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學教中心遠距組承辦「教育部大
專校院數位學習人才培訓及推廣
服務計畫(北區)」，將於101年1月
10日，舉辦「第三梯次線上助教研
習工作坊」，邀請多位數位學習
領域專業講師講授「e-tutor練功
坊」，以循序漸進方式帶領教師們
進入數位學習的殿堂，藉此提升
教師的數位技能。即日起開始報
名，報名辦法與詳細活動內容請洽
北區計畫網站查詢：http://nco2.
learning.tku.edu.tw/index.php。
（遠距組）

中華民國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康人物

校園健

下學期跨校學程開放選課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辦理的
100學年度下學期跨校學程，開始申請囉！淡
江與真理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於99學年度上
學期起，共同開設3個跨校數位學習學程「華
語文教學數位學習學程」、「觀光旅遊服務
數位學習學程」、「動漫畫創意數位學習學
程」，不需再花錢繳學分費，且能修習第二專
長，增強自己報考證照的實力，提升就業競爭
力。首次申請選修者，即日起至各校加退選開
始前一天為止，均可申請報名。已選修過學程
者，不需再申請。詳情請參閱跨校學程網站
（http://program.learning.tku.edu.tw），或洽業
務聯絡人，遠距組黃雅靖，校內分機2158。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系校友許
喬琛等7人日前參加「100年度大學部學生程序
設計競賽」，與來自臺大、中興大學等5所學
校超過10支隊伍一決高下，在化材系教授陳
錫仁和張煖指導下獲得全國第2名、第3名及佳
作。化材系系主任林國賡表示，程序設計課程
是系上的特色教學，過去10年有針對該課程，
以小班制形式培育學生，這次是第5次在程序
設計競賽中得獎，對於課程的培育成果而言是
一種很大的肯定。
指導老師暨大會評審之一的陳錫仁表示，這
次第2名的淡江學生作品，除了使用變壓蒸餾
技術外，還加入了熱能整合技術，以減低能源
消耗，是該作品的特別之處。第2名的隊員校
友郭怡嘉表示，這項比賽是考驗耐性的挑戰，
而這次比賽則提供學習實務操作的機會，相信
得獎對於未來的工作會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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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棒球隊獲邀出賽薪傳盃
本校棒球隊獲邀參加中華職棒
聯盟舉辦的大專乙組「薪火相傳
盃」邀請賽，並於18日完成第1
周賽程，且於24日進行四強晉級
賽。隊長運管三謝閔治表示，因
在2011年7月獲得台啤盃第2名，
所以才能參加這次的邀請賽，
本次全國只邀請8所，感到很榮
幸。謝閔治希望淡水的天氣能夠
好轉，讓隊員可以好好練習，獲
得第1名。（本報訊）

冬至享溫情 蘭陽校園湯圓送暖 國際處慶喬遷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
蘭陽校園於22日中午12時，由蘭
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及全球創業發
展學院院長劉艾華帶領各系系主
任，共同為同學盛湯圓，現場備
有甜鹹湯圓、礁溪特產水果金棗
外，還準備生粉粿，邀請外籍生
與同學一起搓湯圓，共同體驗臺
灣冬至習俗。林志鴻表示，今天
是冬至，依據習俗吃了湯圓後就
代表又長了一歲，希望在這寒冬
中，大家能一起共享溫暖時刻。
到場參加活動的資通四賴建宏表
示，學校用心準備湯圓，感覺好
溫暖，「而且還是主任親自盛給
我們，真是感到窩心。」政經四
林詩語表示，這是個很貼心的活
動，讓大家在只有15度低溫的林
美山上，感受到體貼和溫暖。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於22日，

在驚聲大樓10樓舉辦「國際事務
副校長室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喬遷茶會，準備餐點和湯圓與同
仁分享，也向與會師生介紹新辦
公室的空間規劃與設計概念，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此處應用
新的空間設計理念，將作為未來
辦公室設置的參考指標，提供明
亮、舒適的工作與服務環境。
國際長李佩華表示，這裡色彩
豐富而溫暖、透明化的開闊設
計，提供和諧且開放的交誼空
間，也將分隔兩地的國際暨兩岸
交流組和境外生輔導組合併，以
支援和協調相關事務。
22日中午在圖書館1樓，覺生
紀念圖書館同仁也以湯圓慶祝冬
至，並提供各式菜色和大家一同
度過寒冬，並藉此增進館員間的
情誼。

蘭陽校園22日舉辦冬至湯圓會，蘭陽校園主任
林志鴻（左一）親幫同學盛湯圓。（圖／蘭陽校
園提供）
蘭陽校園22日的冬至湯圓會中，境外生體驗搓
湯圓的習俗。（圖／蘭陽校園提供）

早稻田 和 英文系 深化遠距教學合作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英文系
12日因應100學年度特色計畫「深化姐妹校
案」，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暨
遠距教學中心主任中野美知子 (Prof. Michiko
Nakano) 來校，與20多位英文系碩博士生，分
享英語教學在國際化或全球化的相關見解，並

Cue我
Cue我

與英文系討論，未來在遠距教學上可合作發展
之面向。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表示，很難得能
邀請中野美知子到本校演講，希望未來能再深
化英文系與早稻田大學的合作關係。
中野美知子也對兩校遠距教學課程提出建
議，希望可以由現有的4班，增加為5班。
她補充表示，
回國後將協助促

學教中心學發組於22日在I601舉
辦「非說BOOK－學生學習社群讀
書會推廣分享會」中，現場發放
「Cue我」扇子，進行讀書會運作的
有獎搶答，還可填寫扇子背後的16
格號碼，進行賓果連線遊戲。負責
活動規劃的學教中心劉欣怡表示，
這樣的活動方式可讓大家踴躍發言
外，也能在分享中討論讀書會的運
作方式。參與讀書會已有2年的資傳

五虎崗文學獎 文青就是你

成早稻田大學教育學院英語教學碩士班，和本
校英文系碩士班英語教學組合開辦遠距課程。
英文碩一張淑貞在聆聽演講後表示，若能在
亞太地區建立一個類似的平臺，讓教師們可以
在教學上交流，也可以讓在地的學生受到更多
元化的教育，對執教者或受教者都是雙贏的局
面，這次演講提供她一些新穎的想法。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寒假無處去？
那麼來寫文投稿角逐獎金！由文學院主辦、中
文系承辦第28屆五虎崗文學獎，即日起，開始
徵文至101年3月26日截止，共有小說組、散文
組、新詩組及極短篇組，參加者可跨組參加，
但每組以1篇作品為限，最高獎金達1萬元。各
組將各別選出首獎、推薦獎各1名及佳作3名，
獲獎者將會頒發獎金及獎狀，活動詳情請洽中
文系系辦（L514），校內分機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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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19日舉
辦「法語歌曲比賽」，參賽同學共有9位，除
法文系講師風大衛、百齡高中法文教師黃璿基
擔任評審，還邀請國企三克羅德出席講評，
最後由法文四傅聖雯、法文一古梓歆獲得1、
2名。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表示，本次競賽前
2名的同學，將代表本校參加2012年「中華民
國法語教師協會」所舉辦的第10屆法文歌唱比
賽。第1名的傅聖雯開心地說：「平常就很喜
歡唱歌，之前在全球法語日的歌唱比賽也曾晉
級決賽，很高興這次能奪冠！」

的辛苦始料未及，

觸保齡球，說道父親年輕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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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三謝

蔣國樑古典詩創作獎徵詩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由文學院、中
文系主辦「第2屆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
開始徵詩，最高獎金1萬元，收件時間自101
年2月13日起至3月16日止，凡全國大專院校學
生皆可參加，每人限投1篇，投稿者請自擬題
目，以四至八首為一組詩，並設總題以貫串全
部作品，限七言絕句，不限韻目須符合格律。
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表示，本校中文系在推
廣古典詩上極受外界肯定，為延續詩人蔣國樑
先生致力於古典詩創作及推廣精神，因此續辦
徵詩比賽，並開放校外學生參加，希望將寫古
典詩風氣推廣到各校，歡迎大家參加，活動詳
情請上中文系網站（http://www.tacx.tku.edu.
tw/main.php）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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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陳致芸，分享她在「動畫創作組
讀書會」期間，所獲得的成果。陳
致芸表示，讀書會的課程是在學期
初，和組員一起討論出內容方向和
大綱，再依時輪流以教學和分享方
式進行。她也提到，參與讀書會讓
她對設計更加有興趣，也和組員一
起參加動畫設計比賽的難得經驗。
（文／鍾小喬、攝影／梁子亨）

【記者賴奕安、黃致遠、謝孟席、楊志偉淡水及蘭
陽校園報導】為迎接冬至和耶誕節日，蘭陽校園、大
傳系、產經系及法文系，舉辦活動與師生一起同歡慶
祝，共度佳節！
蘭陽校園今年耶誕晚會以「蘭陽瘋聖誕 Snowflake
Ball」為主題，於20日在強邦教學大樓1樓餐廳展開，
約有200位師生參與！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致詞中表
示，耶誕舞會是蘭陽校園的傳承，每次都有不同內
容，但熱情不變，希望大家能繼續傳承下去。緊接著
由各個社團帶來精采的表演，如國標舞的開場表演、
熱舞社和佛光大學、宜蘭大學一起合作帶來高難度的
舞技等。政經四吳知諭表示今年的舞會比往年都熱
絡，特別是境外生的人數有增加，整體氣氛很像國外
的耶誕舞會。
20日大傳系於宮燈教室H103舉辦「全『圓』逃走
中－歲末聯歡暨湯圓晚會」，除衣著規定紅白色系，

現場還有學生發揮創意，捏出各種湯圓造型。重頭戲
的「全『圓』逃走中」則由學長姐扮演獵人，在限定
區域內，以踩破氣球的方式追捕大一生，在寒冷的冬
夜中，大家臉紅心跳、直呼過癮！最後以摸彩方式來
交換聖誕禮物，來自北京的大傳一羅靚說：「過去沒
有搓過湯圓，感到新鮮，更高興能快樂的過節。」
而產經系於21日晚上，在工學大樓舉辦期末系大會
暨耶誕晚會，現場以耶誕襪、精美包裝的禮物袋等，
妝點在活動場地的四周，並用彩色螢光棒在黑板寫下
「Merry Xmas」營造佳節氛圍，同時以摸彩、交換禮
物讓活動氣氛high最高點！抽到最大獎西堤牛排餐卷的
產經一黃馨誼說：「超開心！今夜非常熱鬧，謝謝系
學會的精心設計和摸彩獎品。」法文系於23日，在外
語大樓語言學習聯誼專區，舉辦法文系耶誕晚會，現
場近100位師生參加，除備有法式饗宴，並舉行法國文
化益智遊戲等活動，讓大家享有溫馨的耶誕佳節。

施柔伊 獲劍橋博思企業聯合英語選秀賽第2名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國
企四施柔伊日前於「2011劍橋博
思BULATS企業聯合英語選秀賽」
中，從57所大專院校、近千位的
英語好手中，拿下第2名，施柔伊
說：「這讓我受到肯定，也讓自己
更有信心。」

劍橋博思BULATS企業聯合英語
選秀賽，是由劍橋大學英文考試
院（ESOL）主辦，共分為3階段舉
行，第1階段為電腦筆試，選出50
名參賽者，再進入第2階段的面試
後，選出13名決賽者，即進入第3
階段的簡報、小組討論及個別的

機智問答，再以分數高低排出前13
名。施柔伊表示，這次參賽最大的
收穫不在於名次，而是可以看到許
多厲害的英語人才，令她印象很深
刻。對她來說，學習英文的環境很
重要，她希望能進外商公司工作，
以發揮專業與英語專長。

整合行銷時代來臨 網路商機無限

翰林驚聲 韓志傑強調集眾力量 發揮創意吸引消費者注意力
VOICE

講題：新整合行銷時代，你準備好了嗎？
講者：韓志傑（Yahoo!亞太區行銷副總裁）
時間：2011年10月23日下午2時
地點：ppaper café
學歷：美國西北大學整合行銷傳播所畢業
【記者林俞兒整理】各行各業皆感受到網路的魅力，紛
紛利用網路行銷的方式，推銷自家商品。在這樣的網路趨
勢，你準備好了嗎？因此整理下列要件，讓大家能感受到
網路行銷的趨勢。

網路的發展
現代人的生活已經和網路不可分開：利用智慧型手機上
網、在facebook等社群網站與朋友互動打卡、利用入口網
站看新聞、收發信件、在購物網站上購物、利用搜尋引擎
蒐集資訊等，因此當生活已經數位化時，上述的行為已
逐漸移向網路上。從網路人口成長來看，從10年前不到1
億的使用者，截至今日已經超過20億人，而未來網路的使
用人數更有亞太地區的中國及印度的加入，還會有大幅成
長，甚至3年內在中東、印度、越南等地上網的人口的加
入，因此未來的數位時代，是充滿商機、國際化及各種可
能性的機會。

網路行銷趨勢
就其業界經驗和市場觀察來看，現在的網路世界幾乎
每半年就會有新的發展趨勢，從ICQ、MSN、部落格、
youtube影音、微博、facebook及facebook遊戲等，從這些

網路功能的應用，可以發現消費者已從過去的被動角色，
進展到自發性的決定資訊內容，甚至利用網路工具散播消
費訊息，如電子商務、公民記者報導新聞、群眾知識及經
驗的分享等，這些現象都顯示出消費行為模式已經有了改
變。從網路購物來看，過去的消費模式是面對面及銷售
員解說的方式，來決定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如今是以多
元商品的挑選，消費者可透過商品訊息、照片、使用經驗
分享推薦、價格比價、客戶服務等，來促成消費者購買。
因此，消費者會主動的利用平臺功能，主動發表問題，利
用集眾的力量以解決問題，韓志傑解釋，「如YAHOO！
的知識+等，就是網友的Knowledge power及Knowledge
control，這樣的權利都在消費者的手中，他們都是主動的
參與者，而非被動的等待。」

網路行銷應用方法
因此，站在行銷的角度來看，網路的聚眾力量及明確的
網路分眾，會逐漸成為廣告業主關注的重點，同時也是行
銷人發揮創意予以利用的最佳管道；尤其手機上網比例
的提高，及搜尋引擎平臺的功能整合，更讓廣告主和行銷
人，針對產品進行多元網路行銷方式，如關鍵字、創意影
片分享等，韓志傑解釋，這類廣告性質，是利用網網相連
的方式，讓產品關鍵字連結相關訊息，除主動提供相關內
容，也能引起消費者更多的共鳴與行動，例如在買房子的
同一頁面中，就可能出現家具、室內設計等廣告，「這樣
的行銷方式，是非常有效果的，可反應消費者的需求，也
能有效傳達商品的訊息，增加消費者購買的意願。」
網路世界使用者存在著各種型態，但只要和使用者相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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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可引起興趣、切身需求，都是可以行銷的好題材。
這些議題有可能是特殊事件或是常態性事件，行銷工作
者，必須要時時刻刻注意各式訊息，以確定掌握到網路使
用者的喜好。

回顧與分享
韓志傑回憶淡江的學生生活，他笑著說，總是喜歡跟朋
友參加課外活動，學業成績不太理想，但留學於美國西北
大學整合行銷傳播所後，其開拓的國際化視野，讓他更覺
得要好好把握學生時代生活。曾任百事食品Lay's樂事行銷
經理、葛蘭素史克藥廠資深品牌經理、聯合利華多芬／麗
仕品牌經理、惠氏藥廠S-26幼兒樂品牌經理、嬌生可伶可
俐品牌副理等，與這些國際品牌大廠的合作經驗中，他分
享，職場上要提升國際視野和競爭力。
他表示，在多次參加國際的電子商務會議上，看到華碩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宏達國際電子公司王雪紅等人，受到
外國媒體對臺灣網路科技的關注，是對我們的肯定，也看
到臺灣在世界舞臺上的活力。因此，他勉勵在場聽者，千
萬不要妄自菲薄，「與其他亞洲其他國家相比，臺灣的
人才並沒有比別人差，該如何提升自我的國際視野與競爭
力，並維持我們原有創意及熱情的優勢，是我們應該去思
考的方向，期望未來一定會有更多臺灣人才走向國際舞
臺。」

韓志傑勉勵大家，要提升國際視野和競爭力，以在國際
舞臺上發光發熱。（攝影／梁琮閔）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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