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本學期英文系與美國馬里蘭大學
合作開設遠距課程「英語教材教學
法」，利用同步與非同步平台進行
互動，使兩國相同專業背景的學
生，共同分享學習的經驗與知識，
在課程進行中雙方學生利用Moodle
平台的討論區，進行文字交流，並
於每週固定時間於遠距平台，進行
分組對話，雙方學生藉由充分的互
動與交流，並在不同文化的衝擊
下，激盪出更深一層的學習成效。
（遠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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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推手妙醫洪玲玲

一雙手，揉化了疼
痛，也試圖帶走疾病，一句微笑的謝
謝，就是她最大的滿足。她是隱身在建築
館中的妙醫─建築系編纂洪玲玲。
洪玲玲接觸「原始點療法」，透過拇
指、手肘、豆狀骨（手掌下方）在頭部與
脊椎上的經絡，按壓及舒緩，達到緩解疼
痛與疾病治療的效果。洪玲玲笑說，當初
看見朋友為癌症所苦，透過療法獲得改
善，因此加入學習的行列。從初階班到進

蘭陽

保險週今海報街開跑

階的「推
揉 手 法
班」，洪
玲玲每週
都要上課，週五
還要當志工為人服務，服
務人數多達三百人。
洪玲玲的手，不為特定人士服務，其
中，最受惠的莫過建築系上下的師生，不
少學生更是靠「洪姐」這項妙藥來紓解連
日熬夜的疲勞，「甚至有畢業出國工作

法式點心9日邀你來嚐

來比板書 即日報名

就貸生補繳退費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99學
年度第1學期加退選後就貸生應補繳、
退費單，將於7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
學簽收後，請至淡水校園出納組B304
或台北校園105室辦理手續，補繳費者
亦可利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所辦理之
信用卡及ATM轉帳方式繳費，未完成
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99學年度第2學
期預選課程，畢業生則不得領取畢業
證書。
出納組夜間辦理補繳、退費時間為
7日（週二）至10日（週五），淡水校
園晚上6時至8時；台北校園為下午5時
到7時，並另開放11日（週六）上午9
時到12時與下午1時到4時辦理。加退
選後就貸生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
可至會計室網站http://www2.tku.edu.
tw/~fc/查詢。

保險四王聖文日前參加「世界
盃自由式滑輪錦標賽花式煞停男
子組」及「中國海寧自由式滑
輪國際公開賽」獲得第3及第6
名。王聖文表示，「有來自各地
的高手參加這次的比賽，所以當
時也沒想到自己會得獎。」他笑
說：「看到自己的名字時也真得
是嚇一跳呢！不過有機會拿著國
旗站在頒獎台上，那種感覺真的
是超開心。」（林俞兒）

特殊環境，安排共進晚餐，在學校營
造家的氣氛下，使學生身處不同的
家，仍能感受大家庭的溫馨，並在此
用心學習。
張校長蒞臨新生餐會時，同學們熱
情相迎，張校長並鼓勵同學，「在優
美校園專心學習」，接著與全
體師生舉杯祝福及共飲，拉近
師生距離，增進彼此情誼。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法文
系將於本週四（9日）下午2時10分，
在S103舉辦「品嚐法式點心」活動。
活動限50位名額，將酌收費用，報名
至7日（週二）止，全校教職員工生均
可報名。
活動邀請國內知名法式甜品專賣
店「品悅糖」的老闆蔣頌廷，分享
他在法國最高廚藝學院Lenôtre的求
學經驗與法式點心的作法；另外他
將帶來精心製作的法式甜點讓大家品
嚐。心動趕快行動！到法文系辦公室
（FL416）向組員鄧麗惠報名，太慢
就沒機會囉！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師資
培育中心將舉辦「2010年學生競賽－
板書競賽」，前3名獎金為3千、2千、
1千元，並取佳作2名，獎金各5百元。
報名自即日起至9日（週四）止，意者
請至Q303報名，歡迎全校學生報名參
賽。
已報名參賽的英文三張睿君表示，
從小就因為寫一手好字，常被老師委
託幫忙抄寫板書，「到最後我也喜歡
上寫板書的感覺了！」他表示，「筆
勢優美」是他最有信心的優勢，「相
信我可以靠這點過關斬將！」

的學生，回台灣就是要找我按壓腰
傷。」洪玲玲就像是建築系的
保健阿姨，在背後當師生們
的「推手」。洪玲玲很關心
同事的身體是否有改善，她
也製作了專屬的「記錄簿」仔細
記載了每個患者的傷勢及疼痛部位，並追
蹤後續。「所有被我按壓過的人都是我的
老師，他們身上的疼痛，是給我服務的機
會，每當能為他人按壓，我都很開心。」
（文／陳頤華、攝影／湯琮詰）

與校長有約餐會 師生齊聚樂融融

【本報訊】由蘭陽校園主任室主辦
的校長與蘭陽校園新生餐會，於上週
二（11月30日）6時30分，在蘭陽校園
強邦教學大樓1樓餐廳舉行，校長張家
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教務長葛煥昭、學務長
柯志恩亦赴蘭陽，師生共300餘人一同
用餐。
此一年一度與校長有約新生餐會，
為蘭陽校園傳統，由於師生皆住校的

師生盃排球總決賽 政經四奪冠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由蘭陽校園
體育室主辦的師生盃排球賽，於1日舉行總
決賽，這次的冠軍賽是由傳統強隊政經系四
年級的同學奪得，而對手則是創校以來每次
在排球賽中氣勢如虹的教師聯合隊，勢均力
敵，戰況激烈！
比賽開始，政經系就展開凌厲的攻勢，雖
然細雨造成場地濕滑，但完全不減所有選手
放手一搏的決心，雙方你來我往，比數始終
緊追不捨，第一局在政經系連續攻擊下險勝

蘭陽師生盃排球賽，由政經四拿下冠軍，團隊與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合影。（攝影／李鎮亞）

華碩CEO 江子良等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
園報導】第13屆「華碩
校園CEO」錄取結果
出爐！經歷2個階段的
面試，本校表現亮眼，
共有6位同學錄取，包
括資管一江子良、國企
三李怡君、德文三陳韋
如、財金二李冠穎、資
管三許書維及企管二陳
慈旻，錄取人數與台大
並列北區大專院校之
冠。
「華碩校園CEO」

為「華碩校園傑出經理
人」之簡稱，每年都吸
引許多大專院校的同學
報名參加，競爭激烈。
首先，必須通過履歷的
審核，通過者則可進入
第1階段面試，此次台
北區第1階段面試人數
有106人，面試內容以
個人為主，包括情境問
答，李冠穎表示，當初
只是抱著想藉這個機會
學習更多，讓自己更充
實，但沒想到「這個活

人身上看見自己的不
足。」
最後錄取29人（其中
4人為花東地區保障名
額），錄取者將參與華
碩的菁英培訓計畫，陳
韋如開心地表示，原本
以為自己根本不會被錄
取，希望未來培訓時能
和其他學校的優秀人才
互相切磋、學習，並希
望自己更成長。

理學院首辦音樂會 同學以樂會友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將於今日
（6日）晚上7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辦音樂會─科
技與藝術的對話，由理學院與其他學院學生搭
檔，以長笛、小提琴、鋼琴等樂器演奏知名曲
目，如卡農、神隱少女等。金韶獎冠軍水環三詹
宇庭也將和搭檔物理碩四楊登竣參與演出。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目前本校沒有學院主
辦音樂會，「算是創舉」。而此次活動是為了聯
繫理學院各系師生彼此間的感情，也希望學生能

教聯隊，但教聯隊的成員們，大部分上場的
教職員都是體育健將，也不遑多讓，拿出本
領。旅遊四鄭郁勳表示，「平常上課溫文儒
雅的老師，沒想到打起球來竟然這麼威猛驃
悍。」所有選手們無不使出渾身解數，教師
們為了贏得勝利，也顧不了形象飛身救球，
比賽尾聲戰況更加白熱化，政經系憑藉連續
殺球攻勢，拿下冠軍。教聯隊表示，透過這
個比賽，讓師生培養出更好的情感與默契，
是最大的收穫。

錄取

動讓我大開了眼界」。
第2階段面試採團體面
式的方式進行，將進
入第2階段的60位面試
者分成若干組，然後針
對一項產品提出行銷企
畫，最後各小組分別由
面試官點名上台報告。
陳韋如說，第2階段的
面試很刺激，能和各個
學校的高手共同討論企
畫，感到相當榮幸。李
冠穎也認為，「過程
中，可以從其他優秀的

在「科學裡培養藝術觀」。「報名參加演出超過
預期，佔表演者9成。而理學院學生也藉由這次活
動和其他學院學生，以科學以外的方式交流，實
在很難得！」
王伯昌也希望把這樣的活動推向全校，甚至是
全淡水社區的居民，透過和物理、化學、數學三
系系學會的活動策劃及淡水鎮公所的贊助。活動
完全免費，自由入場，歡迎大家今晚前來觀賞聆
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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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聖文溜出好成績

校長張家宜與蘭陽校園師生歡笑
合影。︵攝影／紀彥竹提供︶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今日
起至本週四（9日）保險週將於海報
街熱鬧登場，今日（6日）中午12時舉
行開幕式，由系學會帶來熱舞揭開序
幕，並有遊街宣傳活動。保險系系學
會會長保險三吳書妤表示：「來保險
週除了可以獲得許多企業界的寶貴資
訊之外，還有很多豐富的獎品，大家
一定要來喔！」
4天的活動中，有三商美邦人壽、南
山人壽、新光人壽等6家企業攤位的宣
傳與徵才，只要同學完成6個攤位的闖
關，就能參與摸彩，還能免費得到暖
呼呼的茶葉蛋和熱可可。另外，還有
免費算命攤位、現金流講座、系學會
徵才，以及金保之夜歌唱紅白大賞等
精采活動。

新聞萬花筒

國企系璞園建設獎學金頒獎
國企系日前舉行「第1屆璞園建設團隊獎助學金頒獎
典禮」，璞園建設為獎勵更多本校優秀和清寒的莘莘學
子們，捐贈20名獎學金，總金額20萬元。璞園建設副總
經理彭國恆（左二），親臨現場頒發獎助學金，並勉勵
得獎同學們，能過一個有「態度」的生活，懂得規劃自
己的人生，並踏實地朝著自己的目標邁進。
國企系系主任賈昭男（右一）表示，璞園建設團隊在
公益活動上不遺餘力，不僅贊助籃球隊、偏遠地區小
學，善盡社會責任，此次璞園建設團隊更主動提供獎助
學金，不僅於金錢上的幫助，也給予學生實習的機會。
EMBA執行長林江峰（左一），也到場勉勵獲獎同學努
力學習，並感謝璞園建設的慷慨捐贈。（文／陳昭岑
圖／國企系提供）

大傳3生獲王惕吾獎學金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
導】大傳四王貞絜、李明翰、
林慧珊日前申請聯合報系文化
基金會舉辦的第17屆「王惕吾
先生新聞獎學金」，以在學成
績及「數位浪潮下，媒體發
展策略之我見」此一指定主題
下，展開近2000字的論述，經
資深新聞工作者及新聞相關科
系教授一個月左右的審慎評
選，3位學生名列在得獎的12名
學生中，每人榮獲獎金2萬元，
頒獎典禮將於12日舉行。
「王惕吾先生新聞獎學金」創
立於民國83年，用以培育新聞
傳播人才及獎助各大專院校優
秀新聞傳播系所學生，為我國
新聞傳播科系學生心目中頗具
聲望的獎學金之一。申請學生
之學業成績與指定短文，分別
以70%及30%比例計分，合計後
以總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
李明翰表示：「撰文靈感來自
於『當代傳播』問題一課及課
堂上雅麗老師的論述與見解，
當初因為聽說門檻很高，只是
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去申請，沒
想到我們都獲獎，當下真的是
又驚又喜！」。

12月教學助理研習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
12月舉行教學助理教學系列培
訓研習活動，透過電影賞析引
導教學助理進行教學省思，於
8日（週三）12時10分在I601，
由教育科技學系教授李世忠將
講授「Fun電影看教學和豬豬
一起上課的日子」；17 日（週
五）下午1時30 分在L110，
由巨匠電腦講師楊玉文講授
「Publisher2007 教你排版輕鬆
製作精美講義」，從軟體操作
中學習快速完成講義製作，以
達節省教學準備時間，提升教
材品質。
報名請逕至 http://ta.tpd.tku.
edu.tw/tpd/「 TA 論壇」。活
動當天請攜帶「教學助理研習
護照」，以便認證蓋章。詳情
洽業務聯絡人教師教學發展組
助理林姿均，校內分機 2121。

小班英語聽說培訓
【本報訊】你想增加自己的
聽說能力嗎？學習與教學中心
學習策略工作坊，開設「英語
聽說能力培訓班」， 1 2月 份
有「英語發音班」、「 CNN
英語互動班」，課程採小班制
互動、精緻化教學，可至網路
http://163.13.43.79/index.aspx
或親至 I405 報名。詳情洽業
務聯絡人學生學習發展組吳美
華，校內分機 2160。

卓爾不群 專注行銷專業讓工作找上她
PEOPLE

行銷翹楚張正芬 憑藉傳播熱血使台灣故事走向國際

【記者林姍亭專訪】本校大傳
系畢業校友張正芬迅速地走進會
客室，一身輕便的衣著、敏捷的
腳步，襯著幹練的專業氣息，話
不多講，拉開椅子說：「我們直
接開始吧！」簡單明瞭，這是她
每天在傳播圈中戰鬥所練就的說
話方式，充滿自信的專業態度表
現，她是三立電視公司發言人─
行銷公關部副總經理張正芬。
張正芬的曝光率不亞於一些常
上電視的公眾人物，你可能在媒
體看到她發言；在事業上，她成
功行銷了許多臺灣的優質偶像
劇；此外，她也盡力回饋母校，
數度受邀回校講授課程，以傳授
豐富的經歷及長才。這位「動
如脫兔，靜如處子」的媒體人
學姐，除讚嘆她在事業上的成就
外，對其奮鬥歷程更是好奇。
張正芬從小身上就流著傳播人
熱情的血液，除了喜歡聽廣播、
看電視，參加演講活動之外，更
在大學時期就開始辦社團活動，
對於人生她早早就有明確的目

標，大學填志願時只填了「一個
科系」－淡江大傳，這對她來說
不是背水一戰，她自信地說：
「完全沒有什麼好怕的，我就是
想讀。」只要想做，沒有做不到
的，跟她現在事業上的寫照，不
謀而合。「行銷人需要能言善
道，思慮周密。」張正芬在大學
時加入了學校的建言社，那時跟
著社團伙伴走遍全省打辯論比
賽，讓她更懂得說話的技巧及邏
輯思考，但最重要的是，「我從
此有廣大的人脈」，她回憶說
到，當初因為興趣加入社團，
講話語氣慢了些，感性地說：
「他們是我生命中難以忘懷的戰
友。」到現在她還是很珍惜，畢
業很久了依然密切聯絡，談到這
邊她語氣一轉，肯定地說，「從
事媒體工作的人，要善於經營人
脈關係。」她強調，這是能在行
銷領域上出色的原因之一。
在行銷這條路上，張正芬說
「出社會後，我都不是自己找工
作。」剛開始在中國時報，到後

來到台北之音，「那時『中功
率』開放，廣播的市場正要開
啟。」而她也在市場正開啟時，
在電台工作，讓原本不聽廣播的
人成為聽眾，並愛上廣播。直至
現在任職的三立電視，無論在哪
個平台，都是「工作找上她」；
而當中靠的就是她學生時期實務
經驗的累積，大學不浪費分秒時
間，把握每一個學習的機會，充
實自己的學識，上課之外的寒暑
假，都毛遂自薦到不同的媒體公
司實習，這4年她口中「打雜」
的日子，讓她更扎實學習，也更
熟悉實務界的運作方式。那段時
間，不算是人生的轉捩點，但卻
是她往後行銷路上的墊腳石，無
論是學校教師專業的教課、或是
拓展眼界的機會，她都投注最大
的熱情，用最嚴謹的態度去面對
最熱愛的媒體工作。
張正芬自2001年台灣第一部自
製偶像劇《薰衣草》開播，她便
操起行銷的大刀，至今20多部的
戲劇行銷，開啟國內偶像劇製作

的風氣，多部戲劇紅遍兩岸三
地，也讓台灣的故事走向國際；
其中更以《命中注定我愛你》一
劇，刷新偶像劇歷來的最高收
視。多部戲劇不僅受觀眾的青
睞，更得到專業評審的肯定，於
本年度金鐘獎，以《下一站，幸
福》及《那一年的幸福時光》雙
雙入圍節目行銷獎，對於此殊榮
她只淡淡的表示，還要更努力。
就算已經得到多方的肯定，她依
然帶著謙虛向上的心，繼續走在
行銷的路上。
入行20餘年，張正芬辦過大大
小小活動，行銷過許多的案子，
在有如打仗的媒體戰場上，始終
有著優秀的成績，「一開始就要
有明確的目標。」她堅定地說，
「做自己喜歡的事，一定會全力
以赴」，她對行銷不止是有興
趣，甚至是「熱愛」，問她日以
繼夜的工作會累嗎？她立刻說：
「當然啊！」所以從事媒體這個
行業，一定要很有興趣，不然怎
麼撐的下去！在她亮麗成績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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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付出了龐大的心血及努力。
有許多傲人成績的張正芬，言
談中始終流露自信，但看著辦公
室外忙碌的公關部職員們，她心
懷感激說：「沒有團隊，也不會
有我。」在這樣的良好默契，在
記者採訪行銷公關部的副理廖翎
妃時，她說：「部門裡與張正芬
永遠都是齊心合作，一起迎接新
挑戰。」
張正芬明白自己愛的是什麼，
怎麼用熱情去迎接它，完成時用
內斂謙虛的心看淡一切。問她人
生中有遇過什麼令她想放棄挫折
的事，她搖了搖頭，或許就是
因為她堅定的個性，讓她面對挫
折，沒有放棄、只有挑戰。
這個寫下許多新頁的行銷達
人，對於未來她還是會全力以
赴，我們也期待能有更多的行銷
先進，像張正芬一樣，一手抓住
目標，勇敢大步的往前邁進。
大傳系校友張正芬，現為三立電視公
司行銷公關部副總經理。
（圖／三立電視公司行銷公關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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