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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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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fighting@hot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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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試實戰攻略 贏在求職起跑點
　就輔組於日前邀請勞委會職訓局全民共通3C
核心職能課程講師呂子瑜，演講「產業與職涯講
座—掌握黃金面試三分鐘」，就面試的基本準
備、實地應對策略及必答問題等三面策略，分析
同學求職面試所遇到的困難及應對的方法，教同
學如何打一場面試的勝戰，特摘錄其內容菁華，
以饗讀者。（文／陳韵蓁整理）

　面試剛開始的3至5分鐘，錄取與否就有譜了，
剩下的時間只是面試官在驗證他們的決定是否正
確。「面試，與其說是一場考試，倒不如說是一
種表演。」面試官很大的評重，決定於非心理性
的層面--「感覺」，感覺又包含錯覺和幻覺，因
此我們是要打一場面試的心理戰。
成功的面試包括以下4大要素：
　一、好的履歷自傳：第一次見面的履歷若做不
好，面試官為什麼要相信你在面試中所說的認
真、負責、有團隊精神呢？
　二、優勢分析：要推銷自己，就要對自己做優
勢分析，主推自己的強項，比如「個人特質」、
「相關經驗」及「專業能力」。
　三、心理建設：面對的是做決定的人，就很難
免除心中非理性的因素，因此要努力表現出對方

心裡所要的人。比如一定會有「自我介紹」要事
先準備，把要表達的內容濃縮到90至120秒，不
僅要說得好，更要會掌握時間。
　四、面試技巧：求職是一件「血腥」的事，不
是你失業就是他失業，因此要知道面試官的喜
好，並且要提到自己的未來貢獻。面試技巧要領
包括：1. 注視對方展現自信；2. 簡單明暸，勿長
篇大論；3. 展望未來比回顧過去重要；4. 強調
能提供給公司的貢獻；5. 運用自己的例子證明實
力；6. 善用肢體語言。
超完美面試實戰攻略
　一、事先進行情報蒐集：面試時要先了解公司
在做什麼，搜尋資料之後，還要output。
　二、掌握個人獨特賣點：審視自己是否有富有
面試的考量重點，包括「需求專長」、「相關經
驗」、「態度表現」及「人格特質」，並清楚
「薪資範圍」。越讓面試人員覺得你像他們的員
工，就越有機會成為他們的一份子。另外，面試
時確定彼此都合得來，再談薪水，而不是開門見
山就提薪水。
　三、注意面試關鍵細節：在「禮儀」方面，面
試時約提早10分鐘到達、熟悉環境，時時面帶微
笑，完成面試後記得要謝謝你的面試官給你這個

機會來公司面試。「儀容」方面得把握「應徵什
麼行業，就要穿的像那個行業的人」這項原則，
穿著得體、外觀清爽整齊。 
　四、隨身配備攜帶齊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提供3項組合給大家參考-- 1. 簡歷自傳配
大支迴紋針；2. 個人照配口紅膠；3. 公事包配證
明文件。 
　五、巧妙運用周遭工具：進入面談室後，手機
請直接關機；保持桌面淨空，不要占用到面試官
的空間；文件夾貼標籤，讓對方發現到你的用
心。
　六、善用肢體語言表達：坐姿不要靠椅背，這
樣身體自然會往前傾，表示感興趣。適當運用手
勢可以幫助溝通，眼神不要看左上方及右上方，
讓人覺得眼神飄忽不定、不誠懇。
　面試必答問題闖通關：頻率最高的問題大概有
以下6項。
　一、進行簡短自我介紹。
　個人經驗=教育背景+專業技能+重要成果，把
握這3點依序來敘述，便不至於漏東漏西。
　二、為什麼想應徵這份工作？
　應徵動機=公司發展+職務屬性+個人興趣，今
天來公司面試，是因為了解自己適合，而不是與

面試官談戀愛，要他猜測你的心意。
 　三、你的條件似乎不符合要求？
 　不要被面試官拋出的「你似乎沒有工作經驗」
欺騙，這句話的真正意涵是「我知道你沒有工作
經驗，但你想學嗎？」所以要強調個人優勢，善
用「Yes, but」回答。
 　四、經歷最大的挫折是什麼？
 　遇到這個問題，可以用簡短的經驗描述，把重
點放在改進做法及學習心得。
 　五、為什麼有段時間沒工作？
　在失業這段時間除了等工作，你是否持續進修
提升自己、遊學留學拓展視野，或者只是坐以待
斃？你可以正面且客觀地去陳述，待業期間的規
畫。
 　六、為什麼我該錄用你？
 　這句話是透露出「我想用你但我會怕」，因此
你要給他承諾，如：我一定可以在3個月內立刻
上手。
　最後要強調的是，一定要touch面試官的「感
覺」，努力扮演好他要的角色，這樣才能順利求
得工作。

 文／彭慧珊
（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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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請列出英文出現的順序(2)然後譯為英文(3)並
細分文法
1、常   在附近   走動的   流浪漢   以前是   男演員。
      1         2            3            4             5           6
2、這房子的   自備款   佔   全額的20%。
           1               2         3         4
3、綁匪    拿了贖金    之後，就放了   人質。
        1             2            3           4           5
4、他的    人生    目標    就是    當獸醫。
         1         2          3         4           5
5、昨天    帶你看房子的    那位仲介    很    資深。
         1                 2                    3           4        5
6、幫妳燙頭髮的    那位美髮師    有    很多顧客。
               1                       2            3           4
7、我   無法  接受  一位  像你這樣  從不反省的人。
       1      2        3       4            5                6
8、許多    匆促    結婚    的人    事後    都後悔。
        1          2         3         4          5           6
9、發現地心引力的  那個人  是  牛頓，他是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
              1             2      3    4              5
10、遲到的   人   要罰站。
            1        2       3  

二、答案
1、(4)(1)(3)(2)(5)(6)
    The homeless   who often walks around in the neighborhood 
          主詞               形容詞子句，形容主詞(in the neighborhood是地方，放後面) 
    used to be     an actor.
        動詞      主詞補語
2、(2)(1)(3)(4)
    The down payment of this house    is     20% of the total price.
                  主詞                     動詞      主詞補語 
3、(1)(4)(5)(3)(2)
     The kidnappers    released     the hostage    after they took the ransom.
        主詞         動詞       受詞         時間放後面
4、(1) (3)(2)(4)(5)
    His goal of life     is      to be a vet.
            主詞        動詞    主詞補語
5、(3)(2)(1)(4)(5)
    The realtor   who showed you the house yesterday  is   senior.
      主詞          形容詞子句，形容主詞(yesterday放後面)        動詞  主詞補語
6、(2)(1) (3) (4)
    The hairdresser  who permed your hair   has  lots of customers.
         主詞           形容詞子句，形容主詞    動詞     受詞
7、(1) (2)(3)(4)(5)(6)
    I         can't       accept       someone like you 
   主詞  助動詞      動詞          受詞 
   who never            reflects upon himself.
   形容詞子句                形容受詞
8、(1)(4)(3)(2)(6)(5)
   Many of those   who got married hastily   regret    afterwards.
      主詞         形容詞子句，形容主詞           動詞   時間放後面
9、(2)(1)(3)(4)(5)
   The one   who discovered gravity   was   Newton,
       主詞        形容詞子句，形容主詞    動詞   主詞補語 
   who was a great physicist.
   形容詞子句，形容主詞補語
10、(2)(1)(3)
   Those         who are late              can't              sit.
   主詞         形容詞子句，形容主詞          助動詞       動詞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選擇題
1.（ ）著作人格權包含哪些權利？
(1)公開發表權  (2)姓名表示權  (3)禁止不當
修改權  (4)以上皆是
2.（ ）小王將他在網路上所收集的圖片燒
成1張光碟，並將這片光碟拷貝販賣給同
學，請問他的作法是否正確呢？
(1)不正確，這種販賣的行為已經侵害著作
權人的權利。
(2)還算可以，因為這些資源都是網路上隨
處可見的，應該是沒有違反著作權法。
3.（ ）阿吉為了圖一時的方便，向小強買
了大補帖來使用，並把大補帖裡的軟體灌
到自己家裡的電腦使用，請問他這樣是否
有違反著作權法？
(1)當然有，因為他重製了軟體，並且在沒
有取得授權下就安裝使用，這屬於盜版行
為。
(2)並沒有，但是他會受到良心的譴責，並
可能對自己電腦造成損害或中毒。

答案：1.（4）2.（1）3.（1）

　大傳三張靜怡日前參加「壹週刊漂亮搶先
go」抽獎活動，抽中免費外型改造的「完美星
光獎」，由為許多明星做過造型的化妝師劉培
華及髮型師Akin等人為她量身改造，由原本普
通的牛仔褲搭配長版衣的大學生模樣，轉變成
斜肩連身衣外加黑色寬皮帶及高跟鞋的時尚名
媛，並在攝影棚由專業攝影師拍照，讓她直
呼：「彷彿我也變成明星了！期盼未來也能進
入多采多姿的業界。」（張莘慈）

淡江‧我心靈依靠的地方

　「我好想重
回 校 園 當 學 生

喔 ！ 」 這 是 我 當
上 班 族 後 最 常 講

的一句話！每
每 想 起 校

園，就

不禁回憶起無憂無慮無壓力
的學生生涯…。我記得老師
曾說，校園的生活宛如小型
社會，是工作職場的縮影。不

過，當自己進入社會後，發現學校和職場其實有天攘之別。學校同
學間，課業互相幫忙，單純而簡單的過日子；工作職場同事間，重
視績效會彼此競爭，有專案時程的緊迫性與升遷的壓力。工作後生
活壓力越來越大，步調也變的越來越緊湊，只有回憶起淡江點點滴
滴的學生時光才能讓自己忘卻煩惱。

　淡江六年，是我成長的轉捩點—統計系四年與管科所兩年。
　忙碌且充實的學生生活，那段日子至今仍回味無窮。我記得大學
畢業時在淡江時報撰寫的畢業感言，同學們常對我說「你怎麼這麼
忙？你在忙什麼？」，大家對我的印象就是忙碌，因為我喜歡充分
的運用每分每秒，所以每天除了上課以外，課餘就會當個在校園尋
覓新聞的淡江時報記者。
　大一的時候，一次因緣際會的記者徵選考試，讓我有了不平凡的
學生生活，有機會近距離接觸知名企業的總經理與董事長，也有機
會深入了解淡江大學的每個角落。淡江時報的一字一句都是費盡心
思撰寫的結晶，每當週一出刊，一定在商管大樓拿個2份淡江時報，
1份拿來翻閱，1份當作紀念，每週都十分期待自己撰寫的新聞登
報。這樣兼顧課業與社團活動忙不暇給的生活，沒有壓力，是愉快
的負擔！也因此在這段學生生涯中認識許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們。
　管科所兩年的研究生生涯，讓我有機會重新認識自己、檢視自
己。這段期間磨練，讓自己逐漸成熟且穩重，對事情更具邏輯性。
研究所是一個屬於自主學習的階段，透過老師的啟發，在課業上找
到發揮自己潛力的專門學科，讓我具有獨立作業思考及整體規劃的
能力。不僅如此，每週定期在研究室與同儕討論並分享報告心得，
在團體中扮演不同的角色，互相勉勵與扶持更提升團隊合作與解決
問題的能力。管科所就像一個小家庭，將我們緊緊的拉在一起，也
培養出一群具有革命情感的朋友們，而這段學習經驗也為我未來的
工作奠定基礎。
　管科所是我求學階段最幸福的時光，透過每年的烤肉、卡拉OK、
保齡球活動拉近彼此的距離，並聯繫不同年級的感情，更每年組成
籃球隊與壘球隊參與全國MBA盃比賽，並在2005年拿下全國MBA盃

圖／洪翎凱

壹週刊免費改造  張靜怡成時尚名媛

60週年校慶淡江時報之友系列徵文

五月徵文--淡江象徵3選1
　隨著時代的更迭，本校即將邁入60週年校慶，
你會好奇每個世代心目中認為的淡江象徵嗎？是
克難坡、宮燈，還是蛋捲呢？歡迎踴躍上網投稿
（http://tkutimes.tku.edu.tw），即日起至5月
21日截止，文長約500字。來稿必須是從未曾發
表過，並請勿重複投稿。（本刊保留刪修權）

翰林驚聲

楊民賢談理財 要建築在快樂上 取之於道
大學生最好的投資就是投資自己

壘球賽總冠軍。念研究所對我來說，不單單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
更包括提高我的自主學習能力與團隊合作的經驗，因為管科所的多
元化，也才能有我們這群不屈不撓的學生！
　現在，上班族的我，一樣每天都很忙碌，同事們也常說「你怎麼
這麼忙？你在忙什麼？」我在設計產業工作，每天面對的是創新、
創意的工作者，同事大多都是設計背景，對於設計專用術語與繪圖
等工具使用都很專業，我必須花比別人多一點的心思在工作上，
不停的反覆學習與執行專案，累積經驗並提升自己能力，因為有淡
江六年豐富的學生生涯，有淡江六年老師努力不懈的諄諄教誨，有
淡江時報的記者臨場經驗累積，我才能很快速的融入一個陌生的環
境，迎接任何的考驗與挑戰。
　淡江是我第二個家，一個讓我心靈依靠的地方，雖然經常反覆有
「重回校園當學生！」這個念頭，但我非常清楚自己重回校園當個
學生不僅是想單純的過無憂無慮的生活，還有希望喚起自己心靈裡
的動力與活力以及源源不絕的創意力，我不希望工作之後逐年退減
對事情熱情的態度，我必須隨時保持赤子之心，保持最佳狀態才能
面對任何考驗。
　淡江是我第二個避風港，當我最無助的時候，我會選擇回校園走
走晃晃，拜訪大學、研究所、淡江時報社的師長及老朋友們，互吐
心事並回憶當時在校園各角落發生有趣的大小事。淡江也是我的墊
腳石，讓我在職場上擁有競爭力，充分發揮淡江人不屈不撓的特
性，以及努力不懈認真的態度。很驕傲能身為淡江的一員，淡江大
學，我愛妳~ 

　【記者張莘慈整理】為什麼要理財，聽起
來好像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理財到底
要做什麼？我認為任何事情實體面的不重

演講題目：理財基本觀
演  講  人：楊民賢（勤業眾信事務所董事） 
演講時間：4月21日 下午2時10分至4時 
演講地點：I501
主辦單位：商學院 

要，精神面的才重要，要明白理財的目的及目標，
理財才會有意義。其實理財的方法非常多，我只粗
分三項理財所需之的基本原則，包含「理財的目
的」、「理財的種類」及「理財應注意的事項」。
●理財的目的：
　主要分為四點：一、維持基本生活；二、實現自
我理想；三、改善生活品質；四、善盡社會責任。
可能有人認為這些聽起來很乏味，但若是賺錢沒有
辦法達到以上這些目的，那賺錢是不需要的，所以
我今天不是教大家要賺錢買房子或股票，而是要教
大家賺錢回歸基本面。
　雖然大家現在還是大學生，但未來出社會，賺了
錢，希望大家也不要忘記基本的體質，這些基本面
比理財的方法還要重要，所以理財絕對要有目標。
在這目的之下理財，而理財是為了要富有，但不單
只指財富上，還要擁有身心的富有，因為理財的最
終目的是要過美好的生活。
　在理財的過程中，要照顧自己的身體，從現在到
未來都要注意健康，對自己做健康觀念的宣導，因
為如果沒有健康就沒有辦法理財，賺再多的錢也是
無用，且最浪費時間就是生病，因為它會減少你理
財的時間。
　理財要建築在快樂上，無形的金錢就是快樂，為
賺到錢而失去快樂是不值得，所以要取之於道。當
你很有錢的時候，要留給家人時間，不要因太忙碌
而忽略他們。雖然以上都是無形的東西，但都很重
要，所以賺錢要有目標，並且建立在健康、快樂跟

有時間上去達到過美好的生活。
●理財的種類：
  一、儲蓄：儲蓄聽起來雖然很簡單，但是實際去
執行及固定儲蓄卻相當困難。有固定的現金儲蓄，
要讓自己有儲蓄的理財觀，除此之外，善用所得稅
法利息收入27萬元內，免納所得稅。
  二、存款全額保障及存款限額保障：有些人會把
錢存在銀行有風險的錯誤觀念，其實不然。因政府
給予全額保障，使銀行倒閉的風險降低，不過這項
措施只到今年年底，若之後保障停止，可採取分散
存款方式，保護自身權益。
  三、民間互助會：我認為借錢或存錢最好還是與
銀行合作，但有時臨時要錢，就有可能需要以互助
會標會來借錢。但標會要很小心，因為風險高，且
有不確定性，所以它有一定的困難度。從報酬的利
潤來看，互助會的是最高，銀行存款是最低。安全
性是以共同基金最高，互助會最低。
  四、股票投資（含基金）：分成短期投資或長期
投資，但每人對長、短期解讀不同，因人而異。股
票的類型，要買比較穩定或是比較有前景之股票，
並從低點下手，因為股票回升的時間通常不會太
長，所以若有錢，最好還是選擇長期投資。
  五、房地產：在過去一兩年相當的活絡，因為房
地產是一種有錢的象徵，並且買下後就有自我控
制權，或利用房地產來賺錢，也可當作資產以避
免通貨膨脹之情形，還有分散風險。不過選擇買
房地產，其缺點在於無法迅速換成現金，購買之

後需要管理，且不一定買房子就會賺錢，最困難的
是所需資金量大。而地產投資三大要訣為：時機
（timing）、區位（location）與類型（type），要
訣只要使用正確、判斷得當，都可從房地產中獲
利。
  六、人壽保險：保險相當重要，因為工作才能賺
錢，但若是生病，保險就會給予保障，可讓風險
減低，並且保險也與需多稅收相互牽扯，像是遺產
稅、贈與稅或是保險與稅收之間的規定，都可以有
多種選擇，減低稅收，進而獲益。
●理財應注意事項，大致上有8點需注意：一、親
兄弟明算帳，話要講清楚。二、買股票若要是超出
自己可負擔範圍，須立即停止。三、有記帳的觀
念，不要讓自己花錢透支。四、如果要買賣股票，
選擇自己熟悉或明白的投資。五、不要超過自己的
經濟能力範圍。六、要借別人錢，先想想自己是否
可以應付。七、有投資就要自己參與。八、拒絕賭
博。
   要理財就要先對家庭收支有所規劃，你自己到底
要花多少錢？你有甚麼理想、想法或是想要達成的
目標？這些基礎觀念建立後，才有辦法再去理財。
我們理財是為過美好的生活，所以要照顧好自己的
健康，也期望有錢後，盡社會責任，且對大學生來
說，現在最好的投資就是投資自己，多運動保持健
康及多吸收知識，未來才能成功理財。

（圖／劉瀚之）

編者按：「四月徵文--老照片話淡江」因處理老照片需時，
故延後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