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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3 日
校長張家宜（右三）、統計系系友董
煥新（右四）與五校代表等人於義賣活
動開幕剪綵同賀。（ 攝影／吳國禎）

聽見需要的聲音

師生響應義剪活動。（攝影／
吳國禎）

6校聯合愛心義賣

959 期
愛心大使魏如昀送福袋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
「聽見需要的聲音1212」春季北
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
動於上週圓滿落幕！此一年一度
的跨6校義賣活動由本校商管學會
發起，號召聖約翰科技大學、景
文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臺
北城市科技大學、國立台北商業
大學一同加入參與，共257家廠商
熱情贊助，近8千件商品，截至

旅行夢想家 Terry
蒞校演講。（攝影
／張令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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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博館
影片播映─ 1733 沈船艦隊大
海博館四樓 挑戰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華人音
驚聲 2 樓川堂 樂家史惟亮紀錄片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作坊 ~「等一個人簡報 :
I304
魔幻包裝術」-- 簡報設計技巧
文錙中心 『自由的旅程』- 蘇瓦那與
文錙音樂廳 CMO 樂團正式啓程演唱會
圖書館
圖書館受贈圖書複本轉贈活動
總館 2 樓大廳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華人音
驚聲 2 樓川堂 樂家許常惠紀錄片
註冊組
103 學年度榮譽學程推展意
驚聲國際會議廳 見交流座談會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3/23( 一 )
12:00

主辦 / 地點
政經系學會
便利超商前

活動名稱
2015 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
愛心義賣活動「溫暖你我他」

攝詩入鏡攝影賽開跑！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報導】驚聲古典詩
社與攝影社聯合舉辦「攝詩入鏡─淡江大學
詩詞攝影大賽」開跑！收件至4月3日下午5
時止。攝影社社長企管二李建旻表示：近年
古典詩創作式微，辦比賽藉與影像結合，豐
富攝影作品內涵也充分展現古典詩意境及生
活藝術。由專業評審選出前3名、佳作若干
名及人氣獎，獎金3百至1千五百元。詳細規
範、評審方式請見FB粉絲團─攝詩入鏡-詩
詞攝影大賽。

本週我最 靚

中文四徐楷欣、簡恩雅：走
在開滿杜鵑花的宮燈大道，不
禁停下腳步細看美景。

有限公司資深顧問劉素瑤主講「從校園到職
場的生涯發展」，共67人參與。她以在戴爾
（Dell）、飛利浦（Philips）等公司的豐富職
場經驗，以影音廣告、《未來在等待的人才》
一書、成功名人賈伯斯等案例，分享成功者的
人格特質，如：勇於冒險、擁有自省能力等，
以及現今職場欠缺具備說故事能力、創造力等
人才。劉素瑤有鑑於臺灣學生較缺乏想像力，
現場與學生玩起互動遊戲，限時一分鐘內藉兩
條直線繪出想像圖形，測試想像力。英文四蔡
欣穎表示，受益良多，尤其對「成功者比一般
人更堅持不放棄」最印象深刻。期許在追夢途
中勇於做自己並與父母友善溝通。
20日「生命的非定式—生命意義分享會」邀
旅行夢想家Terry蒞校演講，近70人參加。他
以幽默輕鬆口吻及生動影片，分享自身帶烏克
麗麗走訪澳洲、紐西蘭、日本旅行及助人的生
命歷程。他堅信微笑能帶給世界美好，因此花
大量心力蒐集1千個素人微笑照片，帶給日本
災民溫暖，「不要小看微笑的影響力」。會中
更 勉
勵
大

微軟校園巡迴淡江
總座邵光華獲頒傑出系友

家「為自己勇敢一次，創造自己的人生故
事」。未來Terry將持續以自我的正面能量用
巡迴演講及成立公益組織的方式，深入偏鄉帶
給孩童不同生命啟發。英文碩三黃穎超表示，
演講內容精采，其中蒐集微笑的過程及搭便車
的趣事最讓我印象深刻。
「中文履歷健診」活動，以一對一方式協助
學生履歷諮詢。運管四蔡竣安表示，此活動
對就業有實質幫助，更了解履歷中仍須加強
之處。「幸福希望旅程」擺攤包括「Before I
Die」生命黑板牆塗鴉、繪製壓力球、抽愛情
籤、製作幸福御守等內容，其中「換個角度看
生命」站與大傳系29屆畢製專題組－「漢子工
作室」合作的套圈圈活動，張校長還親自參與
和學生同樂。中文三邱彥甄表示，未曾想過在
壓力球上畫畫也能釋放打工壓力，「尤其在幸
福御守裡放
入親筆寫下
夢想，讓我
更堅定自己
所選擇的未
來道路。」
學生抽愛情處方籤。（攝影／吳國禎）

吳慎宜解析勞動權益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為讓學生熟悉
勞動法規保障自身權益，17日職涯輔導組邀請
台灣勞動學會理事長吳慎宜分享「非知不可的
勞動權益」吸引55人參加。
講座中，吳慎宜解釋勞雇關係之從屬內涵、
解說勞動相關權益。結合時事談及航空業機師
超時工作、勞健保制度等問題，更不忘提醒勞
工保險的重要性，並呼籲「多一分了解，多一
分保障。」水環四劉醇和認為，「受益良多，
學習調雇主資遣必要5條件及工資、職災等內
容，有助保障未來就業的職場權益。」

校長張家宜（中）頒發傑出系友獎給水
環系校友邵光華（左一）。（攝影／吳重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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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現代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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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農夫社、
「體舞玩夫」復活節彩蛋變
體適能有氧社
裝 party
SG246

年，商品皆以市價8折販售。有別於以往採用
實體義賣方式，此次更躍上雲端變身網路商
店，讓全臺有愛的民眾參與義賣活動。」
跨校義賣活動將於4月30日止，所有義賣所
得與未售完物資也將捐出給6家受贈單位，包
括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財團法人法鼓山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臺東市知本國小柔
道隊、臺東縣豐里國小足球隊、北臺北家扶中
心及彰化家扶中心的代表均蒞臨現場，並表示
非常感謝學生團體與校方對公益的支持。

職涯啟航 徵才博覽會 25 日登場

【 記 者 呂 瑩
珍、姬雅
瑄淡水校
園報導】
學生事務
處主辦的
「職涯起航
週」活動上週熱鬧展開，不僅講
座場場爆滿、中文履歷健診、模
（ 攝影／吳國禎）
擬求職面試等活動更帶給學生就
職前的實質助益。17日中午，校
長張家宜、學務長柯志恩等師長更蒞臨福園
前廣場的「幸福希望旅程」擺攤活動與學生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同樂。「2015淡江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將
淡水校園
於25日（週三）在學生活動中心、海報街登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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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募得31萬7千餘元。校長張家宜、學務長
柯志恩、統計系系友、中華商管協會代表董
煥新、受贈單位及5校代表等於16日開幕式站
臺，亦邀請星光幫歌手魏如昀擔任愛心大使發
放1百個福袋、校內社團輪番表演，亦有捐血
車進駐、義剪等，吸引全校師生響應愛心。
張校長致詞感謝廠商的熱情贊助，並表示，
「透過盛大義賣活動將愛心發散出去，是讓學
生學習從事愛心服務的好機會。」商管學會會
長產經三吳羿儒表示，「本次活動邁入第十二

單車環島 27 日啟航
台灣微軟公司19日的「2015台灣微軟校園巡
迴講座」，近3百人將商管B713教室擠得水洩
不通。由水環系校友、台灣微軟公司總經理邵
光華(主講者）、法務暨公共事務處副總經理
趙明榮等人，說明如何加入台灣微軟公司的
未來生涯體驗計畫。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
「鼓勵本校學生進入企業實習，以拓展實務經
驗。」同時也頒發傑出系友獎，肯定邵光華在
職場上的表現。
邵光華講述微軟公司核心價值，包括開放與
尊重、樂於接受挑戰等5大項，並鼓勵同學，
「追尋夢想，必須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而趙明榮說明整個實習計畫的工作內容、申請

冒牌生分享生命體悟

擁有68萬粉絲的臉書粉絲團「冒牌生驚點語
錄」經營者冒牌生應國際青年交流團邀請17
日蒞校演講，吸引近60人參與，在演講尾聲更
有多名同學排隊簽書。 至今出版3本書的冒牌
生，以幽默自嘲口吻娓娓道出成為作家的坎坷
之路。冒牌生分享，以在臉書分享漫畫《航海
王》圖片搭上自製勵志語錄竄紅的他，出版書
籍更獲網路書店博客來2012年度暢銷榜前百
大，不過成功之路卻因爆紅面對侵權等質疑。
他表示，「雖遭遇人生重大打擊，曾經近乎放
棄夢想，卻也因此獲得重大體悟。」勉勵同學
「因夢想而受傷永遠值得驕傲。」 中文一徐
宜婕表示，臉書粉絲團成立初期就已是粉絲，
認為「真的對年輕人有幫助，而不是空口說白
話，更感受到唯有親眼去理解才能體會事物的
真實面貌。」（文／姜智越，攝影／張令宜）

方式，以及相關的職能訓練和提攜制度，並表
示，「實習計畫最大特色在於不看學校、科
系、在校成績，只要你符合微軟核心價值，都
歡迎報名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現於微軟公
司實習的產經三邱薇羽分享自己的體驗及收
穫，「在實習中接觸行銷方法與知識管理的策
略，職場人士專業的表現，也成為促使我進步
的動力。」管科四李振皓說，「講座讓我進一
步認識企業實習，看著講者自信地闡述經驗
談，讓我更想提早為進入職場做準備！」(文
／蔡晉宇、攝影／吳重毅）

法文四廖韋呈

隨著地球村時代的來臨，學習外語儼然成
為潮流，甚至就讀幼兒園就開始接觸英文，
但大家是否想過，能運用所學的語言做什
麼？熟諳英、法、西、德、義等5國語言的
法文四廖韋呈，正是將此能力發揮淋漓盡致
的代表，她甚至希望再接再厲，學習拉丁
語，認識英文字母原型。行動力十足的她，
提起一只行李箱、背上大背包，握著語言這
把鑰匙，熱情地開啟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門。
能擁有語言能力靠的不僅是天賦，樂於學
習的廖偉呈平時透過看影集、電影頻道等方
式努力學習外文，更善用學校的資源選修德
文、西文或英語翻譯學程精進自我，甚至利
用週末赴師大「華語師資培訓班」學習如
何教導外國人中文。她的努力更在去年12月
通過法國在台協會「2015-2016赴法中文助
教」初選錄取肯定。在暑假期間，把握每分
每秒磨練外語能力的機會，存錢前往歐洲國
家旅行，並投身國際志工工作。
大二時，她曾到義大利「Toffia Festival」
擔任音樂節志工，大三則是赴比利時
「Change le Monde」當環保志工。在旁人
看來，擔任國際志工吃力不討好，更會遭遇
語言不通、文化差異等困難，卻不減廖韋呈
想探索世界，拓展國際視野的衝勁。「當志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單車社主辦
「2015淡江大學單車環島-騎翼恩典」蓄勢待
發，將於27日（週五）上午8時在蛋捲廣場舉
行啟航典禮，由學務長柯志恩、總務長羅孝賢
等師長授旗，55位單車騎士將踏入10天9夜熱
血的環島之旅。以本校為起點，行經西濱快速
道路、南迴公路環臺一圈里程長達1千公里。
總召運管二陳仁傑表示：「透過捐贈單車用品
給育幼院，讓活動賦予生命教育意義。活動內
容包括環島live band、闖關遊戲等，欣賞美景
同時增加趣味考驗，凝聚團隊情誼。」

花卉義賣關懷動物

關懷動物社上週於圖側舉辦花卉義賣活動，
販賣金盞花、四季海棠等16種繽紛奪目的花
卉，並販售手繪明信片、陶瓷貓咪吊飾等精美
商品。社長德文四高嫚妮表示，「藉此活動不
只凝聚社團向心力，更讓大家認識本社並關
心身邊動物。」義賣所得截至18日約募得2萬6
千元，將用於動物緊急救援上，照顧受傷或中
途動物。大傳三劉宇翔說：「覺得手繪的明信
片很精緻，購買同時能幫助動物很有意義。」
（文／莊博鈞、攝影／吳國禎）

足球隊 25 日全國爭冠

本校足球隊於16日在崑山科技大學參加「中
華民國大專校院103學年度足球運動聯賽」一
般組四強爭奪賽，從全國大專校院16支隊伍中
脫穎而出，爭取到冠亞軍賽資格。對於即將
到來的決賽，足球隊教練、體育活動組組長陳
逸政表示，「冠軍戰對手實力堅強，預料將是
場苦戰，但我和全隊隊員皆會盡本份全力以
赴。校隊曾在4年前在同一場地拿下冠軍，盼
今年能重返榮耀。」足球隊隊長機電碩一吳柏
翰說：「有此機會相當開心，心情從緊張到狀
況漸趨穩定，希望在賽前加強體能、攻防練習
及練團隊默契，保持最佳狀態，把最好成績拿
回來！」足球隊將於25日下午三點於臺北田徑
場進行冠亞爭奪賽，希望同學能到場加油！
（文／陳怡如、蔡晉宇，圖／足球隊提供）

校園安全調查

半數不知緊急求救系統

淡江時報記者校園訪調詢問女
學生是否知道校內設有緊急求救
系統。（攝影／吳重毅）

【記者李昱萱、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為
加強校園安全與環境維護，總務處安全組委
託統計調查研究中心進行「淡水校園地景感受
調查」，針對在淡水校園上課與活動近5百名
女學生抽樣，報告指出，有9.9%同學認為校園
安全有待改善，顯示女學生心目中的淡水校園
「傾向安全」。
此調查今年邁入第六年，調查指出，在安
全設備方面，逾半數女同學不知道校內設有十
處「緊急求救系統」，且對於克難坡、圖書館
後棟及牧羊草坪週邊等地點，認為人煙稀少與
照明不足。亦有同學建議校方提供防身課程，
以加強自我防衛能力。對此，安全組組長曾瑞
光回應，已依報告結果中危險區域繪製「紅帽
地圖」，並分享給諮輔組、生輔組參考，另積
極與軍訓室協調在護理課安排基本防身技巧。
曾瑞光提醒，校內設有動態的「夜間安全護
送」與定點「緊急求救鈴及緊急通話系統」，
並呼籲深夜在校園活動應結伴同行。現於春夏
之際，若在校內遇有蜂窩或發現蛇類出沒，可
通報勤務中心，校內分機2110、2119。
國企三林冠伶說：「常因社團活動晚間在校
友行走，不會感到不安全感，但宮燈教室附近
確實稍暗，建議增加照明更完善。」

善用五語言鑰匙 開啟世界大門
工時會發現，原來自己是有能力給予的。」
廖韋呈說。雖沒有實質報酬，但對她而言，
有別於跟團旅行的最大收穫，就是能享受服
務過程，期待每天一睜開眼，面對各式各樣
的挑戰。
廖韋呈認為當國際志工因時間較長，比短
途旅行更能深入認識小鎮，體會當地的風土
民情，結交當地朋友。她回想隻身國外的種
種，凡事都只能靠自己，也曾有過在機場、
火車上過夜的經驗，她笑說，「覺得當時
自己好像電機系學生，還要學著動手修冰
箱。」更曾目睹一位中國人因種族遭義大利
商人歧視、欺負，激起想學好義大利文的鬥
志。「有時並不是因為會某種語言而出國；
而是出走後發現自己的不足，增加想認真學
習的動力」她堅定地說。
除了國際服務，樂於與人互動、分享的
她，藉語言優勢在「2014年OH! Study春、
秋季留遊學教育展」以及臺北國際藝術博
覽會擔任口譯員，「只要敢說，就會得到
不一樣的東西！」秉持此信念，她更擔任
TourMeAway嚮導，帶領外國人免費享受旅
行導覽服務，認識臺灣之美。
廖韋呈更希望能將國外所學知識應用在臺
灣。於是與4位組員以「偏鄉教育服務」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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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參與第四屆世界公民島「有任務的旅
行－拜訪100位世界領袖」甄選，在近2千
人次的旅行計畫裡脫穎而出。將在今年暑
假赴比利時拜訪mobile school創辦人Arnoud
Raskin的教育理念與實施經驗取經，將有益
的經驗帶回臺灣。她表示，將結合帶回經驗
規劃與大學社團合作建立才藝整合平臺，提
供偏鄉小學孩童學習才藝的機會。
享受自由生活的廖韋呈，期待未來能自己
創業，比起拘謹、一成不變的工作，她更樂
於接受不同挑戰，勇於嘗試新鮮事，「不做
不會怎樣，做了會很不一樣！」對她而言不
只是口號，更是她人生態度的寫照，用行動
代替空想，努力實踐自己的夢！（文／陳羿
郿、攝影／黃國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