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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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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203、校內分機2131，或e-mail：
rightfighting@hotmail.co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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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精神養成 美國留學行囊滿篋 
　轉眼間，美國的留學旅程也即將劃下句點，
即將回到台灣，但我相信這不是一個求學的終
點，反而是更激起我求知慾及拓展國際觀的起
點。

 █文／陳建豪（遠見雜誌資深記者） 

一、先熟背以下實用的單字
unicorn麒麟 [           ] 
white elephant又大又貴、卻無用之物
Persian Cat波斯貓 [        ]；giraffe長頸鹿 [ 　   ]
panda貓熊 [        ]；raccoon浣熊 [        ]
polar bear 北極熊；rhino 犀牛
seeing-eye dog 導盲犬；aquarium 水族館 [            ]
tadpole蝌蚪 [         ]；cicada知了（蟬）[         ]
queen bee女王蜂；mantis螳螂[        ]
spider web蜘蛛網；insecticide殺蟲劑
silkworm蠶；earthworm蚯蚓
orchid蘭花 [        ]；magnolia玉蘭花 [           ]
jasmine茉莉花 [           ]；tulip鬱金香 [        ]
poinsettia聖誕紅 [             ]；ivy長春藤
azalea杜鵑花 [        ]
cactus仙人掌 [        ]（複數是cacti[　      ]）
violet紫羅蘭 [        ]；mimosa含羞草 [        ]
palm tree棕櫚樹 [       ]；lei花環（掛在脖子上）[     ]
lily百合；daisy雛菊 [       ]
chrysanthemum菊花[                ]

二、請翻譯以下的句子
1、那棵仙人掌開花了。
That___is___.
2、沙漠中的仙人掌很少開花。
The___in___seldom___.
3、百合花看起來純淨又典雅。
___look___and___.
4、那隻北極熊媽媽脖子上掛了一個花環。
That___ ___bear is___a___.
5、蝌蚪會成青蛙。
___grow into___.
6、導盲犬是忠實又可靠的。
___dogs are___and___.
7、我家附近的草坪上有紫羅蘭和杜鵑花。
There are___and___on the lawn near where I live.
8、蠶和蚯蚓都是軟蟲。
___and___are both___.

三、答案
1、That cactus is blooming.
2、The cacti in deserts seldom bloom.
3、Lilies look clean and classic
(經典的、典雅的:classic   古典的:classical)
4、That mother polar bear is wearing a lei.
5、Tadpoles grow into frogs.
6、Seeing-eye dogs are faithful and reliable.
7、There are violets and azalea on the lawn near where I 
live.
 (「我家附近」不能用near my house ,因為”house”
是平房)
8、Silkworms and earthworm are both worms.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選擇題
1.（ ）阿吉在網路上利用BT下載網友分享
的整套日劇，請問有違法嗎？
(1) 使用BT通常是分散傳，不是全部傳，所
以不違法。
(2)利用BT下載網友分享未經權利人授權下
載之日劇是違法的，不論傳輸的型態是一
次完整的傳，或是化整為零的傳。
2.（ ）菲菲對於智慧財產權的適用範圍有
疑問，請問你知道下列哪些東西是屬於智
慧財產權所保障的範圍嗎？
(1)作文、繪畫、音樂作曲等 (2)金錢、珠寶  
(3)房地產
3.（ ）小華搞不清楚智慧財產權不保障下
列哪一種權利，請你幫他找出來吧！
(1)商標權   (2)人權與自由權  (3)專利權及著
作權
4.（ ）店小二認為「智慧駭客三部曲」是
很好看的電影，於是去租原版片，並把這
部電影帶到店裡去播放，讓客人共同分享
此電影的樂趣，請問是否違反著作權法？
(1)沒有吧，因為它使用正版的片子。
(2)有喔，任意放電影給公眾欣賞，是侵害
著作財產權人的「公開上映權」的行為。

答案：1.（2）2.（1）3.（2）4.（2）

　財金、經濟、水環等系多位系友在聯合國
NGO世界公民總會擔任義工，除聯繫國際成
員外，還負責活動籌劃等相關工作，希望結合
愛好和平的世界公民與人權鬥士，建立一個社
會、經濟公理正義與人權得以實踐的地球村。
　該組織所主辦的「2010年世界公民人權高峰
會」雖已於日前圓滿落幕，但仍延伸此次高峰
會討論主題，廣邀各界人士，針對保障人權、
護衛地球、促進世界和平提出看法，意者請以
對社會有幫助的角度撰寫文章，為世界和諧
貢獻一己之力。文章上傳網址（http://www.
worldcitizens.org.tw/awc2010/ch/F/F_d_post.
html）（張靜怡）

　畢業將近8年，進入《遠見》雜誌擔任記者也超過5個年頭，繁忙
的工作使人已逐漸淡忘大學生活，此次回想，才驚覺過去的努力，
或是不夠努力，其實都逐一反射在今日的生活。
　在青澀的大一新鮮人時，由大傳系同學推薦，報考淡江時報記
者，雖然已經不記得考試內容，但回想那一關，此刻心中竟有些緊
張，因為在淡江時報三年多的經驗，那真是難能可貴。

淡江時報經驗V.S破格錄用
　甚至，在時報的經驗，也幫助我找到目前的工作。退伍後，希冀
能找一份財經雜誌記者的工作，業界雖有職缺，但幾乎每家都要求
要有工作經驗。
　苦無經驗，但又不想放棄，我把當年在淡江時報撰寫的每一篇報
導，剪貼成冊，居然成為一本分厚厚、很有「份量」的履歷表，也
因此破格獲得了幾次面試機會。
　在《遠見》雜誌面試時，猶記得考官故意下馬威，說「我們這邊
都是台大、政大畢業生，你行嗎？」拿著厚實的報導集、裡頭每一
次的採訪經驗，都讓我很有信心的對答，最後也成為《遠見》近年
來甚少錄用的私立大學新鮮人。

獨立調查V.S出國採訪
　在校內擔任記者，一開始從簡單的新聞報導做起，後來挑戰自己
操作深度專題，這對日後相當有幫助。
　印象最深的專題，是當年學校周圍開起十多家網咖、也興起網路
遊戲是否會妨礙學業的論戰，因此我設計了一份問卷調查，逐一拜
訪網咖老闆，也請他們幫忙讓登門的學生顧客填寫問卷。
　有些業者很幫忙，但有些則愛理不理，與他們的互動也讓我開始
邁出只侷限於校園內。
　最終，回收了360份問卷，也得到這些網咖族，有過半學生，會為
了上網咖而蹺課等驚人數據，因此連中國時報也引用了這份調查，
而大傳系與商學院各系，在課堂上也會討論我的報導角度與統計方
法，讓人有些成就感。
　一份專題能否做得好，其實就是考驗記者過去的基本功有沒有扎
實？邏輯夠不夠緊密？採訪經驗夠不夠問到核心問題？寫稿能否精

彩、呈現重點？
　對目前的工作，日夜與
專題為伍，當年練出的功
力，其實都是不值一提卻
又重要無比的基本功。
　今日，最大的工作挑戰
則是海外採訪，近似過去
在校內嘗試專題企劃。
　這幾年來，出國採訪已
達10多次，跑過芬蘭、德
國、柬埔寨、日本、大陸
等地，今年為了籌備上海
世博特刊，則幾乎有1/4
時間待在上海。
　海外採訪，其實是辛苦
無比，來到不熟悉的環境，你所有的感官都在偵測新環境。德國的
電車如何搭、柬埔寨的氣候調適，更遑論安排採訪、進行採訪；不
同的語言與文化，都讓困難度大增。
　簡單說，在國內的小缺點，在國外都會被放大成為致命傷！
　包含文字記者會不會攝影？是否聽得懂各國人士的英文口音？能
不能在短暫時間內做出正確決定？
　這些挑戰，就如同當年從一個有聞必錄的學生記者，挑戰靠腦力
取勝的深度專題，是截然不同的範疇。
　也非常建議學弟妹，能往這個方向邁進。

淡江60  與時俱進
　母校一甲子了，然而畢業後三不五時會到校園，並不感覺學校老
態龍鍾，而是每每都有新發現，60歲的母校仍生命力十足！
　例如游泳館、體育館的落成，及蘭陽校園的英語授課、師生一同
住宿，相信都能培養、薰陶出未來就業市場需要的人才。
　母校的與時俱進，其實也更激勵學弟妹應該也不斷挑戰、創新自
己。
　校園內外的各種比賽，學弟妹都應該積極參加。

圖／洪翎凱

校友邀大眾投稿 捍衛人權

60週年校慶淡江時報之友系列徵文

五月徵文--淡江象徵3選1
　隨著時代的更迭，本校即將邁入60週年校慶，

你會好奇每個世代心目中認為的淡江象徵嗎？是

克難坡、宮燈，還是蛋捲呢？歡迎踴躍上網投稿

（http://tkutimes.tku.edu.tw），即日起至5月

21日截止，文長約500字。來稿必須是從未曾發表

過，並請勿重複投稿。（本刊保留刪修權）

校友寫真

資深媒體人黃瑞瑩 執商業周刊點睛之筆
致力捍衛新聞的公理正義

　在校園內的努力與不努力，或早或晚，都會反映到畢業後，學弟
妹們，我們一起加油吧！

　【記者王育瑄專訪】明亮的商業周刊會議室
裡，牆上貼滿了一張張最新一期、還沒上架的版
面，眾人開始對所有元素配置品頭論足，包括標
題、美編設計等。編輯總監黃瑞瑩審視著版面，
統整封面故事，腦袋想的都是如何下出吸引人的
完美標題。
　大學時期就讀輔仁中文系的黃瑞瑩，雖然並非
傳播科系的科班學生，因為閱覽許多報紙評論，
加上受到作家龍應台《野火集》勇於批評時政的
啟發，對於新聞伸張正義的精神相當感動，也啟
發了她對新聞寫作的興趣，因此畢業後她選擇進
入媒體工作，一路從工商時報的記者、明日報的
財經組製作人、壹週刊的副總編輯，到現今商業
周刊編輯總監的位置，算一算日子，已過了近23
個年頭。
　在媒體工作，讓她勇於接受藝術投資、農業、
製造業、工業政策及經建會政策等各種路線的挑
戰與衝擊，也在邊做邊學中體會到新聞記者臨機
應變的重要性，「新聞記者轉換路線的期間，其
實根本沒有時間可以適應及緩衝，因為『計畫永
遠趕不上變化』！所以，大部分的新聞記者都是
通才，得利用很短的時間將基本知識搞懂，接下
來就只能靠自己邊做邊學。」由於喜愛接收新

知、善於察言觀色的細膩心思，讓黃瑞瑩在工作
上遊刃有餘。
　在工商時報的第8年，恰好遇到東南亞爆發金融
風暴，為了精益求精，黃瑞瑩考上本校東南亞研
究所，邊工作邊讀書。她非常感謝求學期間對她
十分照顧的指導老師林若雩，「林老師以前是中
國時報的駐派記者，算是我媒體界的前輩，她能
充分掌握國際政治方面的資訊，無論是在課業、
工作或國際知識上，都提供我很精闢的見解及幫
助！」而林若雩談起黃瑞瑩時，對她積極、快速
的學習態度大加讚許：「瑞瑩是個很熱心積極的
學習者，她能在我們討論的過程中迅速抓住重
點，還能夠在預期的進度中，提早完成作業，絕
不拖泥帶水！」
　唸碩士班時，早上上完課，下午又匆匆趕去跑
新聞，晚上下班還得回家照顧小孩，這樣忙碌的
生活，曾讓黃瑞瑩幾度壓力大到快達到忍耐的極
限，「記得以前常常有好幾次晚上10點下班回家
後，還要趕學校的報告及論文，坐在電腦前寫報
告寫到早上7點，然後補眠到中午才去上班。」當
時的黃瑞瑩，雖然有閃過想放棄的念頭，但是好
不容易考上了研究所，又非常熱愛自己的工作，
只好咬緊牙關，靠著意志力撐下去！

　形容自己人格特質「不虛偽」的黃瑞瑩，相當
重溝通及講效率，曾是黃瑞瑩壹週刊的同事曾淑
芬回憶道：「平面媒體超時工作的情況時常發
生，瑞瑩擔任副總編輯的時候，會不斷地跟編輯
們溝通，還會主動伸手幫忙加速作業的流程。」
所以在黃瑞瑩上任前，一年52期的壹週刊準時送
進印刷廠的機率只有兩成，在報到後的短短兩
年，卻提升成九成五。
　黃瑞瑩自壹週刊學到的至理名言：「永遠要幫
別人預留工作的時間，才不會成為別人失敗的藉
口！」也同樣受用在現今的商業周刊，一樣都是
負責管理作業流程，一樣都要將文章一一看過，
賦予適當的標題，黃瑞瑩在商業周刊後製整合的
時候，都會心繫多留點時間給美編，這樣刊物才
能準時送至印刷廠！
　雖然媒體工作一路走來，黃瑞瑩有過挫折與不
甘，但經過長期的淬鍊，不僅澆不熄她對新聞寫
作的熱愛，更增加了她對媒體工作的執著。她笑
說：「目前我想做的，就是繼續堅守崗位，做好
現在的工作，將最新資訊轉化成文字，帶給社會
大眾真相，並繼續捍衛新聞的公理正義。」

　編者按：陳建豪校友此次也提供一則訊息--目前《遠見》雜誌
正甄選國內20位大學生，可於7月時免費前往上海世博進行6日參
訪。他非常期待，在最後成行的20人名單中，能有來自母校的學
弟妹。（報名截止時間，為本週一（5/10）晚間23:00，請上遠見
雜誌官網報名。）

點。

　雖然留學時間不長，但卻讓我更清楚了解：
「學也有涯，知也無涯」，要學習的事物無窮無
盡，所以將更努力吸收新知。
　當初申請學校時，父母曾問過我為什麼要到
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就讀？在蘭陽校園學習
久了，漸漸習慣清靜無為、無車馬喧的生活，不
同於其他同學至大城市的學校就讀，我卻選擇到
離舊金山約40分鐘車程、加州首都沙加緬度的加
州大學，少了都市的繁華，卻擁有更多漂亮的綠
地，學校後方還有著名的「美國河」，風景十分
秀麗。
　當我上課累了，躺在草皮上，徐徐微風吹在臉
上，好不愜意。相較於美國其他大城市，如舊金
山、洛杉磯等，這裡的物價並不高，黑人也較
多，但居民都很和善，城市也擁有輕軌電車及快
速的公車。
　常聽學長姐說美國地廣人稀，在這裡可以深
刻體會，由於校園十分廣大，從上課的NAPA 
HALL走到圖書館必須花費走15分鐘。大部分的

師生都擁有汽車，上下課時，交通非常壅塞，但
駕駛者還是非常遵守交通規則，甚至是「行人至
上」。
　這所分校的學生中，外國留學生占大多數，尤
其在我所就讀的語言學院中，全部都是外國人，
也因此讓我們有更多練習英文的機會。語言學院
以「聽說讀寫」為上課基礎，同學來自韓國、大
陸、阿拉伯及日本等，彷彿是一個小地球村，上
課非常重視口語表達，尤其韓國人「打破砂鍋問
到底」的態度，讓我印象深刻。我們在課堂上常
為某議題激烈爭辯，課後的小組討論、分組報
告，都讓我的英語能力進步許多。每個班不超
過20人的設計，也讓我們每個人都有說英文的機
會，與同學也能很快熟悉。
　能夠遇到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在不同文化的
衝擊下，自然而然激盪出火花，這是令我感動而
興奮的。在以「全球化」為重點的時代下，我深
深感受到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那廣納百川
的精神，包容各種不同的習慣、文化，才能讓每
位國際學生都獲得滿滿的收穫及經驗。

　住宿方面，我住在離學校20分鐘路程的element
社區，在這裡有18棟別墅，有單人到四人房可自
由選擇。我與系上的三位同學一同居住，由於飲
食物價很高，我們每天都會自己烹煮，每週到超
級市場一次，買足一個禮拜的食材。此外，我們
也會訂定規則，在宿舍內，都必須以英文交談，
這無形中也提升了我們英文能力，更讓我們的感
情更加融洽。社區裡還有游泳池可以露天BBQ，
中秋節時，我們「中西合璧」地舉辦了party，邀
請外國同學一同參加，共賞明月。
　遠赴美國，不僅加強課業、語文能力，更重要
的是如何學習獨立，如何在異地也能不靠別人，
凡事自己解決。在假期間，我也與友人至美國各
地遊歷，如西雅圖、紐約時代廣場及黃石公園
等，深刻地感受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留學期間拓展了我的國際視野，讓我站得更
高、看得更廣，相信當我回到台灣後，我會自信
滿滿地告訴他人，遇到再大的挫折，我也能秉著
出國期間所訓練出來的獨立、自主精神，持之以
恆、努力不懈地克服萬難。

█張舒婷
   （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

扎實基本功 職場受用

　資深媒體人黃瑞瑩和藹可親，總是笑臉
迎人。（攝影／洪翎凱）

　上圖為張舒婷（右一）在語言學院與師
生合影。（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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