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慧勳帶你重心啟動內在原力
　原資中心及源社於10月

12日晚上6時，邀請非營
利組織Keep Going創辦
人陳慧勳，以「內在原
力，重心啟動」為題，

分享自身經歷。
　陳慧勳在布農族部落長

大，為了證明自己，很早就離開部落去尋找自
己的一片天，有感於社會對原住民偏見較深，
為了打破這刻板印象，她努力脫穎而出，27歲
已成為全公司最年輕的主管，但暈眩症卻讓她
人生歸零，頓時迷失自我，才意識到自己失去
身心靈狀態的平衡。
　陳慧勳在人生低潮時，重新傾聽內心，發覺
對社會服務有興趣，將自我專業回饋社會，才
是心中真正想做的事，因此造就Keep Going誕
生，她重「心」視角，活出自己生命的樣子。
　陳慧勳帶領團隊走進新竹五峰部落，運用過
去行銷企劃與專案管理的能力，實施「原住民
族假日幼托」公益計畫，翻轉偏鄉部落的資源
不足，並透過故事情境，教導學生學習各族原
住民語與日常生活單字，讓原住民語言文化傳
遞下去。「生涯劇本是可以被設計的，發想設
計你的生涯角色」，她鼓勵從自我對話，找回
自己的心。（文／黃庭瑀、攝影／方亭筑）

吳雪月細說阿美族野菜文化
　原資中心及源社於10月13日共同舉辦「阿美
族野菜文化講座」，邀請阿美族野菜專家吳雪
月分享認識野菜和蒐集種子的經驗。
　吳雪月從小就有食用野菜的習慣，對於野菜
種類十分熟悉，因朋友建議寫些野菜的故事，
就此展開與野菜的各種機遇。她說明辨別野菜
毒性的方法，先摘取嫩葉放至舌尖，若有麻痺
感便有毒，沒有則可安心食用。
　吳雪月提到野菜種類絕跡的現象，許多小時
候吃的野菜，現在都難以找到，除了濫用農
藥、除草劑外，還有人為不當採集的緣故，她
指出，野菜有根便能存活，採集應該摘取或剝
下葉片即可，絕非連根拔起，這樣才符合原住
民「永續發展」的概念。
　原住民的日常生活有許
多富含意義的智慧，吳
雪月鼓勵大家有機會可
以多學習，也期許自己
為原住民爭取更多權利，
「每個人對保種的看法和價
值觀不同，就我的認知，最重要的是把祖母給
我們吃過的好東西，盡力找回來！」
　資管四吳承軒分享，想不到野菜有這麼多知
識，希望這些原住民文化能繼續傳承下去。
（文／李意文、攝影／羅婉瑄）

　【記者吳映彤淡水校園報導】為因應雙語
教育趨勢，體育事務處於10月13日中午12時
10分，邀請木柵國中教師陳昭勛透過Google 
Meet線上演講「海洋雙語教育之規劃與實
施」，分享如何逐步設計雙語課程及教材，再
導入海洋教育元素，提供與會教師調整教材之
初步設計概念。
　陳昭勛擁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今年榮獲全國
SUPER教師獎首獎，粉絲專頁「莎莉的瘋狂
雙語世界」及社團「全國雙語教學急診室」提
供許多雙語教學之策略。她表示，雙語教學不
只是單純的英語融入，更要配合不同的教學策
略，重點以input（輸入）為主，讓學生多聽，
才有機會產出，不要太要求輸出，運用簡單英
文取代困難的單字，在輕鬆的環境下學習。
　陳昭勛使用遊戲方式設計教材，她提出
雙語SOP七步驟：Riddle（猜謎）；Critical 
Thinking（問題思考），課前暖身，播放與課
程相關的影片，集中學生注意力，思考找出學

習重點；Lecture Content（授課內容），由上
一個階段找到的課程重點，進入課程主題；
Activity I及Activity II，透過遊戲不斷回顧上一
個階段的課程內容，利用不同的遊戲找出學
生的天份，例如Word Search、Jamboard、卡牌
等；Quick Review（快速複習），以及Useful 
Expression（每週一句），利用簡短的話語回
顧今日的課程內容，達到快速複習的效果，並
在課程結束前說一句英文，完成每週一句。
　在講解完設計教材的步驟後，陳昭勛展示以
海洋教育為主題的雙語課程內容給大家看，示
範如何運用七步驟完成課程設計，影片搭配遊
戲設計，讓課程變得輕鬆有趣。
　體育處助理教授陳文和分享，感謝陳昭勛深
入簡出的流程示範，並提供實務上的教學技
巧，因應2030年政府全面推動雙語國家政策，
作為教師更應提早規劃準備，由於自己體育課
也開設英語授課，希望藉由研習，逐步調整教
材內容，提升專業能力。

　【記者方健霖淡水校園報導】體育事務處於
10月11日及12日晚上6時30分在黑騎士撞球館，
舉辦111學年度撞球新生盃暨公開賽，新生組及

公開組為男女混賽，採14-1指定擊球項目，選
手必須指明出桿打何球，入何袋，參賽選手計
新生組19人，公開組64人。

　睽違3年的新生盃撞球賽，今年
得以順利舉辦，喜愛撞球運動的
同學們皆把握機會熱情參與，盡
情於賽程中大展身手。
　比賽最終結果，新生組由AI一
郭翰楀奪得冠軍，資傳一陳皓元
拿下亞軍，風保一李政亭獲得季
軍，AI一汪士修為殿軍；公開組
則由西語四陳品誼奪得冠軍，風
保一李政亭拿下亞軍，資管三吳
岱祐獲得季軍，數學一劉純叡為
殿軍。
　撞球代表隊教練張郁洵表示，

今年的新生都非常熱情，實力很不錯，雖然之
前受疫情影響，未能經常參賽，較缺乏比賽經
驗，但相信往後的比賽會如虎添翼，期待隊員
們都能有優秀表現。
　郭翰楀分享，「很開心能在這次比賽拿到獎
項，雖然已有兩年球齡，但第一次參加比賽，
壓力不小，我認為自己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希望接下來的大專盃可以將實力發揮得更好，
為校爭光。」
　女子撞球代表隊隊長陳品誼分享，這次比
賽奪得冠軍，無形中為自己打下一支強心針，
期許未來帶領隊員們出賽，都能發揮最好的表
現；公開組有多位好手都是新生，如果都能加
入撞球代表隊，相信一定可以讓球隊的實力更
上一層樓，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再度為學校奪
得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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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翰楀奪新生盃撞球賽金牌

從社團到職場葉青松談跨領域的可能

遺失物義賣暖心做公益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10月6日及7日，在商管大樓4
樓聯合服務臺前，舉辦「淡水校園無人認領遺失物
義賣活動」，所得共計1萬6,629元，將全數捐入本
校友愛互助基金，用於學生緊急事故、慰問金等。
　本次活動將軍訓室遺失管理中心已存放半年以
上，至今仍無人認領的遺失物進行義賣，除了物盡
其用，也讓同學們以較低的價格購買自己所需的物
品，大家都踴躍到場挑選，用實際行動暖心支持義
賣活動。（文／林芸丞、攝影／黃偉）

▲新生盃撞球賽由 AI 一郭翰楀（中）奪金牌，資傳一陳皓元
（右）拿銀牌，風保一李政亭（左）獲銅牌。（攝影／林芸丞） 雙語教學   步驟陳昭勛報你知
　【記者林育珊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
組10月12日晚上7時在Q409，邀請滾石移動股
份有限公司產品企劃部專員葉青松主講「社團
X滾石移動—從熱門音樂到滾石唱片」，分享
從社團出發，培養軟實力，累積經驗，找到自
己所愛，跨領域就業，築夢踏實的壯旅。
　活動一開始，葉青松以有獎徵答帶動氣氛，
獎項為充電盤和音樂祭周邊商品，成功獲得現
場聽眾的驚呼聲，隨後跟著葉青松的分享，踏
進他的逐夢旅程。「為什麼要加入社團？」、
「該選擇哪一類社團？」、「加入社團後的期
待？」葉青松提出這3個問題，帶領同學們思
考，並傳達加入社團的意義「選擇自己喜歡

的」，接著暢談自己從參與熱音社到進入唱片
公司工作，以及從電機跨到廣告系的過程。

　葉青松在社團
找到自己所愛，
擔任幹部，獲得
舉辦重要活動機
會，確定人生目
標，歷經休學，
不放過任何踏入
唱片圈的機會，
從人事櫃檯轉職
到產品企劃，重
返校園進修，執

行公司企劃、經營Podcast、舉辦音樂祭等，過
程中不斷累積經驗，從中學習人際互動、團隊
合作、溝通協調、解決問題等技巧，更培養簡
報、攝影、領導，以及美編的專業能力。
　最後，葉青松提醒同學「放下過去，接受不
同，感謝與鼓勵夥伴」，建立良好的人際互動
和團隊，鼓勵「擴大自己的舒適圈」，挑戰自
己的各種可能，利用資源，做自己所愛的事。
　企管三張予瑄分享，因為好奇如何從社團學
習到職場應用，以及將非報酬的興趣發展成有
報酬的工作，所以來參加這場講座，聆聽過程
中看到許多細節和新觀點，獲得不少醒悟與啟
發，未來會更勇於嘗試。
　資傳三簡睿則表示，自己就讀傳播相關科
系，因此參與這活動，從中感受到講者的企圖
心，了解轉職的過程，以及各種達成理想的方
式，頗有收穫。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19(三)
12:00

教發中心
I501

112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說明
會

更多相關資訊，請逕至活動報名系統查詢。

（網址：https://enroll.tku.edu.tw/）

從網球到超導 終究心繫淡江
尖端材料科學學程

校園話題   物
　【記者林育珊專訪】「回到母校任教，哪
個角落是必須到訪的地方？」尖端材料科學
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王孝祖帶著笑顏，踏
著輕快步伐來到網球場，站在最初被看見的
地方，感性道出這一路的精彩與收穫。
　「第一次被報導就是因為網球！」談到網
球，王孝祖眼睛一亮，指著球場旁白色、黃
綠色的小圓球，說起軟網和硬網的彈性差
異，也憶起就讀淡江期間，擔任男網校隊隊
長，代表學校征戰南北，爭取不少榮譽。
　王孝祖永遠忘不了博班考試和大專盃決賽
撞期的那天，那是他最後一次代表淡江出賽
的機會，也是最有可能奪冠的比賽，他事先
安排計程車在面試樓館前，一結束面試，坐
上計程車，趕搭高鐵，一路向南，可惜未能
趕上比賽，「雖然來不及參與，但盡全力的
感受與回憶，是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大學做專題時，王孝祖加入物理系教授林
諭男的實驗團隊，研究鑽石薄膜成長機制，
並了解研究生的日常生活，就此確立自己未
來的方向，考取研究所，走向學術研究之
路。碩班在講座教授彭維鋒的指導下，使用
國家大型儀器「同步輻射」，研究許多新穎

材料的特性與其物理／化學之間的關係，以利
未來應用於生活與科技上。
　在國立清華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後，王孝
祖回到母校擔任博士後研究員，109年3月以
「X光吸收與非彈性發射能譜術探討超導K2-
xFe4+ySe5之機制」為題目，榮獲科技部博士
後研究人員學術研究獎，是全臺40位獲獎者唯
一來自私立大學。其後，王孝祖的研究成果持
續受到肯定，他考量學術發展、資源和環境，
決定以不一樣的角色回到校園，繼續做自己所
愛的研究，並透露未來會把心力放在能源、催
化，以及電池的研究上，希望盡可能做
到取之自然，用之自然，為下一代盡一
份心力。
　王孝祖在求學階段一直都是網球隊的
一員，即使在忙碌的實驗室生活裡，也
從未離開網球的陪伴，這樣的日常，看
似無法兼具，其實做好時間分配，願意
犧牲其他娛樂活動的安排，兩者並不衝
突，他也提到自身的觀察，國外頂尖的
學府，依然盛行體育活動，甚至是日常
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可想而知運動具
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王孝祖從小學開始打網球，未曾間斷的練
習帶給他毅力與韌性，遇到挫折與瓶頸時，
會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先與教練或老師溝
通，討論出方案後，肯定自己，努力做下
去，就對了！」他建議至少培養一項喜愛的
運動，除了讓自己身體放鬆、結交朋友外，
也能經由比賽競爭下強化自己，對於身心都
是一種助力。同時，也鼓勵學弟妹，不要害
怕嘗試新事物，唯有嘗試才會知道自己所愛
的東西在哪，多看多學，就會找到適合自己
的方向。

▲尖端材料科學學程助理教授王孝祖希望帶領學子們找
到屬於自己獨有的旅程。（攝影／林育珊）

社團大聲公

人工智慧學系學會
　「人工智慧學系學會」是本學期新創的系
學會，幹部都是 AI 系第一屆學生，因為沒
有同系學長姐的經驗傳承，籌備活動過程
中，遇到的挫折與難關，都是大家齊心協
力，一同克服完成。
　會長、AI 二吳政葶表示，因為自己這一
屆沒有參加過迎新、系烤、系遊等活動，希
望帶給學弟妹這些應有的體驗。因此幹部們
很早就籌劃，因為是第一屆，同學都很願意
加入系學會，貢獻心力，沒有歷屆的慣例，
大家都勇於表達想法，一起腦力激盪，努力
實現，第一屆是難關，亦是活力的象徵。
　AI 系學會這學期規劃了許多聯誼性質的
活動，包括暑假期間的線上新生茶會、預選
課程說明會、期初會員大會。開學後進行了
迎新活動，安排大地遊戲、校園 RPG 遊戲，
讓新生了解校園環境，接著將與教設系赴合
歡山莊舉辦宿營，為兩個新創系學會開啟合
作之路，年底擬與其他系合辦聖誕舞會。
　下學期會有專屬 AI 系的特色活動，用程
式語言舉辦活動，也許安排電競週比賽，可
以積累體驗。藉由各項活動的互動，拓展學
弟妹們的交友圈，除此之外，也會安排知識
性講座課程，幫助學弟妹了解學習 Python
的就業市場，協助他們找到未來方向。
　吳政葶邀請學弟妹加入系學會，並積極參
加系學會舉辦的各項活動，讓大學生活過得
精彩又充實。（文／林芸丞）

▲「人工智慧學系學會」是本學期新創的系
學會。（圖／人工智慧學系學會提供）

蔡奕哲示範沖泡分享品茗之道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新成
立社團「淡江大學茶友會」，10月6日晚上7時
在覺軒花園教室舉辦第一次社課「紅韻當頭—
紅茶體驗」，邀請茶山保育協會創會會長蔡奕
哲與師生分享沖泡技巧及品茗之道，公行系副
教授黃一峯亦到場參與。

　蔡奕哲從茶葉的歷史談起，接著介紹茶的品
種及分類，茶的種類分為紅茶、綠茶、黑茶、
黃茶，以及大眾熟悉的烏龍茶，他建議在泡茶
前，先分別溫壺、燙杯，放入適量茶葉，最後
才倒入熱水冲泡，蔡奕哲準備了魚池紅茶、蜜
香紅茶、木柵紅茶、滬尾紅茶等不同茶葉，現
場示範沖泡方式，讓茶友們一同品茗。
　茶友會會長、公行四李振宇表示，本次活動
以紅茶為主題，因為紅茶為臺灣飲用茶種中，
最普遍的一款茶。講師除了介紹如何用最基本
的茶具沖泡出一壺好茶外，更讓參與者觀察不
同氧化程度的茶葉，了解茶色也隨之有所不
同，希望茶友們開始累積專業品茶的經驗，增
廣見聞，在結束一天忙碌的行程後，能品嚐一
口茶來放鬆身心。
　公行四馮學弘分享，經講師介紹，了解到泡
茶的方式會影響茶的味道，茶色也不同，希望
有機會可以讓社員練習泡茶，增加體驗感。

▲茶山保育協會創會會長蔡奕哲（右）分享品
茗之道，公行系副教授黃一峯（左）到場參與。
（攝影／鍾子靖）

　星相社10月6日晚上7時在T212舉辦「生命靈
數講座」，由中華民國占星協會理事繆心帶領
同學們探討數字的奧妙與影響，吸引逾80人到
場聆聽。
　繆心首先說明，人的一生有兩個最重要的數
字，分別是命數和日基，日基又稱為日期數，
接著教導大家計算自己的命數，日基代表本身
的天性，命數則是此生需要達到的目標。繆
心依照1到9的順序，介紹每個數字所對應的性
格、特質，以及行為，並將數字分為三大類：
1至3重視人我關係；4至6情感寄託較強烈；7
至9行為動向特質較明顯，參與同學都十分專
注地聆聽，並將屬於自己的數字特點牢牢記
住。最後，繆心分享靈數配對圖和靈數九宮格
給大家參考，希望同學們未來都可以遇見與自
己命數相合的朋友或工作夥伴。（文／侯逸
蓁、攝影／黃柔蓁）

星相社邀繆心
解析生命靈數

彭少甫傳授自我學習攻略
原資中心源社推展原民文化

　【記者侯逸蓁淡水校園報導】區塊鏈研究社
10月12日晚上7時在B608，舉辦「Web3.0時代
的賦能型區塊鏈職涯—從路人到巷內人的自我
學習攻略」講座，邀請TBA台灣區塊鏈大學聯
盟理事長彭少甫主講。
　彭少甫首先分享他在求學時期，因緣際會接
觸到比特幣，後來在國立臺灣大學創立區塊鏈
研究社，成立台灣區塊鏈大學聯盟，邀集有興
趣的同好，一同研究區塊鏈與投資。他說明，
區塊鏈人才正在衰退中，各家公司為求取人
才，願意付出更高薪資，區塊鏈已是硬核技能

中的第一名，2020年區塊鏈職涯工作興起，熟
悉區塊鏈肯定是一項加分技能。
　彭少甫介紹區塊鏈的未來職缺，例如資訊工
程的開發人員、數據市場的分析人員，營運
產品人員、金融人員、法務法證人員等。除此
之外，彭少甫分別提出新興NFT相關工作、
Web3工作等職涯資訊，分享如何養成區塊鏈
技能和增進知識，鼓勵大家加入相關社團，利
用學術資源，透過實習與實作累績經驗，鼓起
勇氣踏出第一步，成為區塊鏈人才就不難。
　最後，彭少甫建議社團多邀請其他相關領域
的業師來演講，同時強調「英文能力、好奇
心，以及實踐力」的重要性，勉勵大家透過參
與不同活動累積經驗，從中認識志趣相投的朋
友，拓展人脈關係，現在所積累的努力都將成
為未來的助力。
　資管一施沛辰表示，講者分享增進區塊鏈相
關知識的方法，讓他收穫不少，對於未來的工
作發展有了新的認知，感到很新奇也很值得。

助理教授王孝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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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青松主講「社團 X 滾
石移動」。（攝影／羅婉瑄）

▲區塊鏈研究社致贈感謝狀給 TBA 台灣區塊鏈
大學聯盟理事長彭少甫（左）。（攝影／鄧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