦培養出許
多優秀記者。在這特別的日子，期望《淡江時
報》在未來繼續進步，培養的記者們都能成為
媒體界的中流砥柱。」
前學務長、立委柯志恩表示：「經過歷任社
長與馬雨沛現任社長的教導下，淡江時報記者
皆受過完整且專業的訓練，尤其特別感謝攝影
記者的專業技術。在立院亦常遇見在媒體業
工作的時報畢業校友，他們的新聞報導『增
溫』讓我倍感溫馨。未來若有機會從事媒體工
作，請同學一本在淡江時報學習的初衷，帶著
專業、熱情成為媒體業的中堅力量。」

學校重視實習媒體

中文系校友鍾張涵與學弟妹經驗
分享。（攝影／鍾子揚 )

社歌〈貼近〉創作心路歷程
創作者、淡江時報社專員潘劭愷表示：
「本校校園媒體63年來記載著淡江校園發生的
大小事，就像是一個好朋友，貼近的紀錄在你
週遭所發生的事情。這首歌我希望以第三人稱
的觀點，摹寫《淡江時報》報導學生從入學到
畢業遇到的種種。同時揭櫫儘管邁入數位匯
流新時代，時報仍一本初衷，扮演貼近淡江人
『好朋友』的角色。」
主持人茶會籌備心路歷程
電機四黃國恩表示：「在畢業之
際，還有機會能為報社付出，感到
開心。這次能以大學生活潑風格
完成任務，十分有成就感。」英
文四王政文表示：「因為是最後
主 持 人 黃 國 一次為時報主持活動，因此感
恩 模 仿 當 紅 韓 觸良多，很感謝搭檔的配合與社
劇 《 太 陽 的 後 長、編輯們的青睞，也謝謝時報
裔》。（攝影／ 讓我有成長的機會。」
林俊廷 )
中文二陳品婕表示：「雖然過
程緊張，但很高興能與搭檔順利完成主持，著
實覺得在時報中受益良多，有所成長。」中文

迴響
大傳一趙世勳表示：「在過程中請教同
為大傳系的陳貝宇學姐，在時報時如何兼
顧系上實習媒體？她耐心解答過往時間管
理經驗，讓我對未來更有掌握。」
日文二張書涵表示：「我對熊君君學姐
的分享最印象深刻，能感受到她對媒體的
極大熱忱。她在職場上運用時報所學，讓
我獲益良多。」

前淡江時報秘書吳美秀表示：「擔任秘書時，對待
記者們就如同自己小孩般，大家和樂融融，就像一
家人一樣地親近，這些回憶現在回想起來十分有意
思，轉眼時報1000期，祝福時報長長久久。」
前淡江時報編輯舒宜萍表示：「活動特別又難
得，恭喜1000期，未來值得期待。」
前淡江時報編輯吳春枝表示：「很高興回來看到
很多以前的學生與後輩。期望淡江時報繼續蓬勃發
展，永續地成為學生想投入及懷抱的園地。」
前淡江時報編輯熊君君表示：「這裡夢想的起
前淡江時報秘書吳美秀（立者）特地前來與
點，勉勵學弟妹把握學習時光，必能發光發熱。」
時報之友同歡。（攝影／ 吳重毅)

縮短學用落差

易遊網董事長、文創學程教授級業師陳甫彥
表示：「感謝學校能持續大力支持淡江時報等
實習媒體發展，讓學生能發揮所學，有助與社
會職場接軌。尤其淡江時報社開放讓全校同學
都有機會參與，非常難得。另外，受大環境影
響，媒體業需持續進步，《淡江時報》現今亦
紙本數位並行，是學校對這份媒體的重視與尊
重。勉勵學生翻轉社會就交給你們了！」
前淡江時報社社長黃輝南表示：「雖然離開
時報一段時間，但我仍不時會想起那些在時報
工作的時光，今天能來參加茶會見證時報1000
期，感到十分榮幸。報社是提供學生記者非常
扎實訓練的機會，勉勵記者好好把握，勤奮學
習，也祝茶會圓滿成功。」

幕後大暢談

章，每天接觸不同事情，非常快樂。希望學弟
妹們日後也朝自己所愛勇往直前。」
運管碩士班校友符人懿表示：「身為一名記
者，膽量要大，不能只問採訪者想要知道的
事，而是從不同角度追問。在時報最大收穫是
是膽量訓練及培養多元興趣。」
中文系校友熊君君表示：「大學時對於新
聞抱著熱忱，在時報採訪過程發掘許多新鮮
事，很感謝時報給予的可貴經歷，才發現自己
真正想要的事物。」
大傳系校友陳貝宇表示：「淡江時報給予的
影響力，自己學到應對進退及新聞道德的認
知，在時報所受到的訓練，真的獲益良多。」

福
祝
滿
滿
上
送

全體大合照。（攝影／閩家瑋 )

二林妍君表示：「劇場呈現是運用時事引起觀
眾目光，雖然過程中有發生一些小插曲，卻幫
助自己增進主持經驗。謝謝社長及編輯們給予
鼓勵和支持。」
多元閱讀淡江時報MV製作心路歷程
擔任MV剪輯的亞洲碩一盧逸峰分享：「參
與MV拍攝和後製的工作，投入許多心力，過
程中協調多方建議，也經過密集的溝通與配
合。期許成果能呈現出生動的畫面效果，並展
現時報和校園獨特的青春活力。很榮幸參加影
片演出，為淡江生活增添精彩的一頁。」
擔任MV攝影的產經三何瑋健分享：「起初
MV發想時，除了切合主題外，更希望增添青
春洋溢的感覺。回想拍攝過程，曾與夥伴在
車水馬龍的澳門景點拋接報紙，不斷重複拍
攝，希望能完美串聯前後畫面。此外，拍片現
場也請報社編輯控制人流，力求畫面美觀。最
終成品達成原先設定的目標，同時也增進與人
溝通的技巧。」
淡江時報PLUS MV製作心路歷程
擔任MV導演的電機四吳國禎表示：「這是
我導戲的初體驗，如何將劇本變成分鏡，再將
分鏡轉成真實畫面，以及如何在拍攝過程中逐
步調整畫面中的走位、人物的服裝等，都是很
好的學習。拍攝影片過程中，除需要預想《淡
江時報》有什麼用途外，更要加入一些較有趣
的畫面才能夠吸引觀眾的目光！」
擔任MV編劇的公行四蔡晉宇表示：「因為

校友代
表公行
系校友
陳 頤 華
表 示 ：
「大學就讀
時報之友代表陳頤華獻花給
與媒體業較
張校長。（攝影／吳國禎 )
為無關的科
系，今天能投身在雜誌出版業，做自
己有興趣的工作，要相當感謝在淡江時報的那
些日子，培養我的基礎文字寫作能力、開啟對
媒體的認知，非常感謝學校對時報的支持及社
長與編輯們的指導，讓像我一樣對寫作有興趣
者，在大學得以有寶貴的學習機會。」

內容豐富多元 滿足讀者需求
秘書長徐錠基表示：「《淡江時報》作為週
刊，需要長時間累積才能成就1000期！這是淡
江人樸實剛毅的性格、堅持不懈的展現，祝時
報源遠流長，往下一個1000期邁進。」
校長室機要秘書黃文智表示：「時報串起淡
江的人、事、物，無論是校園中的師生，或校
友依靠《淡江時報》獲得校園資訊，這些都依
靠著時報連接起來。作為永遠的淡江人，感
謝時報所做的一切。」秘書處秘書曾華英表
示：「時報創刊已63
年，是校內第一份
刊物，內容不僅多
元，也貼近讀者閱
讀需求。祝福時報
未來不只創造第一
個1千期，而是有數
茶會中即時採訪與會貴 個1千期。」
賓祝福。（攝影／張令宜 )

社歌〈貼近〉

歌詞摘錄

貼近你，踏進淡江的那天起，
克難坡，132個階梯。
看著你，走在活力的校園裡，
新鮮人，對什麼都好奇。
貼近你，在淡江生活的點滴，
海報街，學長姐的熱情。
從選課，到社團難忘的迎新，
每一天，滿滿溫馨。

時報最基本的用途以閱讀為主，起初花許多心
思討論如何以活潑方式呈現，最後決定以校園
愛情小品故事為故事主軸，穿插著時報各式各
樣的附加價值。藉此告訴大家『淡江時報不只
是一份報紙。』特別感謝所有參與及協助拍攝
的夥伴，因為有你們才能成就這部MV。」
臉書粉絲專頁實體虛擬活動籌備心路歷程
中文二林妍君表示：「在粉絲專頁，整理
《淡江時報》中淡江傑出校友的金玉良言及專
訪。藉此練習為讀者找出報導關鍵字，亦從學
長姐身上汲取成功經驗、加強自我。」大傳二
秦宛萱表示：「在臉書粉專整理每週校內社團
活動與其歷年《淡江時報》報導。從中學習到
如何當網路小編以吸睛、簡短標語方式，增加
點閱率。」
中文二陳品婕表示：「起初經營臉書粉專
時，擔心無法吸引瀏覽者目光，因此花費較多
心思，為求提高人氣。活動能圓滿落幕，很感
謝時報夥伴們的支持。」土木四吳重毅表示：
「籌備1000期活動過程中，最難忘與夥伴在福
園設置『1000裝置藝術』，很高興為時報貢獻
心力。看到籌備多月的活動，許多學長姐回來
共襄盛舉，投入的努力收到滿滿回饋！」

茶會中為來賓拍攝拍立得相片。（攝影／許允季 )

茶會中的棉花糖DIY受歡
迎。（攝影／閩家瑋 )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茶會幕後工作人員大合影。（攝影／余浩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