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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未來

◎淡江校友陳彥廷獲得2013年整年免費
自由座車票！臺灣高鐵累計搭乘人次在
101年12月17日中午突破二億，這位乘客
正是淡江校友，而前、後一位乘客剛好
也是淡江的學生或校友，每人也得到8張
商務車廂車票。
◎加拿大淡江大學校友會第一屆會長田
仲望，因肺腺癌於2012年12月24日上午9
點15分逝世，享年70歲。田校友1971年畢
業於化學系，與曹弘等多位校友於1995
年成立「淡江大學加拿大卑詩省校友
會」，並擔任會長至1996年，2006年榮
獲淡江大學金鷹獎。
（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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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英檢秘笈

　親愛的同學們：
伴隨著新春的氣息，我們走進了2013，
在這辭舊迎新的日子裡，向同學們致以
最誠摯的問候與祝福-身體健康、考試
順利！在同學們即將踏上旅途之際，學
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特別提醒大家留意
以下幾件事宜：
一、天氣變化大，容易造成個人心情的
低落，可趁假期多與家人相處、邀約好
友聚會、舒展放鬆多休息，遠離壞心
情！
二、曬曬太陽讓體內產生維生素D，不
僅能強健我們的心臟、骨質、增強免疫
系統，還能保持心情愉悅。別擔心會變
成小黑碳，根據美國能源部物理生物學
家研究顯示，每天不擦防曬油在戶外的
陽光下曬2次太陽、每次只要15分鐘就
足以獲得人體健康方面的全部好處！
三、依據行政院衛生署年統計，青少年
10大死因之「事故傷害」為第一位，請
務必恪守交通規則，千萬不要無照駕
駛、酒後開車或夜遊飆車等危及自身和
他人生命安全之行為。
四、根據臺北市家暴中心統計，性侵害
案件最常發生的地點為加害人住所以及
被害人住所，而且加害人與被害人相互
認識的比例佔了8成。而其中以徒手暴
力的的加害方式最多，其次分別為誘
騙、誘拐、灌醉及下藥。由此可見，即
使面對認識的人或處在熟悉的場所，對
於自身安全也不能掉以輕心。若不幸遭
遇，請保持冷靜先設法脫離困境，並儘
速撥打婦幼專線：113（家暴暨性侵保
護專線）。
五、若在寒假期間您仍需留在學校，提
醒您務必留意自身的安全，儘量避免前
往人煙稀少的地點，同時也要留心週
遭的人、事、物，提高警覺，防範傷
害事件的發生。若不幸發生性騷擾、性
侵害、性霸凌等事件，1月14日至25日
可至諮輔組諮詢或申訴，學校全休期間
請聯繫值班教官（02-26222173或校內
分機2256）或校警勤務中心（校內分機
2110或2119）緊急處理危機問題。
六、寒假打工，慎選工作環境，並徵求
家長意見，提高警覺，避免危險性之場
所，嚴防歹徒運用各種詐騙手法詐財，
保障個人及家人的人身、財物的安全，
如有打工糾紛可撥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免費諮詢專線：0800-085-151。
七、依據行政院衛生署統計，「自我傷
害」是青少年10大死因排名的第二位。
寒假期間若感到心情低落、對生命絕
望，請立刻撥打以下任何一支電話：

(一)安心專線：0800-788-995
　　　　　　（請幫幫，救救我）
(二)張老師專線：1980（依舊幫您）
(三)生命線：1995（請救救我）

春節在即            謹祝同學

   一路順風    閤家平安      
　　新春愉快    事事順心！

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關心您

導讀 彭莉惠 未來所助理教授

   職涯輔導組於日前邀請
優裕企業管理顧問有限
公司的首席顧問管家賢
先生，在Q409主講「勇

敢去敲貴人的門」，將其多年來的社會歷練
的觀察與體悟，濃縮在一個個精采的個案剖
析，以及一句句的巧思短語之中，本報特摘
錄精華以饗讀者。
   講者自大學畢業那天起，便開始工作幫家
裡清償債務，工作至今，發現當前社會判
斷成功者的唯一標準，就是看一個人賺錢多
少，很少聽見一個人很窮，卻常被讚許很成
功。因此，有貸款、償還的經驗是好事，這
讓人能更珍惜每一分錢和時間，那是一種生
活的壓力與刺激，激勵著人們不容易怠惰；
或許，過程是痛苦的，但所有痛苦背後都有
祝福，當一個人能擁抱挫折時，所學到的東
西將更多。
   在職場上，常常有許多不同的刺激：一、
別人在升遷上比較快，能力上的刺激；二、
同樣努力而待遇不同，薪水上的刺激；三、
受歡迎程度不佳，人際關係上的刺激；四、
在同一個環境工作，表現機會不多，這是舞
臺大小的刺激。我們必須把每一次的刺激當

作成長的契機，一個人要成功，需要朋友，
要非常成功，則需要對手。選擇一個同事或
前輩當作目標，不斷去思考，我要如何做才
能做得比他好或更好。之前北京奧運風光一
時的美國游泳好手麥克爾．費爾普斯，在今
年倫敦奧運表現卻不如同為美國選手洛克
特；工作就是一場競爭，不跟別人比較、計
較，別人就把你幹掉。
  當我們體認到刺激時，就會意識到要成
長，要去敲貴人的門之前，要先當自己的貴
人。趁年輕，畢業前每個月選擇聽1至3場演
講，因為聽演講是最有效率的學習方法，聽
同樣領域的過來人演講，能避免同樣的錯
誤，得到更有效率的途徑。而在聽演講時
也要注意講者的資歷與內容，只有實際的個
案，才能告訴你真正的成功或失敗，否則都
只是闊論高談，助益不大。與他人競爭要有
五力：學習力、生命力、行動力、競爭力、
成長力，這五力是一個順時針的循環，透過
學習去蘊含我們的生命力，充足的能量觸發
了行動力，搭配著知道就馬上做到的行動
力，便擁有競爭力以及持續進步的成長力。
我們可以發現，五力之中以學習力最為重
要，因此畢業前一定要養成每個月聽演講的

習慣。當懂得學習成長，才能成為自己的貴
人，這是最重要的，如果一個人無法成為自
己的貴人，那麼再多的貴人也幫不了你。
   那要如何結交貴人呢？在敲開貴人的門之
前，必須先敲自己的心門，共有七道門：第
一道門，當自己的貴人；第二道門，懂得辨
識貴人；第三道門；主動尋找貴人；第四道
門，服務請教貴人；第五道門，做機會給貴
人；第六道門，彼此成為貴人；第七道門，
一起去當貴人。當我們學會當自己的貴人
後，又要如何辨識貴人呢？最簡單原則就
是，時間很寶貴的人，就叫做貴人，因為只
有懂得安排自己的時間，善用時間的人，才
是成功的人。只要跟對人，就會有慧根，30
歲以前一定要跟對人，才能縮短奮鬥時程。
當我們順利遇見貴人時，一定要勇於詢問成
功的人，「你是怎麼成功的？」人生必敗的
兩種行為，第一種是不懂自己摸索，寧可一
時被當傻瓜，也不要當笨蛋一輩子，在學習
時對貴人客氣、不敢發問，就是對自己殘
忍。第二種為老是交錯朋友，尤其是經常滿
口負面的朋友千萬不要交，因為重複聽到的
訊息會變成事實，影響自己的成長。
  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成功的人比一般人

更 喜 歡 美 的 事
物，如果身邊有
認識幾位帥哥美
女，也是接近貴
人的有利籌碼，
而這些朋友一定
也會願意結識成
功的人，促成他
們的相會，拉近
自己與貴人之間的關係，也是做彼此的貴
人。與貴人相處要互相了解，感覺對做什麼
都無所謂，感覺不對做什麼都是誤會。每次
和他人見面，都要創造給人愉悅的感覺，不
只增加與貴人的認識或交流的機會，也因為
在愉悅時，我們學習並加以應用的速度也會
更快。
   最後必須提醒，一成不變是災難的開始，
求新求變是機會的開始，在資訊科技日新月
異的年代，一定要善用科技，讓自己更有競
爭力，用科技替自己紀錄曾在哪些場合遇過
某些成功而你想接觸的人，日後若有機會巧
遇，一一道出這些紀錄，除了讓貴人對你印
象深刻的強力方法，也才能開啟日後與貴人
連結的契機。（文／陳維信、圖／陳威廷）

求新求變才有機會 勇敢去敲貴人的門

　本書的2位作者柏尼．崔
林、查爾斯．費德，分別為
前甲骨文教育基金會的全球

教育必須改變，才得以幫助學生做好面
對未來挑戰。
　本書最主要的焦點是指出二十一世紀
最需要的關鍵能力，包括：學習與創新
的能力、數位素養、生活與工作能力。
除此之外，本書強調二十一世紀的教育
學習特徵與過去極為不同，包括：學習
者主導、互動交流、專題、合作、全球
社群、個人化教育、解決問題與困難、
實作及為生活學習等。同時，作者亦歸
結出未來需要的工作能力是：口說和文
字溝通能力、嚴謹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
力、專業與工作道德、團隊合作與分工
合作及與多種小組合作的能力、使用科
技與管理電子工具的能力、領導才能及

管理專案的能力、終身學習。
　本書提出未來的學習架構是全人與全
面性的學習，作為全人學習者，需要學
習包括：知識、技能、動機、價值觀、
態度、信念、感覺、健康、安全、彈性
等。而全人教育環境，則包括教室、學
校、家、圖書館、工作室、博物館、社
區資源、網路等。唯有每個人全面性學
習，再搭配新式的學校教育，才得以讓
學習者具備二十一世紀的學習技能，包
括：嚴謹思考與問題解決、創造力與創
新力、合作、團隊工作與領導力、跨文
化瞭解、溝通、資訊與媒體素養、電腦
和ICT素養、獨立工作與獨立思考。 
   本書對未來教育與前瞻學習，提出許

多相當具啓發性的觀點，不論是教師、
學生、政府決策人員、家長，或是任何
一位關心教育、未來的人都應該閱讀。
書中提到一句話，「千萬別讓學校妨礙
一個人的教育。」是的，我們身為教育
者，任職於教育機構，為教育學子投注
所有心力，但，我們真的用對方式嗎？
我們所教導的內容真的有助於學生面對
未來社會的挑戰嗎？學生經過學校教育
後真的就具備關鍵的能力嗎？真的有助
於培養他們實現公民責任，抑或找到圓
滿人生嗎？唯有我們誠實面對，協助學
生發展出未來所需的關鍵能力，相信我
們的下一代，我們臺灣的未來，依舊值
得期許與盼望。

本校就業博覽會活動實況／本報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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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kusablog@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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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監、前思科教育中心的全球總監，皆長
期參與地方與全球教育部門及教育委員會
的推動和運作，不僅是教育工作者與教學
設計者，亦在許多雜誌與期刊撰文，以推
動未來教育為職志。作者相信人類社會要
有顯著的改善並擁有科技，落實大量的個
人化學習，最關鍵的就是教育。尤其，現
今人類生活不斷進步，學習也必須跟上腳
步，在知識經濟與科技倍速成長的當下，

撰寫英文履歷就上手

一、重要字彙 
1.元旦　New Year
2.春節　Chinese New Year
3.放鞭炮　set off firecrackers
4.放煙火　set off fireworks
5.壓歲錢、紅包　red envelope
6.節日　festival
7.節日的 festive
8.氣氛、大氣層　atmosphere
9.淡出、褪色　fade out

10.嶄新的　brand
11.學期　semester
12.學年　academic year
13.學術的 academic
二、請填入正確英文，並大聲讀3次，否則無效：
1.恭喜！恭喜！
Happy                                                                          .
2.我們每年過年都會放鞭炮。
Ｗe                                              every Chinese  New Year.              
3.我放鞭炮時，燙傷了手。

Ｉ　　　　　my hand when I set                                       .
4.我拿了三個壓歲錢。
Ｉ　        　    　three red             　　     .  
5.過年的氣氛愈來愈淡了。
The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is                      . 
6.在新學期之始，我們要呈現嶄新的我！
Ｗ'll have a                                                             for this 
new                  .

三、答案
1.Chinese, New, Year
2.set , off , firecrackers
3.burned , off , firecrackers
4.got , envelopes
5.festive , atmosphere , fading , out
6.brand , new , start  , semester

文／林佳彣、楊宜君採訪整理報導
　在地球村及國際化的現況下，如何用英文寫
自傳和工作履歷？一篇好的自傳第一眼就能
夠引起他人興趣，因而高度引起雇者閱讀的動
機，進而願意認識你這個人。其內容包括：家
庭背景、教育背景、工作經歷、人際關係、社
會層面上的成長、人生哲學觀、未來目標以及
reasons why you should hire me.
　本校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日前在講座課程
中建議英文履歷自傳中的各段可書寫如下：
首段：

        Growing up in a very humble family, I have 
cherished every minute at school and at work. I 
graduated from Tamkang University eight years ago 
and have worked ever since, except for my military 
service.

◎英文所博士生王有慧，具上海高級口筆譯證書
　我曾幫他人看自傳和履歷，最大問題是錯誤百出的文法，再來是內容排序。新鮮人的履
歷，通常學歷寫在最前頭，再來是經歷。整體視覺上以簡潔為主，內容順序應為：學歷、
經歷、證照、得獎記錄、社團經歷及曾參與的活動，使自我優點更加凸顯，專長和興趣亦
可附上。內容陳述時必須緊扣所申請職位的主要要求，或強調自身附加價值；而社會人士
則應先寫經歷再寫學歷，其中經歷包含：公司名稱、擔任職務、時間、以及敘述公司名
稱、職務等等；自傳會有邏輯和文法的問題，必要的話可尋求母語人士或其它專業協助。
　另外，因英文面試是測試英文能力，在表達上，最重要的是流暢度，而非內容。準備
上，可以就自身優點寫一篇講稿，並保持一定的熟悉和流暢度。

Resume

◎【求學】航太系校友蔡耀釧，現就讀史丹福大學航空與航太工程學系碩士班

　大學重視全人發展，而研究所重視學術研究。故研究所的自傳含括：讀書計畫
（Statement of Purpose）、個人經歷（Personal Statement）。其中，以讀書計畫較為重要，
其最高原則為：文章言簡意賅、請他人校稿、撰寫內容應與教授充分討論。
　起筆時，可參考網路版本、購買相關書籍，再寫出架構、雛形，不斷反覆修正。履歷
的篇幅長短最好1頁、至多2頁，1頁半最為忌諱；而自傳最忌長篇大論，2頁或1000字以內
的長度為佳。初寫自傳的盲點，是無法準確表達自身就學動機，造成文章過於冗長。內
容的重點不在長，而是如何用最簡短的篇幅，呈現最佳的一面。所謂「重質不重量」便是
如此，要懂得去蕪存菁。讀書計畫首段寫就讀動機，依序為修課狀況、在學成績、得獎紀
錄、以及社團、研究、工作經驗，最後總結。頭尾兩段，以及各段落第一句，要寫的強而
有力，同時也是文章的重點；首段是第一印象，須具有強烈的吸引力。由於自身書寫會有
盲點，給第三者校稿更是重要。第三者包括朋友、教授、母語人士等。其中，教授熟知你
的求學狀況；母語人士可看出語言上的盲點，往往是以英文為第二語言的人難以發現的。

第二段：若有工作經驗

        As for my work experience, I first worked at Siemens 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Limited for a year 
and half as an engineer in the technical support department, and then I worked in a local computer company 
as a technical engineer. After that I moved to Canada to start my own business. Those three years in Canada 
have been extremely helpful to me---I was running a telecom, Internet and computer company. My 
work covered from A to Z, including purchasing, repairing , market expansion, problem solving, customer 
services, selling, and I also gave computer lessons to students. 
第二段：若無工作經驗，可以直接介紹自己的長才和其他的經驗即可，而經驗和興趣要和公司的需

求相符：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myself.  I graduated from the department of XXX 
at Tamkang University in 2013, and my goal has always been to XXX ！ I've always had a great passion for 
XXX （行業）. Ever since I was a teenager, I've wanted to work as a XXX in xxx. To reach this goal, I 
have been a member of XXX（社團）at my university, where I served as XXX and worked as a teacher's 
assistant. These experiences have given me abundant knowledge and a greater interest in XXX（行業）. It 
would be a dream come true if I could have the honor of working for you.
第三段：若因個人家庭因素而另求他職，可如下撰寫：

        My customers ca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making me quite aware of their customs, 
conceptions, and lifestyles, we had a very difficult start, but my business started to take off in one year. 
        Unfortunately, my father got sick and missed us a lot, so my wife and I decided that we should come 
back immediately. I very luckily sold my company at a good price and came back in this July.
第三段：若非個人家庭因素而造成另求他職，也可如此寫：

        I liked my previous job at XXX company very much. We had a very happy and effective team. 
Unfortunately the workplace was too far from my home and the commute consumed at least two hours a 
day, which is why I eventually decided to find employment elsewhere. Fortunately, I have found a great 
opportunity at your company and truly feel that my skills will make me an asset at XXX.
第四段：感性地推銷自己：

        I would also like to share my appreciation for one of my professors, Dr. XXX. I was very shy and 
introverted until I met her. Dr. XXX taught me to discover and appreciate the true beauty and value of life, 
making me see that everyone is unique and full of potential. Today I am calm, confident, and dynamic, and 
I must give all the credit to Dr. XXX.
第四段：若已婚，也可以感性地另行介紹：

        Speaking of my growth, I cannot ignore my wife. I was a very shy boy until I met her. She taught me 
to discover and appreciate the true beauty of life, making me see that everyone is full of potential, and the 
sky is the only limit.（資料來源／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

◎【求職】運管系校友魯郁寧，現為長榮航空空服員

　我當初準備時，曾參考他人推甄自傳及考取空服員分享內容。建議寫完之後，可以給英
文能力佳的友人閱讀，看看是否有錯誤，總比寫錯好。由於自傳有字數限制，所以如何言
簡意賅是最困擾之事。在求職履歷上，論及自身事蹟、打工及實習經驗，從高中時期寫起
即可，毋須從小學時期開始撰寫。此外，依面試的工作性質、公司文化，以及熟知公司需
要的人才，適時表達個人專長及優勢，並多加描述。要在眾人中脫穎而出，關鍵點莫過於
履歷、自傳要有特色，才能捕捉面試官的目光，並進而想見你一面。在英文面試方面，無
需過度緊張，只要態度大方、簡單回答即可，倘若長篇大論，面試官也會不耐煩。面試
時，通常提問的內容不會太多，更遑論專業的部分。比如我所從事的服務業，主要是看此
人是否合適這份工作，並非以其過去的豐功偉業評定錄取與否。

專家指南

行銷自己

◎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

　一篇優良履歷，文字內容需精簡，且一開始就高度引起他人的閱讀動機。方法
要脫離千篇一律，展現個人特色。履歷並非洋洋灑灑道盡人生經歷，而是用最精
簡細膩的文字，傳達你的目的，並且仍須兼具理性與感性，理性之處是讓主考官
欣賞我們的邏輯思維；感性之處則讓主考官認知我們的生命。
　臺灣的工作面試，常會要求以中、英2種語言進行。建議可以準備好2種語言的自我介
紹，而且要準備地十分流暢，能輕描淡寫似地說出。工作面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談
吐、聲音中可以得知一個人是否應對得體，以及有良好的氣質談吐。謙遜的自信、愉悅的
心情、溫暖的表情，可以讓他人得知我們未來的工作態度，以及良好的人際關係。倘若自
信不足、略顯緊張，則會讓面試官的觀感不佳。面試過程中，三不五時的淺淺微笑、適時
的眼神交流，更是會讓人印象深刻。

實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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