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公行四陳頤華：當期中考過後，我發現自己也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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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隊人數逐年增 利他精神擦亮淡江品牌  
資料來源／課外活動組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服務隊自96學年寒假起，
已完成7次出隊，累計已有1910位學生擔任過服務志工，而寒假
服務部分，3年來共增加了9個服務隊。99學年度寒假服務隊服
務員人數最多的是親善大使團，共有42位；服務時數最長的是
屏東校友返鄉服務隊的45小時；而服務受益人次最多則是柬埔
寨服務學習團高達160位。
97學年度暑假開始，增加了柬埔寨的國外服務隊，本校正式
邁入國際服務的行列，98學年度暑假也配合外交部國際青年交
流大使的計畫，由西語系和美洲所組成中南美洲的國外服務
隊，讓服務不分國界送出溫暖。
學務處課外組組長曲冠勇表示，課外組期待培養活力、創
意、學習、服務的社團，並期待同學懂得感恩與利他，這些學
生藉由服務隊關懷人與動物，培養服務的精神，對於自己的人
生，甚至未來就業都有直接的幫助。
服務隊分為偏鄉服務課輔與品德健康增能兩大類，不僅讓參
與的學生擁有特別且珍貴的經驗，也從服務過程中自我成長，
屏東返鄉服務隊隊員法文二宋宜諭興奮地說：「在育樂營結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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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服務隊歷年出隊數與服務員人數統計表

導師暨訓輔人員知能研討會 協助就業更犀利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全校大二、大三導師暨訓
輔人員輔導知能研討會在上週四（21日）召開，除了邀請
Yes123求職網副總經理邱文仁蒞臨演講，說明職場發展的
現況、趨勢與新鮮人求職時所遇到困境的了解，進而從藍
海策略看如何激勵學生找到生涯發展方向及整合資源，提
供全校導師和系助理了解該如何協助學生進入職場。
邱文仁對今年就業市場抱持樂觀態度，認為是金融海嘯
後最好的求職時機，企業增額補員釋出的職位多，鼓勵今
年畢業生務必把握住這次機會。對於在學學生，她提出職
場最重要的七種能力，分別是業務力、英語力、EQ力、財
務力、專業力、人脈力與移動力，希望大家能趁著在校時
期培養知能，替將來找工作時，締造有利的條件。
對於還不知道未來就業方向的學生，邱文仁推薦擅用各

家人力銀行的免費資源，搜尋理想工作所需具備的能力和
職務內涵，她說：「百分之百的完美人才並不存在，符合
職務需求的六、七成就可以勇敢投出履歷表。」此外，多
嘗試各種不同的打工機會、參考學長姐的就業軌跡都可以
幫助自己了解未來就業方向。
她也分享「生涯拼圖」的概念，無論是正職、兼職、派
遣，甚至是被裁員，都要正面看待這些職涯經驗，把它們
當作生命的一部分，因為景氣循環是一定的過程，如何在
景氣繁榮的時候抓住機會、培養自己，以及在景氣低迷的
時候拿出有利武器才是重要的學習課題。日文系助教葉欣
妮說：「參加這次會議最大的收穫是學到如何了解職業需
求，早點自我檢視，才不會等到真的要進入職場時才措手
不及。」

慈青社成果展 金曲獎歌手殷正洋獻聲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
導】慈濟青年社將在黑天鵝
展示廳舉辦成果展─「時代
青年廣行環保，淨化人心由
我做起」，展出時間為26日
至29日，共有靜態展覽、環
保講座、音樂晚會三部分，
其中，28日的「『殷』樂有
愛」音樂晚會更邀請到知名
金曲獎歌手殷正洋獻唱，並
分享慈濟歌曲創作背後的故
事，歡迎同學在28日18時30分
前往文錙音樂廳欣賞。
靜態展示方面，「靜思文
物展」以海報、影音、實物
展示的方式呈現慈濟的故
事，現場將和師生介紹靜思
書籍和販售環保餐具；而

「大愛科技展」則宣傳回收
再製的環保理念，並展示許
多回收再製的物品；而大愛
感恩科技公司業務部經理李
鼎南，將在26日下午2時於黑
天鵝展示廳進行環保講座，
同時播放影片「+-2度c」，
並探討影片內容與議題。
音樂晚會上，曾獲得金鐘
獎、金鼎獎、及三度金曲獎
最佳男演唱人，現為大愛
電視台節目製作及主持人殷
正洋，將透過分享創作背後
的故事，提醒大家「尊重生
命」、「孝親尊長」、「關
懷行善」的價值與重要性。
慈青社社長機電三田力仁
表示，往年的成果展都是在

海報街舉辦，整體成效不
大，今年第一次在黑天鵝展
示廳舉辦，希望把「環保」
的觀念有效地宣傳出去，
「多影響一個人，就是多一
個環保觀念的力量。」
現場填回饋單可以參加抽
獎，最大獎品為2G隨身碟；
另外，現場捐出5個寶特瓶，
除了可以獲得精美小禮物
外，也能獲得抽獎機會。田
力仁解釋，日前慈濟捐賑日
本的毛毯都是由寶特瓶回收
再製的，「只要5個寶特瓶，
就能實實在在地溫暖一個
人，一顆心。」

美國蒙大那青年使命團來校文化交流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英語會話社將
於27日（週三）19時在B712舉辦「美國蒙大那
樂團表演交流」活動，邀請美國蒙大那國際青
年使命團門徒訓練學校18位學生，帶來有趣又
感人的戲劇及舞蹈表演。
這個由來自挪威、加拿大、美國等國組成的
表演團，將在台灣各地巡迴2個月，英會社社
長產經一蔡仁豪表示，期待藉由輕鬆活潑的方

校園話題人物
朱耿慶

式傳遞人間溫暖的信息。
蒙大拿國際青年使命團屬於國際性的組織，
以戲劇與舞蹈來分享所學，並與在地學生進
行文化交流，蔡仁豪說：「假如想認識外國
朋友、練習英文的話，就快來報名參加活動
吧！」報名時間至27日12時截止，相關資訊請
上「淡江大學英語會話社」Facebook查詢。

歡迎讀者提供話題人物的蛛絲馬跡!
請打專線:02-26250584或E-mail至ab@oa.tku.edu.tw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目前就讀化學系四
年級的朱耿慶，擁有一雙迅如閃電的快手，精湛
的魔術技法讓他受邀在2011國際化學年的活動上表
演。多才多藝的他曾擔任過魔術社社長，還是樂團
的電吉他手。
上大學後，因為室友的影響接觸了魔術，他笑著
表示，當初只是想好玩，從沒想過會練到現在這樣
的水準。朱耿慶已經習慣隨手把玩撲克牌，也會為
了練些新招術而徹夜未眠。「花式切牌」是他最擅
長的技法，每隻手指頭都已訓練到能靈活自如，撲
克牌只要一到他手中就像「活」了起來。熱愛魔術
的他，現在將魔術視為興趣兼打工，一學期大約有
30幾場的魔術表演，去年更考取街頭藝人的執照，
成為專業的魔術師。朱耿慶曾在魔術用品店巧遇知
名歌手周杰倫，他的精湛技術讓喜愛魔術的周杰倫
也嘆為觀止，向他學幾招。「玩魔術的好處就是，
能在短時間拉近和朋友之間的距離，沒有想過要拿
來把妹啦！」朱耿慶笑著為自己澄清。
對於未來，有別於一般人投履歷或準備考試，他
想往音樂與主持的路前進，現在已經和幾位志同道
合的朋友合開工作室，不僅教學魔術與表演，也接
活動企劃與主持，這位魔術師正以超乎常規卻不失
務實的步伐，踏上夢想的舞台。
(文／陳昭岑、攝影／梁琮閔)

畢業生服務獎 開放申請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度畢業生服務獎申請開
跑囉！只要是應屆畢業生，對學生事務有功、有優良具體事
蹟，且於在學期間未受校規處分者，皆可申請，專案負責人學
生事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劉彥君說：「這個獎項對於積極參與
學生事務活動的同學來說，也算是一種成績單，歡迎各位畢業
生踴躍參加！」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29日下午5時止。
劉彥君補充表示，報名時需準備好畢業生服務獎申請表、參
與服務活動策劃或執行的經歷等佐證資料，以及製作5分鐘服
務績效的簡報（PPT），送至課外活動輔導組，經過篩選通過
後，將於畢業典禮當天頒發獎狀予以表揚，並在課外組網頁介
紹優良事蹟，詳情請至課外組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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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活動名稱

4/25(一)~4/29(五) 樸毅志工社 「世界展望會飢餓十二體驗營」
10:00
商管大樓前
報名活動
4/25(一)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教室

播放影片「最後一曲」

4/25(一)
19:00

種子課輔社
E302

自我探索

4/26(二)
12:00

就輔組
Q409

公務員的生涯規畫與考試經驗分享

4/26(二)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教室

播放影片「備胎女王」

4/27(三)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教室

播放影片「名牌冤家」

4/27(三)
19:00

管樂社、弦樂社
文錙音樂廳

4/28(四)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教室
4/28(四)
12:30

管理學院
Q409

4/29(五)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教室

室內樂-「黃金年代」

播放影片「情人節快樂」
2011渣打銀行消費金融處
儲備幹部招募說明
播放影片「紐約遇到愛」

吧研社辦Party 多款調酒待君嚐

上週期中考，校園處處可見埋頭苦讀的
景象，在乍暖放晴的好天氣，同學們正專
心準備接下來的考試。（攝影／湯琮詰）

世界地球日 外食不外"袋" 一日一善做環保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為響應
「世界地球日」，由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提倡「一日一善做環保」的活動。內容包含
少搭電梯多走路、資源回收再利用、一週一日
不開車、節約用水、用電、用油；自備環保餐
具、外食不外「袋」等。
環安中心並說明，最早的世界地球日活動
是1970年代於美國校園興起的環保運動，直到
1990年代這項活動才從美國走向世界，成為全
世界環保主義者的節日和環境保護宣傳日，在
這天不同國籍的人們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宣傳和
實踐環境保護的觀念。
希望藉由向全校教職員工的宣導，讓大家身
體力行環保。公行二劉宜芬說：「在日常生活
中，就經常力行環保，像是垃圾分類，外出吃
飯時會攜帶環保筷，以及平常不買飲料，不製
造多餘的垃圾等；不過，我認為愛地球是要從
平日的小習慣開始出發，而非只因世界地球

日，才為地球盡一份心力。」

我的生命故事書 My Life!感動徵件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諮商
輔導組舉辦生命教育系列「用”eye”『愛』
看生命」活動，讓學生更肯定自我價值，此
次活動分為「我的生命故事書」文字徵稿和
「My Life！感動片刻」徵圖，報名自即日起
至5月6日截止，最高獎金2000元，其中徵圖
得獎作品，將印製成隨行杯發送。
透過分享故事來重新看待自己，也能從不
同的人生經驗中獲得嶄新的生命力，諮輔組
輔導老師廖婉華說：「希望同學們能夠在這
活動中，感受到身邊的人、事、物所帶來的
感動。」有意願參加徵稿及徵圖活動的同
學，請至諮輔組B413洽廖婉華報名。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吧檯研習社將
於29日（週四）在宮燈教室H110舉辦「吧研
社期中後大解放之亮眼制服PA」活動，現場
除了介紹「藍色礁湖」、「捷克玫瑰」等多種
調酒外，並與西音社合作，派出DJ精選現場音
樂，讓同學不用出遠門就能感受到「LOUGE
BAR」的氛圍，另外還有抽獎活動，祭出免
費調酒體驗課程及特調飲品等獎項。
吧研社社長航太二鄭閎仁表示：「活動辦在
期中考後，主要希望可以讓同學舒緩考試後的
壓力。」凡穿著制服參加的同學還可享半價優
惠。
活動除了讓社員有機會展現所學，也讓更多
人認識社課多元豐富的飲品教學，鄭閎仁表
示，活動售票時間為25日至29日，早上8時至
下午5時，擺攤地點在商管3樓門口旁，歡迎有
興趣的同學前往報名。

之

3６

英國桑德蘭大學

台灣文化體驗營 兩岸大學師生收穫豐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為加強兩岸大
學師生文化交流，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將
於7月3至8日舉辦為期6天的「第二屆兩岸大學
師生台灣社會文化體驗營」，開放本校5位教
師，25位學生免費參加。國交處主任李佩華表
示，課程內容以台灣社會、文化和特色景點為
主，希望將台灣介紹給大陸師生，增進兩岸學
生的交流。報名時間即日起至5月20日截止，
詳情可至國交處（FL501）詢問。
活動內容除了導覽淡水景色、參觀故宮博物
院、陽明山、日月潭等，還有台灣社會文化之
專題講座課程。去年參加該活動的經濟四張友

柔表示，學生都來自大陸不同省分、不同學
校，讓自己可同時接觸多元的觀點，「還記得
當時有些同學對大陸還有些誤解，因為那次活
動，而有新的認識與體會。」
去年邀請大陸北京、吉林、南京等9所姊妹
校師生參加，李佩華表示，原計隔年舉辦一
次，但第一屆反應非常好，問卷的滿意度達
92％，所以今年續辦，並新增天津、北京理
工、西安交通等3校，共12所姊妹校，每校5名
師生，合計60名來台參加，姊妹校師生報名踴
躍，「有些學校甚至有200多人報名，角逐5個
名額的機會呢！」

金韶晚會週三登場 淡江之聲全程轉播決賽

【陳維信淡水校園報導】第23屆金韶獎將於
27日（週三）晚上7時30分，在驚聲廣場舉辦
首次決賽前宣傳晚會，將邀請過去的金韶獎歌
手登台表演，如：去年創作組冠軍產經三董兆
怡、獨唱冠軍國企四彭忠明、創作亞軍國企四
周鳳儀（單單）、前年重唱與獨唱冠軍水環三
詹宇庭等9位優秀歌手，金韶獎活動總監資訊
二林毅聖表示，除了為下週的決賽宣傳外，也
希望讓同學們在這場音樂晚會，紓解期中考累
積的緊繃情緒，「不管遇到怎樣的難關，音樂
裡總有答案！我們廣場見！」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為滿足廣大
聽眾，淡江之聲廣播電台將於金韶獎決賽當
天5月6日17時開始，連續5小時的「23金韶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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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結束後，沒想到小朋友又跑回來找我們，她跟我說：『老
師，我愛你！』我想，那會是我一輩子聽到最好聽的聲音。」
今年暑假的服務隊已確定出隊的有康輔社、嚕啦啦社、關懷
動物社、種子課輔社、樸毅青年團，禪學社、縮短數位落差營
隊、柬埔寨服務學習團等12隊，課外組專員李美蘭表示，今年
的「柬五軍」正在緊鑼密鼓的培訓，包括教案演練、團康活動
的操作、認識柬埔寨、基本語言訓練，以及急救訓練等。

活動看板

CASINO」現場轉播節目，讓無法親臨現場的
同學們能了解比賽的最新實況！
淡江之聲今年特別延長轉播時間，由4組主
持人接力進行現場即時轉播，並特派3組記者
及多名特派員，深入本校活動中心，第一手報
導參賽者、評審及親友團的現場實況。轉播執
行長中文四張家鳳表示：「過年前就開始籌劃
這次轉播，是歷年來籌備期最長的一次，希望
藉由廣播，讓同學身歷其境感受金韶獎的活
力。」除播放演唱實況外，更在節目內容中分
享入圍者創作心路歷程、金韶獎歷史等資訊，
預計於晚間10時揭曉決賽得獎名單。而5月2
日至5月5日每晚11時的「夜貓DJ秀」節目，
也將獨家專訪金韶獎決賽入圍者，收聽頻率
FM88.7或線上收聽（votk.tku.edu.tw）。

英國桑德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underland）建於英格蘭東北威爾河畔的校
區，美麗的河景與河岸校園和諧，因此被譽
為英國最美麗的五所大學之一。並於1991年
3月與本校締結為姊妹校。
桑德蘭大學成立於1901年，是英國正規的
公立大學，並於1992年升格為一所朝氣蓬
勃、學科全面的國立綜合性大學，即英國所
謂的「新型大學」。在英國的新型大學中，
桑德蘭大學始終名列前茅，以其高質量的教
學而著名。該校曾獲英國《泰晤士報》評定
為「研究領域最佳新型大學」，也曾獲《英
國時代高等教育增刊》評為「全英教學領域
最佳新型的三所大學之一」。
該校包括City Campus及Sir Tim Cowei
Campus兩個校區，5座學生宿舍，校園範圍
相當廣大，涵蓋在5個地鐵站內。該校傳播
媒體學院、法商學院及應用科學院，座落於
Sir Tim Cowei校區，設計學院與體育館則位
於City Campus，兩個校區的建築外觀由於近
年全面翻修的緣故，整體造型摩登、現代感
十足。本校55週年校慶時，該校校長：Dr.
Peter Michael Fidler曾親自來賀，近年來本校
亦有多位學生前往交換學習。
（陳思嘉整理）
圖片來源：http://www.poweracademy.cn/school/show-85.j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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