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2日，大傳系
邀請公共電視研究發展部資深研究員何國華，
以「媒體超越媒體」為題，講述現今媒體所面
臨的挑戰，以及各國媒體的營運方式。
　何國華表示，由於頻寬持續加大，使用者對
影音內容的需求快速成長，就連政治人物也投
入社群媒體的使用，影響力持續擴張。他點
出，2016年正值技術破壞關鍵年，因直播方式
快速觸及使用者；而無限制的轉播技術、永恆
的線上連結，改變了電視的即時生態。何國華
認為，360度虛擬實境（VR）來臨，將會像電
視普及；而WhatsApp、LINE等社群通訊App，
提供圖片、文字、影音、貼圖等功能，已經成
為新聞傳播和組織管理的工具。
　何國華以自身參訪外國電視台的經歷及觀察
分享，如法國新聞社推出一人記者模式、路透
社優化組織再造，均透過App和無線通訊方式
讓媒體呈現方式更多元，來因應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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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加油讚

　為培育通曉國際新聞編譯與製作人才，戰

略所與大愛電視臺合作開辦「國際關係與媒

體就業就業學分學程」，配合媒體所提供的

實習機會，增進學生的實務經驗與專業知

識，開拓未來就業管道。凡本校對此學程有

興趣之學生均可申請修習。修習本學程之

學生必須修畢至少8學分，包含基礎課程之

「國際英文新聞分析」、「全球事務中之

新安全挑戰」、「國家安全體制的比較研

究」、「新聞英文閱讀」，至少選修1門、

實務課程之全球化專題高階講座」、「國際

關係與媒體講座」，至少選修1門、大愛電

視新聞部實習必修，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

書之資格。請密切注意相關申請訊息，將公

告於戰略所網站中。（文／本報訊）

　
校友企業點燈

現職：臺灣永光化學公司 
             榮譽董事長陳定川
科系：國貿系校友
經營項目：化學原料製造
業、奈米材料等

　陳定川於1972年創
立 永 光 化 學 ， 秉 承
「追求進步創新，發
揚 人 性 光 輝 ， 增 進
人 類 福 祉 」 經 營 理
念，定位「提供高品
質化學品及服務，與
顧客共創價值」。近
40年來配合政府經濟發展，專注本業不斷開
發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的高科技化學
品。產品涵蓋色料化學品、特用化學品、電
子化學品、醫藥化學品及奈米材料。
　陳定川感念母校培育持續回饋母校，於
2014年9月30日與化學系啟動產學合作，共
同推動太陽能電池、新藥的開發與博士班
獎學金等3項目，以具體方式創造雙贏新
局。另外，於2014年3月捐贈化學行動車以
協助母校推展科普偏鄉服務。
　有感於經濟倫理對社會的影響，陳定川與
國企系合作探究經濟倫理，2011年持續舉辦
多場經濟倫理學術與實務研討會、相關講
座、發行經濟倫理研究書籍論文集。
　陳定川現今擔任本校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
會長、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事長，除了協助
母校校務發展外，並舉辦相關活動以增進校
友間知識交流、促進校友之相互權益、協助
校友邁向更卓越領域。（文／本報訊、圖／
本報資料照片）

小茶栽堂
黃世杰 臺灣茶品X法式甜點 迸新火花

　【記者盧逸峰專訪】坐落永康街商圈的「小
茶栽堂 Le Salon」，外觀簡約門口，寫著「フ
ランスティーサロン（法式茶沙龍）」裡面卻
提供各式臺灣有機茶和個性甜品，在這，你可
以使用著獲獎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Product 
Packaging 茶 罐、 德 國 iF Product Design 茶 壺
組、Red Dot Design Honorable Mention 的馬克
杯杯，享受著臺式品茗相遇法式優雅的氛圍。
該店是由貫達國際有限公司創辦人法文系校友
黃世杰開設，同時身為 2015 淡江大學系所友

會聯合總會傑出系友的他，從打
造品牌、尋覓臺灣茶品到造型設
計，都希望讓大家知道，「用臺
灣人設計的茶具喝臺灣茶，也可
以很潮、很時髦。」
　黃世杰熱愛古典樂和繪畫藝
術，居住在淡水的時光中，淡水
風景時常是他筆下的題材；而流
利的法語是他的職場利器，他感
謝法文系系上教師，如楊淑娟等
人的諄諄教誨，讓他可以透過語
言前進世界。在本校就讀期間，
除了在課堂學習外就是流連古典
樂社團，他分享，「那時，我與
喜愛古典音樂的知音們一同經營
社團，也辦過多場音樂講座，擔

任幹部肩負著溝通協調的責任，這些過程讓我
學習到行政交涉、團隊合作的經驗，對日後的
創業和就業有些幫助。」
　而法文系扎實嚴謹的訓練，開啟他赴法留學
的基礎，在巴黎高等管理學院攻讀廣告行銷學
碩士，以「臺灣廠商如何以自有品牌打國際市
場」為題進行研究，五年的時光中打下了建
立、經營品牌的知識基礎；他說道，「當你在
國外時，會增加對自己國家的敏感度，歐洲人
只知道『Formosa Tea』，卻沒有將臺灣連結
一起，因此心中萌芽『為臺灣茶葉打造自有品
牌』的念頭。」
　碩士畢業的黃世杰並沒有馬上創業，返國

後穿梭全球擔任國際業務工作，但「打造品
牌夢」的嚮往時時浮上心頭，「所以，兩年後
決定走上創業之路，一臺電腦、一臺印表機，
在我的客廳中開啟了創業之路。」雖說是一人
公司，他自律甚嚴，規定自己上下班時間，經
常守候在客廳辦公室待命，不放棄任何機會，
黃世杰強調，當時就是以法語專長接洽貿易業
務，面對職場上的競爭，他笑說，「幸好有那
段在法國留學、寫論文的孤獨經驗，讓我能夠
熬過這段苦日子。」
　當資金到位後，黃世杰開始投入「小茶栽
堂」品牌經營，從南征北討的單點推銷，至今
全省已有高檔超市、有機店為主的 100 多個銷
售點、網購通路，到現今的實體店面，黃世杰
採「中西合璧」思維，把臺灣茶配上法式甜點
馬卡龍，迸出全新滋味，他深信，「品質是打
響品牌的門檻，因此我從生產、選材、製作到
包裝，每一關都相當要求、一年間親自跑遍全
臺灣來挑選滿意的茶葉，每一款茶都有量身製
作的『茶葉履歷表』貼明於茶罐上，讓消費者
安心。」在這飲茶，服務人員擺上計時器 90
秒後才斟茶入杯，「因為這樣才能引出茶得韻
味與香氣，90 秒是經過反覆測試的最佳時間，
以這基準為顧客提供最色香味俱全的茶飲。」
　黃世杰所設計的茶罐在 2010 年獲得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產品包裝大獎，而擺在客
人眼前、盛裝著剔透茶湯的，則是榮獲 2012
年 德 國 iF Product Design 大 獎 的「 茶 壺 旅 行
組 」、 與 榮 獲 2013 年 德 國 Red Dot Design  

Honorable Mention 大獎的「馬克杯杯」，甚至
榮獲總統府、外交部選為外賓送禮特約廠商。
相較於有些愛茶人士強調泡茶的功夫、手續等
細節，黃世杰則認為，泡茶是件簡單、輕鬆的
事，用他精心設計又方便收納的茶具，放入茶
葉、90 秒後，即可一品美味的臺灣有機茶。
　現在他更跨足烘焙領域，成立「小巴黎人麵
包製作所」，黃世杰說明，最初是因為要確保
小茶栽堂店內販賣的麵包品質，所以決定成立
一家麵包店，由自己來把關，為消費提供美食
的更多選擇。小巴黎人的理念強調「無膨鬆
劑、無改良劑、無乳化劑、無防腐劑、無酥油、
無香精」。黃世杰解釋，小巴黎人就是把以前
製茶「不加香精」、「不用化學肥料」的概念
延伸到烘焙。
　經營著旗下 5 間分店、70 多名員工，黃世杰
感念母校的培育，105 學年度起與法文系合作，
推出「法國美食就業學分學程」除了傳遞企業
經營理念與創業精神，也盼提供給年輕人更多
的機會。他強調，「得知獲得 2015 母校傑出
系友時，這榮譽比領設計獎還開心！所以藉由
學分學程的合作，提供機會幫助學弟妹。」
　黃世杰鼓勵有志創業的年輕人，經營時必須
有耐心，應該要跳脫傳統思想以學習培養自己
的觀點，對於本國文化也要有一定的認知、更
重要的是能接納他人的良好建議，他表示，在
創業路上會有許多面臨抉擇的機會，惟有準備
充分、自律多學習，以及沉得住氣，才能在難
關上做出正確的判斷，邁向成功。

第四屆姊妹校國際研討會

人物短波
秋刀魚入選讀冊生活年度百大
　本校公行系校友陳頤華於2014年11月創辦

《秋刀魚》雜誌，匯集臺日各領域專家，以

雙月刊方式，以每期特輯介紹日本文化，帶

領讀者從各種觀點認識日本；目前已發行

至博客來、誠品、香港、星馬地區等地書

店。在創立2週年之際，該雜誌成為讀冊生

活之年度銷售量排行第二，並選入讀冊生活

「2016雜誌年度大賞之年度百大」。陳頤華

表示，因喜愛日本且對紙本有所堅持，因此

以雜誌獨立發行形式介紹日本之外，也在本

書中加入臺灣對日觀察，希冀藉由本書成為

臺日交流的橋樑，陳頤華歡迎喜愛日本的讀

者多加支持，可在《秋刀魚》雜誌網站看到

每期特輯摘錄。（文／本報訊）

產學合作共育人才
永光化學

國際關係與媒體就業

秋水詩歌創作賽得獎公布
　第五屆秋水文章詩歌創作賽得獎名單出
爐，將於 16 日 13 時在 B116 舉行頒獎典禮，
獲獎名單請見中文系網站。（文／簡妙如）

經濟未來系統說明新體驗
　未來學所 7 日「經濟未來」數位學習系統
說明會，由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介紹「未來
學數位遊戲」輔助教學 App。（文／李宜汀）

淡江愛膳餐券即起申請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淡江愛膳餐券即起至
28 日止申請，歡迎有需要在校學生請至本
校台北市校友會網站申請。（文／廖吟萱）

Ipiq 談編織與部落故事
　蘭陽校園於 1 日邀請台灣原住民太魯閣族
學生青年會理事 Ipiq Matay，從部落地圖分
享編織與部落的互動故事。（文／何家穎）

擴增實境廣泛應用教育
　擴增實境（簡稱 AR）已在教育的應用上
廣泛，如應用於博物館導覽系統等，將為教
育應用領域上帶來變革。（文／遠距組）

課程所與國小師長座談未來學
　課程所於 6 日接待臺北市松山、民權和博
愛國小等校校長、教務主任 5 人，以未來學
為座談主軸及意見交流。（文／廖吟萱）

網路看更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
8、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第四屆姊妹
校國際研討會－當代之文化傳遞：語言與文
學」，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主持，校長張
家宜、法國在台協會學術合作與文化處處長
博凱皆受邀出席。本次學術研討為66校慶系
列活動之一，姊妹校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
普瓦捷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東京外國語
大學前來共襄盛舉，國立政治大學、國立中
央大學、輔仁大學及日本西南學院大學亦一
同來校探討在網路時代，重要語言與文學如
何影響文化交換和傳遞過程的轉變。
　張校長表示，淡江大學最早以英語專科學校
起家，外語學院可謂歷史悠久，在學校扮演重
要角色。國際化亦為本校辦學理念，兩日的研
討盼促進與法國、日本的交流，歡迎各位專家
學者來訪。博凱致詞表示，「法國在台協會與
淡江有密切的合作關係，支持淡江三化教育，
我認為語言學習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扮演關

鍵知識的角色，同時資訊化也影響教學技巧，
而最重要的是教學熱情是無法取代的。」最
後，他感謝淡江舉辦研討會，促進文化傳遞。
　陳小雀說：「在前院長吳錫德、前法文系系
主任楊淑娟及師生、同仁努力下，法文系與姊
妹校建立國際學術交流平臺、凝聚情誼。法國
文學向來為藝術典範，以自身學習西班牙語文
為例，也曾受法國文學的薰陶。預祝活動成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會計系於6日
舉辦「CSR校園推廣認識CSR與綠色企業」實
務演講，邀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企業永續
發展服務經理柯方寗、歐萊德國際股份公司經
理林森岳，為超過70位學生進行說明。
　柯方寗以復興航空無預警解散一事，讓大家
了解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柯方寗認為，企
業主的經營理念應要針對社會責任、利害關係
人的平衡點提出客觀的數據。林森岳以綠色洗
髮精為例，說明綠色永續應從原料起都應要有
環保各類型認證，以減少民眾暴露於污染物下
的可能性及風險。他指出，做個好企業比做大
企業重要，雖然執行過程辛苦，但堅持對的事
情並持續下去才是好企業的作為。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教師教學發
展組於5日舉辦「105學年度Mentee教師座談
會」，由教發組組長李麗君主持，藉由資深特
優教師分享經驗，幫助新進教師在教學、學生
輔導，以及研究計畫等融入本校，現場約14位
教師參與。學教中心執行長潘慧玲表示，透過
良師益友（Mentor and Mentee）制度，讓新進
教師在本校與資深教師交流並分享解決方案。
　在場教師們普遍認為，課堂上學生反應良好
並願意分享學習歷程與狀況，若遇到學生課堂
表現不佳的情形，會使教學品質受到影響。教
學優良教師英文系副教授陳宜武回應建議，可
建立起自己教學風格，以引領出學生自身的潛
力，課堂以小組討論的方式，幫助教師融入學
生，並享受於教學的熱情中。
　參與本活動的水環系助理教授簡義杰分享，
對於新進教師來說，初來乍到會不知如何融入
教學中，參加這次座談會後，幫助了解自己能

增進往後教學經驗。
頒獎優秀教學助理 分享社群經營經驗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學生學習發展
組於8日舉辦「教學助理專業成長社群期末分
享暨特優與優良教學助理頒獎」，由學發組組
長何俐安表揚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特優及優良
教學助理外，並致贈感謝狀予課堂教師，感謝
引領教學助理以提升教學品質。何俐安致詞表
示，「相信各位得獎教學助理在課程教授的帶
領與指導，讓教學成功及學生滿意度提高，期
許大家持續精進。」
　在社群經驗交流與教學經驗分享中，在場的
教學助理交流在實習課上課時遇到的問題、趣
事與心得。最後，由基礎電機實驗社群得到最
佳問題解決獎、介面與微處理機實驗社群獲最
佳教學互動獎、精進化工實驗社群和基礎電機
實驗社群得到最佳運作成果獎、繽學奇員-活
力旺社群得到執行成果優良獎。

會計系解析CSR和綠色企業

良師益友座談會14師交流學教經驗

萬人點看豬隊友 遊戲宣傳感染

何國華談媒體新挑戰

大傳系畢製行銷組豬隊友影片萬人瀏覽
　【本報訊】大傳系第31屆畢業製作行銷組
「南波萬」以「身邊的豬隊友」為題，製作短
片並採訪淡水校園的學生，不分國籍的大學生
踴躍分享心情和經驗；採訪過程中「豬隊友」
一詞竟似國際語言，讓海內外學生激動地使用
母語呼籲身邊的豬隊友「對自己負責」、「認
真做事吧」。6日上架後，一天內瀏覽破萬，
人氣繼續累積，網友們紛紛留言表示，「我們
真的感同身受」、「有人說要改變自己，同學
們快錄影存證啊」、「不多說ㄌㄏㄏ」。南波
萬組長大傳四鄔亦純表示，這活動是與台灣玩
藝股份有限公司（comico免費全彩漫畫APP）
合作，推出「comico的快問快答」
系列影片，來呈現大學生普遍面
臨的「豬隊友」現象。
媒菌風暴互動遊戲了解感染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
資傳系之第五屆創意數位媒體教
學實習中心成果展「感染」即將
開展，為使校內師生了解本次展
覽內容，自上週起展開相關宣傳
活動，以「媒菌風暴」和「感染
空間」活動，與校內師生互動。

活動總召資傳三張家盈表示，盼能透過互動遊
戲，讓同學了解媒體已經潛移默化，如同「感
染」一般影響著大眾的認知、觀念、社會文化
等，也表示大家都難以抗拒媒體之影響。
　6、7日在福園的「媒菌風暴」，是以躲避球
形式模擬逃離媒菌的遊戲，由參加者身穿醫生
袍，外場觀眾以魔鬼氈球投向參加者，了解
「感染」的影響力。俄文三何薇說：「第一次
見到如此動態的宣傳活動，很有趣，小禮物和
抽獎也很吸引人！」
　錯過這場遊戲嗎？13、14日中午12時在商管
大樓前，將有「感染空間」互動活動，歡迎大
家前往參加。

　【記者林姸君淡水校園報導】7日，大陸所
舉辦大師演講，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安組特
約研究員李華球受邀，以「川普與蔡英文通
話」事件來觀察臺美情勢，並探討兩岸關係
中臺灣的因應之道。他分析，「兩大為難小的
局勢始終存在，倚靠美國實難抗衡中國大陸，
且無法得到任何保障。」也提示，臺灣和對岸
保持親近、與美國維持友好關係，始終是臺灣
未來的外交趨勢及策略。會後，大家在開放問
答時間踴躍發言，對於經貿制裁、新加坡在兩
岸間扮演的角色等國際觀察感興趣；李華球回
應，「海霸王挺一中的風波是否會持續擴大，
仍要繼續觀察對岸反應；至於新加坡裝甲車被
對岸查扣的事件，大陸雖然是施壓星國對臺
關係，但實際上則是劍指臺灣與新加坡的互
動。」最後，他勉勵同學做研究應具備足夠的
抗壓性，試著調整為正能量，才能立足職場。

李華球探討臺灣國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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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學
分學程

　 蘭 陽 校 園 舉 行 「 食 在 蘭
陽，書香之旅」主題書展，
在蘭陽校園圖書館展示館中
展示各國飲食文化、菜色餐
飲、旅遊等各類館藏共200多

件，現場有閱後回饋的抽獎活動外，還安排現
做鬆餅攤位，讓蘭陽師生在閱讀各國相關特色
美食書籍和享受美味鬆餅之餘，增進對於各國
人文風情及美食的了解。
　分享活動中，語言二楊智翔更以自身在英國
求學時的美食和景點經驗，推薦現場展示書
《出發！英國自助旅行》，作為經驗分享。語
言二吳軒旻表示：「此書展主題活動是關於旅
遊與美食，我可以對照每年出國數次的經驗。
現場展示夏威夷書籍，與工作人員分享今年暑
假的夏威夷旅遊經驗和讀後心得，還可以吃著
鬆餅，真是很特別的經驗，真不錯！」書展活
動至16日（週五）止，請把握最後的機會唷！
（文、攝影／何家穎）

蘭陽書展鬆餅飄香

功。」
　研討會分為7個場次，分別針對文學語言與
文化交換、語言學研究、文化研究，及語言教
學等領域進行討論，共發表16篇文章。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機電系於上週
舉行「機電週」，5日至6日進行「大四專題成
果報告」，8日則舉辦「鍾衍彥系友獎學金頒
獎典禮」，機電週展現學生學習成效和提供同
儕間互相觀摩機會，且以獎學金鼓勵同學的
傑出表現。大四專題成果報告中，共26位同學
分別在7間教室進行報告及問答，每間教室由
兩位教師擔任評審，最後每間教室皆選出第一
名以示鼓勵。機電系系主任王銀添指出，「這
次是首次要求同學以報告形式呈現畢業專題成
果，相信透過專題報告，更了解職場實況。我
認為同學的表現十分令人滿意，時間控制也非
常準確。明年，我們更打算在新工學大樓中庭
舉辦專題成果展，提供同學觀摩之餘，也讓全
校師生對機電領域有更多的了解。」「鍾衍彥
系友獎學金頒獎典禮」在E813舉行，現任新
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的機電系校友鍾衍
彥為鼓勵學弟妹努力向上，捐贈系上20萬獎學
金，本學期共有14位同學獲頒獎勵。

機電週頒獎學金勉14生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國際處於7日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17年霍特獎（Hult 
Pr ize）本校校園初賽，以「改善難民生活 
（The improvement of refugees’ livelihoods）」
為題進行簡報，最後由物理四洪宇均等4位同
學所組的「Code」隊自8組中脫穎而出，獲
得冠軍，將代表本校於明年3月出國參加區域
賽，屆時將與全球的競爭對手一決高下。
　本次競賽，各組以假使擁有100萬元美金，
會如何改善難民生活。洪宇均說明：「本隊構
想設計2臺不同類型的販賣機，希望解決糖尿
病患者取藥不便之問題，提供敘利亞、非洲難
民更便利取藥、肥皂的服務。」

Code出賽2017霍特獎

　法文系於 8、9 日舉辦第四屆姊妹校國際研討會，與
國內外學者一起研討當代文化傳遞。（攝影／何瑋健）

　資傳系之媒菌風暴遊戲以躲
避球形式和師生互動，了解媒
體對生活影響。（攝影／陸瑩）

　本校法文系校友黃世杰，以臺灣有機茶自
創品牌，所設計的茶具獲得國際設計大獎，
向世界推廣臺灣茶品。（攝影／盧逸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