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27(一)
12:00

美術社
黑天鵝展示廳

「視不是」開幕

11/30(四)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4樓

影片播放：怒海劫

11/30(四)
12:10

學發組
I304

 「哈佛大學研討會記趣」
Harvard 4 Weeks世界文學交流發表
與經驗分享

12/2(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4樓

影片播放：怒海劫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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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組將於 12 月 5 日到 7 日在同
舟廣場首次舉辦「社團咖啡館」活動，以幹部、財務、會議為題強化社團運
作，邀請各社團幹部、活動總召一起學習社團經營之道。課外組約聘人員許
晏琦說明，「活動透過輪流換桌的方式進行互動，且現場精心準備小茶點，
讓參與者彷彿真實置身在咖啡館中討論與交流，以期能精進社團的運作。」
　首日登場的「幹部行不行」邀請各社團負責人討論團隊運作，包括幹部角
度、職責及應具備之能力等議題；次日開講的「財務行不行」邀請各社團財

務長討論財務經營、預決算及有效配置資源；最後一
天的「會議行不行」則是邀請各社團活動總召或行政
執秘探討會議技巧，例如開會角色、模式、效率及文
件等，教大家開會不拖拉。
　本次活動自即日起開放報名，每場報名人次上限 40
名，詳情請至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
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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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23 日，世新大學學務處學務長陳淑滿帶
領該校學務同仁和社團學生代表，共計 24 人來校參訪。本校由學務長林
俊宏率領處內各組同仁接待，雙方先在商管大樓 B302A 會議室相見歡。
　林俊宏致詞時表示，「非常榮幸接待世新大學的學務同仁們來訪，透
過今日交流與座談，期待大家可以收穫滿載。」同時簡介學務工作及說
明本校學生事務發展重點，隨後分組帶領世新學務同仁前往各組活動場
地參觀及進行業務交流。
　生輔組組長王鴻展、課外組組長陳瑞娥、衛保組組長談遠安、諮輔組
組長許凱傑、住輔組組長丘瑞玲、職輔組組長吳玲皆參與接待。課外組
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102 會議室和世新大學社團學生代表簡介本校社
團經營概況，互動氣氛熱絡。

　【本報訊】「TEDXTKU 2017 年會」將於 12 月 9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今年以「Uncharted 未知藍圖」為題，邀請 10 位跨領域演講者，準備 18 分
鐘的演講，內容包含共享經濟、社群力量、環境保護、視覺設計、孩童教育、
老人長照、表演藝術等，將個人經驗濃縮成一個核心理念，傳達給觀眾。現
場亦有音樂、舞蹈表演穿插其中，演講廳外則是有體驗活動、沙龍、藝文展
品等，歡迎大家來聽別人的老故事及現正萌芽的計畫。即日起開放售票（僅
通過Accupass販售），詳情請至活動頁面（網址：https://goo.gl/f1jN5h ）查詢。

TEDxTKU 2017 年會售票開跑

世新大學來校觀摩學務

　【記者吳婕淩專訪】「要做，就要做到最
好！」眼前這位笑容靦腆的女孩，自我要求
高，謙遜而不自滿，她是資管二王莉婷，參
加 2017 MOS 競賽，一舉在全國總決賽中囊
括 Word 2013 大 專 組 冠 軍 和 PowerPoint 大
專組第五名的佳績！她在高二時挑戰 Word 
2010 高中職組，獲得第六名，此次成功挑戰
自己並拿到更加優秀的成績，她謙虛地說：
「感謝家人、老師和朋友們的鼓勵與支持，
讓我有勇往前進的力量。其實我的準備還不
齊全，也有些意外拿到好成績。」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簡稱 MOS）專
業認證是全球認可的電腦技能標準之一，王
莉婷從小因家庭環境的薰陶下接觸電腦，也
喜歡操作電腦軟體，原來她的父親是一位電
腦老師，哥哥則是 MOS 高手，曾代表臺灣
參加世界賽。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她，更是期
待憑藉著自己的努力和實力獲得一番成就，
「也許是自己不服輸的個性吧！覺得哥哥能
做到，我一定也能成功。」
　於是，她便開始自己摸索，重複看著解題
影片、不斷地練習，再透過父親介紹認識了

資管二王莉婷
校園話題   物

統計系講師劉文琇，這位亦師亦友的貴人給予
許多的建議，例如初賽先求準確率、再來才是
速度，決賽則是針對觀念弱的環節和重點提
醒。王莉婷說，「老師不只在教學給予建議，
也會關心、分享近況，緩和了應考的緊張感，
也使我的情緒比較放鬆且不致於感到不安。」
劉文琇像是給了王莉婷十足的安全感。
　「我喜歡學習新事物，更享受學習新知的過
程！」這是王莉婷的自學態度，而 MOS 競賽
剛好是她給自己的挑戰，大學修習「資訊概
論」課程內容有 Excel 教學，更是激起她學習
的慾望，認為 Excel 和 Word 觀念和操作相近，
邏輯更是互通，未來也想嘗試挑戰。
　她補充，希望能先把 Word 或是 PowerPoint
技能磨練到頂尖極致，再來練就其他的專業。
王莉婷說：「成功沒有捷徑，一定要從基本功
開始練習，一步一腳印的累積成果，才能慢慢
加難、加深。」舉例來說，建議大家可從歷屆
考古題或 TQC 題庫練習，再來要懂得把相似
的觀念釐清，或是尋找現有資源來增加自己實
力。
　電腦產業日新月異，適合像她一樣喜歡學習
新知的熱愛者，王莉婷也努力嘗試各種可能性

並找到自己的定位，認為這次競賽的準備還
有進步的空間，對於前往世界賽仍然躍躍欲
試，她期許自己要努力過關斬將，「希望下
次競賽是在萬全準備下全力迎戰，也挑戰自
己的極限。」

啟動自學力 勇奪Word2013冠軍

（攝影／周舒安）

　其餘組別觀摩交流，除了參觀教學與行政環
境，討論內容亦涵蓋現行導師制度執行方式、
課業輔導機制、獎補助執行方式、畢業生流向
調查、職涯發展、學生健檢及校園安全等議
題，兩校透過提問和應答，深入了解學生事務
的運作。
　世新大學學生吳嘉瑩分享，「很高興今天能
來到淡江看見不一樣的學生事務，淡江真的提
供了很多支持與資源給予學生課外活動，社團
負責人員也很親切，期待帶回校內、思考新觀
點及新作法。」

職涯講座 臧聲遠談工作趨勢大未來 一探職場初體驗
　生活輔導組於 23 日下午舉辦本學期導師輔
導知能專題演講，邀請到中央警察大學鑑識科
學系教授兼學務長王勝盟演講「毒品認識與濫
用趨勢及防制策略」，針對毒害校園解說現況
並提出因應對策，軍訓室少將主任張百誠及近
40 位導師參加。
　王勝盟說明毒品多樣型態及近來新興毒品樣
式及包裝，例如製成咖啡包、奶茶包混充，提
醒大家在公眾場合務必小心、避免誤食。他補
充，106 年大專學生藥物濫用人數增加，更應
該強化拒毒策略，例如加強巡邏網、建置毒品

防制通報網路、提供藥物濫用防制課程
和相關諮詢、運用網路媒體加強反毒意
識、個案追蹤輔導及資料庫建立等機制。
　王勝盟說，雖然有些毒品沒有立即性
上癮症狀，卻有可能成為學生嘗試更多
毒品的誘因，且同儕影響力甚大，師長
須積極宣導正當防治觀念。
　航太系助理教授汪愷悌分享，「透過
演講增加毒品防治的概念，也了解更多
領域外的警政法律知識。若遇到學生使
用毒品時，也知道該如何輔導了。」（文
／劉必允、攝影／吳冠樑）

師長共聚研習

社團大聲公

配音與廣播社
　電視裡的角色若配上一個適合人物特質、
辨識度高的聲音，便可以使其形象活靈活
現，這就是配音的奧妙！本學期新成立的
「配音與廣播社」，培養國語與日語的配音、
廣播的實務能力，社長日文三胡勝傑說，現
在想學習和接觸配音的人很多，藉由社團可
以聚集同好，期待讓更多人知道聲音是重要
的元素，亦是產製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
　社團課程主要分為國語組與日語組，除
了傳授配音理論之外，也訓練社員們的實
務能力，包括發音、發聲、變聲、情緒等
技巧。曾參與配音工作的胡勝傑，同時嘗
試將業界運行的「領班制度」帶進社團，
領班是指配音錄製工作的負責人，或稱作
聲音導演，需要熟讀劇本和角色特質，進
而掌握每項環節進度。
　胡勝傑說，配音需要長時間累積學習經
驗，「我們也會將社員們的配音作品放在
網路影音平臺，希望讓每位夥伴在團隊中
都感受到參與和個人價值。」未來，他表
示會帶領優秀社員參加全國大學生日語配
音比賽，亦會嘗試與專業錄音師洽談合作
及培訓。
　配音與廣播社先前已運作約一年，直到
今年才正式成為校內學藝性社團，胡勝傑
說，社團經營注重紀律和團隊精神，希望
能凝聚社員向心力，「若大家想學習配音
與廣播相關知識，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文／胡昀芸）

配音與廣播社社長日文三胡勝傑。（攝影／
戴先怡）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你會好奇路
樹切面為何是黑色的嗎？你知道爬樹不等於
攀樹嗎？由課外活動輔導組主辦，星相社、羅
浮群、中文系學會、烏克麗麗社及微光詩社協
辦的「校園尋品德—一起 love tree」活動，將
於 12 月 3 日在牧羊草坪帶領同學們一同體驗
攀樹的樂趣。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李庭瑜表
示，「人們在攀樹的過程中，可以感受自然的

脈動、樹的生命和力量，期待大家藉此尊重樹
木、愛護自然及珍惜生命。」
　此次活動邀請到專業攀樹師杜裕昌到場講
座，指導同學們穿戴安全裝備、攀爬高樹，體
驗從高處鳥瞰的樂趣，同時講解樹木保育、正
確修剪等相關知識及注意事項。本次活動亦安
排闖關活動，包括「走繩」、「樹 ~ 樹 ~ 樹 ~」、
「突圍」及「星座拼貼」關卡，除了挑戰自我

極限 和 團
隊 合 作 之 外， 還
能手作星座鑰匙圈，
培養美學素養。
　李庭瑜補充，這次協辦單位集合了
多樣性質社團，期待在社團人齊心
幫助下，讓大家皆能接觸自然、音
樂、藝術及人心之美，歡迎同學踴躍
報名，一同體驗攀樹樂趣、親近大自
然！活動詳情請到活動報名系統（網
址：http://enroll.tku.edu.tw/）查詢。

校園尋品德 課外組邀你一起 Love Tree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好的開始是成
功的一半！如果對於生涯規劃有疑惑，或是需
要聽取建議的同學看過來，職涯輔導組於 28
日、29 日舉辦兩場職涯講座，千萬不要錯過
囉！職輔組組員鄭德成說：「職輔組舉辦一系
列職涯講座涵蓋不同面向，除了邀請講師分享

社團知能  達人培力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想知道如何
辦好一場活動嗎？絕對不能錯過「社團行不
行」！課外活動輔導組於 28 日起，舉辦社團
知能研習，以團康設計與技巧、問卷設計與分
析、攝影技巧為題，邀請各社團幹部及有興趣
的社團人參與。課外組約聘人員許晏琦表示，
「透過活動期待使各社團舉辦活動更加完善，
歡迎大家一同來聆聽講座。」
　28 日，邀請到中華少年及兒童親職輔導與
才能發展協會分區負責人詹文成講述「團康設
計與技巧」，分享團康經驗與實際演練，帶領
大家一同探索團康奧秘。29 日，邀請到境外生
輔導組組長李美蘭談「問卷設計與分析」，透
過數據化呈現活動成效，亦能預估活動效益。
最後在 30 日，由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老師
陳昱圻帶來「攝影技巧」演講，內容包括攝影
常用語言、基本構圖及影像建檔。
　本次活動自即日起開放報名，每場報名人次
上限 50 名，詳情請至活動報名系統（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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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MORE 鍾一健分享旅行故事 提升輔導知能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諮商輔導組於
22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本年度「大四導
師暨學輔人員輔導知能研習會」，由行政副校
長胡宜仁主持，邀請台灣 SEE MORE 教育協
會理事長鍾一健主講「在世界裡，看見自己」，
學務長林俊宏與大四導師逾百位出席聆聽。
　胡宜仁致詞時表示，「隨著時代變遷，現在
學生擁有更開放、多元的空間發展自我與規劃
未來。但畢業後人生展開新頁之際，很多學生
仍會迷失方向或抱有疑慮，需要向老師諮詢關
於升學、就業方面的建議。校內學生人數逾 2
萬 6 千人，讓輔導角色更顯重要，透過研習提

供新思路給導師及學輔人員，希望協助學生找
到定位。」
　鍾一健以自己在環遊紐澳的旅途見聞做為開
端，點出當下學生缺乏「踏出去的勇氣」，他
建議老師可從 Experience、Skill、Courage 三方
向出發，鼓勵學生挑戰從未嘗試的事情，讓他
們在不斷練習中磨練、得到經驗。「如同過去
辦過 5 百多場講座，其實很多都是我主動打電
話接洽而來，有時成功機率甚至不到 1%。只
要不放棄嘗試，便會成功！」
　鍾一健亦認為應將學生放在「對」的位置，
保留他們與眾不同的地方，培養興趣，讓其有

盡展所長的天地。「編舞家吉莉安 ‧ 林恩小
時候被視為『學習障礙』，但在專家協助與父
母支持下，她發掘了自己熱愛的事情，更編寫
出膾炙人口的《貓》和《歌劇魅影》，在世界
舞臺上發光發熱。」最後，鍾一健分享演講接
觸及影響學生的故事，引領現場思考生命與教
育的意義。
　會中，鍾一健進行分組討論，參與者互動積
極，針對不同主題抒發己見，氣氛踴躍、熱
絡。教師們反應，講者以自身經歷結合許多實
際與學生互動的小故事，引人省思、十分具啟
發性。

＠社團主題咖啡館 下月　同舟廣場開張

撰寫履歷、傳授面試應對技巧，也會探討職場
禮儀、職場權益及待人接物等學問，雙管齊下
幫助同學深耕技能、發展軟實力，期待大家在
畢業前做好準備，投身職場。」
　28 日以「工作趨勢大未來」為題，邀請曾
任 Career 職場情報誌總編輯、現任就業情報資
訊股份有限公司顧問臧聲遠演講，與同學分享
當前企業動態和熱門行業的徵才動向。29 日

邀請就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專案職涯顧問
陳志欣，主講「職場初體驗─第一份工作抉
擇」，內容將帶同學們探討畢業後繼續升學，
或就業、創業等問題。鄭德成補充，「本次邀
請到臧聲遠來校分享，他對各個行業皆有透澈
的認識，同時了解不同科系同學的需求，盼能
給予同學們實際建議。」活動詳情請到活動報
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查詢。

（攝影／吳冠樑）

本
報
攜
手
專
業

　【本報訊】本報繼
「全民英檢秘笈」專
欄後，特於本期二版
開始刊載「多益大勝
利」專欄，由英文系
助理教授張淑芬及講
師李金安共同撰寫，
除 了 介 紹 2018 年 3
月 起 新 型 態 的 多 益
（TOEIC）資訊，同
時提供字彙與文法各
類題型，協助全校教
職員工生熟悉多益並
提升英文能力。
　李金安表示，多益
測驗是同學們常選擇
參加的英語能力檢定

之一，希望透過本專欄，幫同學複習常考的英文單字與文法，並提供
考試準備方向，協助同學熟悉考題內容，練習應考技巧，進而達到理
想的考試成績與證書。
　張淑芬期許自己是一個語言導遊，邀請同學們一同進入英文學習的
世界探索奧妙！透過本專欄，她將接續為同學們剖析文法題型、解題
技巧及閱讀測驗的單字，幫助同學們在多益考試輕鬆獲得高分。同時
她鼓勵同學們不斷往前邁進，挑戰下一個程度的自己。

齊心防治毒害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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