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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你的未來
商業管理學習研究社日前於L417舉辦「行銷你的未來」講座，特
請本校校友亨嘉企業董事長董煥新等，剖析行銷業務內部運作狀態
與行銷祕訣。特摘錄其內容，以饗讀者。
所謂「業務」，只要最終達到成交，或有交換行為都叫做業務。
如：總統的業務工作為兜售政見，換取選票；醫生的業務工作為銷
售醫術，換取報酬；牧師的業務工作為銷售思想，換取信仰等，簡
言之，業務工作便是「以物易物」。
大學生出社會後，所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找工作。應徵時，想辦
法推銷自己，告訴公司你有多少能耐，這就是業務。現代失業率攀
高，很多人誤以為職缺少，其實不然。據104人力銀行統計，在所
有職缺行列裡，有61.4%偏業務性質，其中大部分不要求經驗。沒
有一家公司能捨棄業務行為，因為光有產品而沒人推銷，收入不會
憑空而來，而業務的工作便是幫公司招攬市場。綜合以上，業務這
個行業具有兩個特質：1.為社會上最多的工作職缺。2.是幫公司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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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不可或缺的職務。
業務工作能迅速幫你累積經驗，並具有「努力與業績、收入成正
比」的特質。從事業務必須具備企圖心、百折不撓的精神、面對挫
折的抗壓性等，很多社會新鮮人只問企業能提供甚麼福利，而不先
思考自己有多少產值，這是一種錯誤的態度。從事業務之前，必須
問自己兩個問題；一、為什麼從事業務？二、你要從事甚麼樣的業
務？從事業務無科系限制，但在於有無健全心態及肯不肯付出。
業務行業有非常多分支，如：金融業務、保險業務、食品公司業
務等。業務分工有業務主管、業務專員、業務助理三種不同的工作
內涵。其中業務主管必須滿足客戶需求，具市場敏感度，提供最適
當的產品來固守市場，並適時開發市場，在舊有領域內增加新客
戶，並將既有產品切入新區域，以獲取更高的營業額。另外，「判
斷」很重要，從前有個製鞋業主管叫2位手下去非洲探勘市場，其
中一位悲觀的說：「非洲人都打赤腳，不穿鞋，市場非常狹小。」
另一位則樂觀的說：「非洲現在沒人賣鞋，整座市場都是我們的天

畢業大聲公

淡江 謝謝你
從在校園中迷路的青澀小大一，到可以侃侃而談，向人介紹淡江
歷史、建築與景致的大四生，時間飛逝，沒想到再過幾天我就要畢
業了。但我知道，從淡江離開不是終點，而是另一個起點。
大一的生活記憶猶新，我遇到有共同嗜好的室友，我們一起參與
許多課外活動，認識許多不同領域的朋友；也透過各種活動的參
與，強化了我的溝通與表達能力。升大二後，我越來越確定自己的
興趣，也對身邊的一切看得更清楚。舉凡社團發表、各式各樣的表
演或比賽，或社團的行政事務、拉贊助等實務，我都積極接觸與體
驗；當然，也不忘執著於課業。
大三這一年更讓我永遠忘不了，它太美麗、太精采，值得不斷地
回憶。我獲得爸媽的支持與鼓勵，參加學校的交換生計畫，赴日本
國際教養大學挑戰交換學生。在短短的一年中，我結交了來自世界
各地的好朋友，上了許多有趣的文化研究及商業書信管理課程，也
藉此機會修習日文、體驗日本道地生活，以及將近一個月的個人背
包探險等。當然也遇到不少挫折，例如：剛到日本不久便發生車
禍，差點住院；與美國朋友的文化衝突；對日本人的過份客氣感到
疑惑；假期想前往法國觀光，旅簽卻莫名遭拒，因而平白損失了一
筆機票及簽證費等。但在種種的困境中，我學到了獨立，及面對自
己應有負責的態度。在這一年中，我與爸媽通話不到五次，然而，
我知道爸媽對我的信任，足已支持我在異國的所有
不安與挑戰。
不敢相信留學回台不久的我，將從淡江畢業，並
踏上人生另一段旅程。這四年的回憶，是甜蜜的、
豐富的、啟發的，我深信它們將引領我到下一個人
生目標，支持並保護著我。親愛的家人、朋友、老
師、淡江，此刻，我想大聲對你們說：「謝謝你
們！」
I believe we’d be happy together
I believe we’d be limitless together
I believe we’d be growing together
I believe we’d be adventurous together
I believe we’d be simple together （吳采璇）

夢境
一個鋪著冷空氣的午
天，
從天而降的，是團團的
冷風。
風從最北吹到最南，
這是一個長遠的距離。
下著雨的天空，
雨灑不進密閉的空間，
帶著陽光走進黑雨的世
界，
我斜靠著一抹陽光休憩

焦點人物

文／附離

著。
石像是用來庇佑與守護
的，
但是石像站在雨裡，
卻在朦朧的淚滴中，
侵蝕後凋零，
喪失了守護的能力。
溫暖的黑陽，
憂鬱卻帶著微溫，
淚滴有著的，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文／陳依萱整理
下。」兩個相異的價值觀典型，主管必須知所取捨。
其次是業務專員，他們是站在第一線與客戶接觸的行銷人員，必
須擔負溝通、引導商品進入市場的責任。通常將新產品導入新市場
的風險高，業務專員便會先將新產品導入舊市場，等新產品變成舊
產品之後，再導入新市場，以降低風險。最後是業務助理，主要工
作是協助業務專員，擔任接貨、發單出貨、請款、定期拜訪客戶、
協助製作報表、紀錄、解決客戶難題等角色，作售後之服務，也是
業務專員的前身。
只要公司提出完整的訓練，每人皆可成為業務，無關大學科系。
工作不是取決於自己有沒有興趣，而是「自己要不要對他有興
趣。」許多人因為對事物不了解而感到陌生，因害怕而不去挖掘，
因此錯過機會。想好自己要什麼，針對公司性質與規畫去選擇、了
解，將風險降到最低。此外，別太早為自己劃出界限，保持開放的
胸襟及好態度，淡江這塊招牌不會輸給國立大學。

身為淡江人真幸福
往淡水方向的捷運快速移動，目不轉睛地看著窗外關渡橋夜景，捨
不得眨眼，因為再過不久，欣賞這個美景的機會就會減少許多，因
為，我即將畢業。
甫進淡江，我一度因為通勤太累，加上大一課業繁重和身體不適，
曾經動過休學的念頭。但淡江大學多采多姿的生活，讓我一路堅持下
去。參加健言社、系籃，我在社團裡看見學長姐的傳承和努力；輔系
法文，除了增加自己的第三外語能力，也意外認識許多好朋友；參加
文創學程，學到如何和各系的同學合作做報告，也和產業更接近；參
加各式各樣的演講及活動，吸收許多知識且和不同領域的朋友切磋；
發現自己走不出低落的情緒而走進諮輔組，則讓我學會面對自己、了
解自己。
直到去年我參加國交處承辦的復旦大學江南文化夏令營，到上海和
杭州等地進行九天的學術交流，同梯次還有來自台灣其他的大學，在
各方競爭和比較之下，我赫然發現：「身為淡江的學生，真的很幸
福！我們真的擁有很多資源，只是不懂得如何運用。」這是在遠離淡
江大學千里之外的上海，才領悟到的真理，但我卻馬上就進入大四的
光陰。如今，距離畢業的時鐘已倒數計時，驀然回首，我感到驕傲，
在年歲最青春的四年之中，我，曾在淡江大學，畫下一幅幅精彩的畫
作。（陳欣緯）

走過青澀 迎向未來
每次想到即將畢業這件事，就不禁懷念起在學校裡，每個走過的足
跡及收藏的回憶。不管是匆忙帶著剛印好的報告衝去上課，或是泡在
涼爽的圖書館，悠悠哉哉翻著村上春樹《聽風的歌》；這些過往的彩
色記憶，經過長時間的褪色後，突然在畢業前夕又清晰了起來。
「夏天就這樣悄悄地來了，也不管我想不想曬太陽……」929的歌聲
仍不停地在耳邊迴盪，青春就像一陣風一樣，似乎怎樣也抓不住。每
當經過在校園中掃地的新生旁，總不禁多看一眼，那些青澀懵懂，對
一切充滿好奇的神情，就像當年的自己。
在淡江讀了兩年資管系和三年大傳系，過程中除了進淡江時報當起
小記者、考上救生員執照、橫渡日月潭、拍了幾支影片，最讓我感恩
的就是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師長，他們給了我進入社會的無
畏、勇氣與智慧。感恩如夏初的綿綿細雨，難以一言道盡，我謙卑地
摘下斗笠，滿懷感激地仰望藍天，母親、師長和朋友們，多年來的扶
持與鼓勵，滋潤了我心中那片曾失衡的乾涸。
這五年的時光，我積極把握每一次機會，在挫折中成長，漸漸捏塑
出自己的形狀，強化品德、責任和能力，在那萬里無雲的藍天下，謙
卑而穩健地堆砌出屬於我的金字塔。如今，立足於水光粼粼的田地，
我已能勇敢地拿起鋤頭，繼續開墾屬於未來的希望。（陳維信）

圖／洪翎凱
只是積淚成塘的憂愁，
誰敢掊起清澈卻深邃的
池中水，
攪亂了原有的寧靜。

繽紛的色彩，
一幅幅的轉為泛黃；
泛黃的顏色，
卻也被突顯成虹之色。

水有著怎樣的味道？
一股遺忘的味道，
所有擁有極致的深，
用力攪拌後，
揪著池畔的石上青苔，
滑腳得讓人小心翼翼，
卻又讓人憂傷的難以放
心。

一段段的言，
被蠶絲的線，
綴成一件金縷衣，
套在身上，
嘴含玉蟬，
不願褪下。

飄著冷風的夜，
沒有冷的感覺，
因為一點都不冷，

勵志繪本 -畢業生了沒！
圖、文／洪翎凱

有誰看過，
石像，
穿著，
金縷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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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又獲得經濟部技術處學界科技專案補助；
今年更從培育人才的前置階段，跨進產學合作，
成立「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邀請業師教
學，嘉惠全校學生，提供所有修課學生職場實習
的機會，創意中心培育特色領域人才終於到了開
花結果的階段。趙雅麗的學生，也是和她共事多
年的戰友、大傳系系友趙又慈，親身參與、和趙
雅麗一起搞創意，面對活力充沛、想法不斷的趙
雅麗，她表示，趙雅麗不是超人，但她用超人的
意志，不斷創新與開拓。
儘管忙碌，但是趙雅麗從不樹立藩籬，她有一
股真誠，能讓人安心、放心，當你開口，她一定
會為妳停下腳步，傾聽你的聲音。趙雅麗的學生
與她情誼深厚，畢業多年仍經常回來探望她，與
她相敘，第13屆大傳系校友劉中薇便說：「她就
像是我另一個媽媽。」曾經在兒女國小擔任副家
長會長的趙雅麗，看見許多家庭因溝通不良而影
響孩子，因此她希望未來能專注於文創中的心靈
產業，幫助更多人擁有良好的溝通管道，她充滿
熱情地說：「這是我一生最想做的事！」
趙雅麗自述：「生命裡每個階段我都走得很
慢，但我走得很仔細。」正如創意大師賴聲川說
的：「創意是可以『練』的！」在趙雅麗身上，
可以看見創意並非憑空而來，而是一步一腳印，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趙雅麗用心傾聽學生的需求，為學生營造
跨領域創意學習環境。（圖／陳振堂）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余曉懷手繪四格漫畫出新書
知名部落客、本校資傳系系友余曉懷與朋友
合作，以手繪四格漫畫的方式，教導大家在愛
情中與另一半的相處之道，並放在部落格與大
家分享，可愛有趣的畫風吸引超高人氣造訪，
日前更有出版社將他們的作品集結出書，名為
《不愛會死》。余曉懷表示，很謝謝大家支
持，並預告，網誌將大改版，要給大家帶來耳
目一新的感覺。（李佩穎）

劉恩良全國音樂賽個人小號優勝

廖韻茹等三人獲學習經驗徵文第1

趙雅麗引領風潮 跨領域培育文創專才
趙雅麗的創意發想也同樣源自於豐富的感情。
1997年她開始研究口述影像，並成立全球唯一一
所，為口述影像做系統研究的「口述影像研究
室」，幫助盲生用耳朵和世界溝通，從此更堅定
了她著重人際溝通的想法。
從多年的教學經驗，以及和學生談話中，趙雅
麗發現各系學生之間缺乏溝通、對話的管道，以
及接觸產學應用的機會，所以常對未來有強烈的
不確定感，因此她決心以跨領域的新興產業型態
─文化創意，打造一個創新的理想學習環境，做
為培育文創人才的搖籃，「創意學習與研發中
心」在這樣的理念下漸漸有了雛形。
但是萬事起頭難的鐵律，不因為創意而不同。
除了一本厚厚的企畫白皮書及一間可以容納180
人的教室，創意中心草創時期沒有經費也沒有人
力。幸好因為完整且具前瞻性的計畫受到教育部
賞識，從全國69家大專院校的競爭中脫穎而出，
獲評為「創意學院」標竿學校，並得到300萬元
獎助。創意中心的成立，從設計到家具擺設，在
ikea、世貿、鶯歌來回奔波，趙雅麗從不假手他
人，但她談起這段記憶卻一點也不以為苦，只是
笑著說：「我就覺得好玩嘛！」
2006年3月創意中心成功的跨出第一步，舉辦
「創意瘋潮」活動，引燃學生的創意爆發力；

寫出漂亮句子(二)

我們大多數的人一直被困在中式英文的桎梏
裡，為了幫助讀者從這種障礙中被釋放出來，
能夠隨手寫出自在而成熟的英文句子，我將帶
著各位，學習寫出好句子，才能寫出好作文。
荀子說得好：「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
所學也。」期許各位讀者勇敢地蛻變，創造美
好的作品。
一、請修改以下的句子
1. 他今天很不想去上班，但還是去了。
He didn't want to go to work today, but he still went.
2. 他們彼此相愛至深，並為對方無條件地犧牲。
They love each other deeply and sacrifice for
each other without conditions.
3. 他非常樂觀，沒有誰比得上。只要他在，
大家都很開心。
He is so optimistic that no one can compare.
As long as he is present, everyone is happy.
（舉一反三）
4. 她很自私，沒有人受得了她。大家一看到
她，都立刻跑得遠遠地。
She is so selfish that no one can tolerate her.
Everyone who sees her will immediately run away.
5. 二十年了，她美麗依舊！
It has been 20 years, and she is as beautiful as before!
二、答案
1. Reluctantly, he went to work today.
解析：字彙庫要大。
reluctant
不甘願的
2. Their profound mutual love is accompanied
by unconditional sacrifices for each other.
解析：要掌握字彙和邏輯。
profound
深切的
mutual
互相的
accompany
伴隨
3. His incomparable optimism always brings
cheerfulness.
解析：主詞要抓穩，字彙要夠，文法要了
解，邏輯要清楚，才能寫出好句子。
incomparable
無以比擬的
4. Her intolerable selfishness always drives people
away.
解析：這一題的文法結構和邏輯和上一句
類同，請讀者反覆練習。
intolerable
難以容忍的
5. Twenty year haven't deprived her beauty!
解析：以「時光」為主詞，突顯歲月的強勢。
deprive
剝奪

法文三劉恩良日前參加「全國音樂比賽」，
在眾多音樂系選手角逐中，非音樂科系的他表
現不俗，獲得個人小號優勝。他表示，經過這
次比賽讓他對自己更有信心，但也發覺自己的
缺點是情感不足，決心以後要多聽音樂，培養
情感，期許往後表演時不只是吹奏技巧漂亮，
更能奏出讓人感動的音樂。為更了精進小號
吹奏技巧，劉恩良於上月9日及28日分別在文
錙音樂廳及文化大學舉行獨奏會，他笑著說：
「這次的獨奏會就是挑戰自己。」（潘彥霓）

一步一腳印 為學生建立溝通對話平台

【記者陳貝宇專訪】行政院日前公佈，將自今
年起至2013年，以230億台幣，打造台灣成為亞太
文創產業匯流中心。文創產業前景一片看好，所
以文創人才的養成相形重要。而本校早在2004年
便著手籌劃，於2005年正式成立「創意學習與研
發中心」，致力於文創專才的培育，這個引領風
潮、洞燭機先的創意中心幕後推手，便是本校文
學院院長趙雅麗。
走進院長辦公室，陳設條理分明，透露著一股
嚴謹的氣息，與一般人想像的「創意」風格大相
逕庭，文化創意到底在哪裡？一頭俐落短髮，動
作明快，見過趙雅麗的人總以「女強人」形容
她，但是，與她深談後，你會發現那如脫韁般，
有趣的創意思維，正如她說話時的超人速度，總
能源源不絕的拋出，讓人望塵莫及。
趙雅麗形容自己「喜歡冒險」。大學主修英
文，畢業後擁有穩定的工作，但喜愛探索的個
性，讓她決定擺脫當時仍處戒嚴的大時代框架，
出國留學，並取得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傳播博
士。後來，因緣際會之下來到淡江，愛冒險的
她，竟多次捨棄優渥條件及新挑戰的挖角，在淡
江一待就是20餘年。趙雅麗笑著說：「如果學生
有一天回來，一個老師都不認識，那她還有什麼
理由回到這裡？」冷靜的外表藏著豐沛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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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詩婷參加遊行表達自我
大傳三陳詩婷於日前參加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等工會發起的五一勞動節「反失業大遊行」。
這場遊行的訴求是，要求政府重視青年的勞動
及教育政策。她建議，現在的年輕人應該走出
校園，多看看社會現實面，並利用創新和顛覆
的方式，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張莘慈）

林芳任中時夏令營當孩子王
財金四林芳任去年擔任中國時報暑期夏令營
輔導員，收穫滿盈。今年暑假則將擔任夏令營
的節目主任，負責科學營及財經營的教案規
畫。林芳任表示，從小孩子身上學到很多，也
成長許多，無論是財金學識的學以致用，還是
面對孩子磨出來的耐心，都讓他更加成熟。他
也將此興趣轉化為專業，於今年3月考取了華
語導遊及英語領隊執照。他說：「負責任的態
度、放下身段、用心投入，是成為孩子王的不
二法門！」（陳頤華）

不停琢磨、淬鍊的成果。人人都有創意的能量，趙
雅麗用意志與情感為大家築起創意平台，她以「知
識為矛、創意為盾」做為創意中心的標語，期望大
家用知識與創意為生命開創出更多的火花。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資管一廖韻茹、日文二黃丹青、教科三陳莉
倩，參加學習與教學中心舉辦的「我的學習經
驗分享徵文活動」，同時獲該比賽第1名，各
獲獎金3000元。廖韻茹表示，得到第1真的很
驚訝，也很樂意公開，和大家分享他讀書的
「獨家方法」！（江啟義）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
另與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學生
會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
提供解決方案與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
詢，促進學校和學生之間溝通。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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