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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衝刺 快用簡訊投玉山

票
山 去投

挺玉

你今天投票了嗎？為了
讓玉山站上國際，本校與真理大學、聖約
翰科技大學組成了玉山助選團，在淡水區區長蔡
葉偉的見證下於淡水捷運站，由本校課外活動輔
導組組長曲冠勇、真理大學課外活動組組長林孟
龍、聖約翰科技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賈大齡
共同簽署合作書，一起為玉山造勢。超級偶像國
企三克羅德也帶領大家齊聲歌唱，一群「臺灣黑
熊」在後頭伴舞，逗趣的模樣讓現場笑聲不斷。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也推出了手機投票的「秘密

Android App 遠距課開班

【本報訊】為了讓你更了解Android應用作
業系統，成人教育部針對Android App有興趣
者、IT產業部門主管，或相關領域，都可以
報名參加。本班特色除一般實體名額50名外，
還有同步即時網路班名額50名、非同步網路
班150名，合計250名，藉由不同的班別，讓學
員能充分應用時間。11日（週五）上午9時至
下午4時，共6小時的上課時間，就能學到活用
Android SDK與背後的技術基礎及建構雲端運
算服務的架構設計。報名詳情請洽成人教育部
網站（http://www.dce.tku.edu.tw/index.jsp）。

經濟系系徽選拔倒數

學習策略工作坊新課快報名
【本報訊】期中考後，是否為學習效果擔心
呢？別擔心，學習與教學中心舉辦的「學習策
略工作坊」11月份課程再次全新開課，針對不
同的學習需求，開辦「原文書輕鬆讀」、「英
檢聽說能力培訓班」、「英語發音班」、「高
分戰役—大腦檢測與答題A+」及「Illustrator基
礎入門」共5門課程，每班僅14個名額，上課
時數將列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有意參加
的同學親自至I405報名，或洽業務聯絡人學生
學習發展組吳美華（校內分機：2160），或上
網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學習歷程徵文賽活動開跑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舉辦「學習歷程
省思」徵文比賽，前3名分別可獲得4千元、3
千元、1千5百元及佳作15名，每名5百元。前
50名完成投稿程序者亦可獲得100元禮券。徵
文方向只要與社團活動、服務學習、學習策
略、大學學習、研習活動，或是使用學習歷程
系統心得等相關主題即可，字數400字以上，
每人可參選2件。收件時間自即日起至23日
止。詳情請洽業務聯絡人學生學習發展組蔡承
佑（校內分機：3531），或至學生學習發展組
網站（http://sls.tku.edu.tw）查詢。

校友管樂夢遊仙境免費入場

【本報訊】淡江校友管樂團2011年度音樂會
將於20日下午2時，在新北市蘆洲功學社音樂
廳舉行「夢遊仙境」音樂會，歡迎大家免費入
場。淡江校友管樂團團長鍾毅豪表示，這次的
音樂會有別以往，結合影像觀點，由專業攝影
師，曾任淡江時報攝影記者王文彥設計舞臺效
果，來呈現音樂與視覺的巧妙結合，而表演曲
目也配合主題改編，要聽眾有如夢幻般，悠遊
在仙境中。
鍾毅豪指出，希望能藉由這次的音樂會，讓
聽眾感受本校多元發展及勇於創意的發揮，一
同體驗別於其他管樂團的音樂表演。

卓爾不群

PEOPLE

網路視訊與國外夥伴分享喜悅。他表示，臺灣每
一座山都有獨特的美，但因為登山道路的開發及
規劃完整，「玉山是最容易親近的山！」他呼籲
大家趕快投票，讓更多人知道如此美麗、平易的
美景就在身邊。（文／李又如）
羅浮群、資深女童軍團於96年8月曾登上玉山，感受玉
山之美。（圖／淡江大學童軍團提供）

等

【本報訊】本校創校61週年慶祝活動，將在
12日（週六）熱鬧展開，同時本校各系所也將
舉辦慶祝活動，邀請系友返校聯誼同樂。
中文系將在L307舉辦55週年系慶活動，由驚
聲古典詩社吟唱迎賓曲，並邀請系友返校敘
舊。日文系將舉辦45週年系慶活動，準備精彩
內容來迎接系友，上午10時在外國語文學院系
辦辦公室導覽日文系活動，爾後前往1F文化
教室舉辦品賞日本茶藝活動，中午12時則會在
H108至H110舉辦「淡江大學慶生會and日文系
友歡樂回憶Party」，並計劃安排學生表演與系
友同樂，當天也會頒發傑出系友獎和系友獎學
金，表揚優秀的畢業系友和在校生。
化材系今年創系40週年，將於工學大樓舉行
慶祝大會，邀請歷屆系友與過去曾任教於化材
系的老師，回到淡江聚首一堂，齊來共襄盛
舉。系慶大會將於上午10時開始，並邀請前化

材系教授暨前新竹教育大學校長曾憲政進行
「閱讀與創意」演講，中午餐敘將安排熱舞
社、吉他社、魔術社及國標舞的表演；下午將
在工學大樓演講廳E787舉辦產學論壇，邀請系
友討論有關化工及材料產業的技術與行銷方面
的知識，為系上老師和系友提供一個交流與合
作的平臺；另外也會開放化材系實驗室和能源
與光電材料研究中心供師生參觀。化材系系主
任林國賡表示，本次系慶活動從去年9月起就
開始籌備，期望藉由本次系慶活動，找回失聯
的系友，增進系友之間的感情交流。
物理系邀請「畢業滿10年，20年，30年，40
年及40年以上」的系友，將於上午10時在騮先
紀念科學館1樓大廳，舉辦畢業系友返校聯誼
活動，並邀請57年畢業系友暨中山大學教授鄭
木海分享「國內光電產業之結構及前景」，下
午則安排校園巡禮，共同回憶校園時光。運管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於5
日舉行61週年校慶活動，本次開放林美社區居民
可直接入場，約300人次參加。由熱舞社帶來的
POPPING舞蹈揭開序幕，精采的演出引起臺下一
陣陣尖叫！緊接著，由國標社、搖滾社、熱舞社及
佛光大學熱舞社一起演出，同學HIGH翻天，現場
氣氛熱烈。熱舞社長資創二蕭凱鴻表示，這是出國

前最後公開演出了，希望留下好的回憶。
校慶最重要的園遊會中，每個攤位上都擠滿人
潮，除了提供宜蘭名產、各種小吃外，還有「唐伯
虎點秋香」等遊戲活動，讓同學不用下山也可以享
用到美食。政經四尤柏涵表示，這是大學生涯最後
一個校慶了，雖有點感傷，但還是覺得很高興可以
跟學弟妹同歡。

蘭陽校慶園遊會 熱情滿滿

系將舉辦「創系25週年返校餐會」活動，將在
福格飯店宴請運管系系友，同享溫馨團圓宴。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將在下午2時30分，於化
學館C426教室舉辦校友返校座談會。課程所
所長宋佩芬表示，邀請畢業校友分享職場經驗
和求學點滴，讓在校生能透過座談更了解未來
努力的方向。
經濟系在B713舉行系友大會，會中並頒贈經
濟系系友會獎學金，並舉辦餐敘重溫校回憶。
化學系則在下午2時在化學館水牛廳C013舉辦
化學系系友大會，亦將於會中商議化學系系友
大會相關會務，並舉辦餐敘，重現校園情誼。
資傳系則在下午1時30分在O306，以「遊戲」
為題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而保險系將在中午
12時在大腳印餐廳，款宴保險系系友。

性質，利用空堂時間協助學生更了解自己的生
涯發展，而透過深入諮詢的過程中，也增加老
師與學生之間的交流，不僅幫助學生成長，老
師也能從學生身上，注意到學生學習趨勢，以
提供更好的教學方法來協助學生。
胡宜仁提到，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學生因上
課不敢提問，所以藉由本中心來反應自己的
學習需求，最顯著的效果就是證照考試的協
助，讓學生可充分了解證照考試的詳細資訊。
保險系助理教授曾妙慧表示，這已經是第3次
參加，主要是提供留日諮詢，「這是很好的管
道，可幫助學生解惑，同時也能協助學生整合
留學的相關資訊。」

100學年度第1學期B918室「商學院師生專業成長中心」輔導時間
輔導項目

指導教師

場次日期
第1場：11/21(一)
留學日本諮詢
保險系助理教授曾妙慧 第2場：11/28(一)
第3場：12/05(一)
財產保險核保理賠人員、財產保險經紀
第1場：11/22(二)
保險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人、財產保險代理人、個人及企業風險管
第2場：11/29(二)
高棟梁
理師
第3場：12/06(二)
證券商業務員、證券商高級業務員、證券
第1場：11/23(三)
投資分析人員、投信投顧業務員、債券人
財金系副教授顧廣平
第2場：11/30(三)
員專業能力測驗、理財規劃人員專業能力
第3場：12/07(三)
測驗、CFP理財規劃師
專責報關人員、國際貿易經營師、國貿
第1場：11/23(三)
大會考、貿易技士乙(丙)級、初階外匯人 國企系副教授劉菊梅
第2場：11/30(三)
員、展覽行銷
第3場：12/07(三)
第1場：11/24(四)
國企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留學美國諮詢
第2場：12/01(四)
賈昭南
第3場：12/08(四)

時間
12:10-13:00

13:10-14:00

10:10-11:00

14:10-15:00

15:10-16:00

（資料來源／商學院）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管系共
有5組進入「2011第16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決賽。
本次競賽共計有87校778隊次報名參賽，經
過初賽審查後，僅有269隊次伍晉級決賽，本
校資管系占了5組，有資訊技術應用組的「食
誌網」、「Hold住親子動」；產學合作組的
「愛無線」、「Smart益智遊樂園」及「愛皮
克」，其中「愛無線」則同時入圍PKI實務應
用組。
資管系系主任周清江表示，很高興有5組入
圍，因為資訊服務創新競賽是資訊服務業重要
的創新人才來源之一，有大專校院資訊管理相
關科系的「奧林匹克」之稱，能進入決賽很不
容易，超過2/3的隊伍在書面審就被淘汰，希
望能維持之前的傳統，得到很好的成績。

會計系辦IFRS研習 歡喜迎校慶
【本報訊】適逢創校61週
年，本校會計系於10月29日、
30日在臺北校園中正堂Ｄ221
舉辦「會計學系系友IFRS研
習營」，兩日活動共有150
位會計系系友參加，會計系
系主任張寶光到場致詞。本
次研討會目的，除了促進會
計系系友的聯誼外，並針對
國際會計準則及其相關影響
的知識，請會計系的IFRS的
專業師資，共同分享IFRS知
識，並促進實質的需求。

商學院設諮詢窗口 證照留學問題一把抓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為協助商學院
學生的未來發展，100學年度「商學院師生專
業成長中心」即日起開始輔導諮詢報名，時間
從21日起至12月8日止，共分為5個項目，每個
項目各3梯次的諮詢服務，包含留學日本、美
國諮詢，以及保險、證券、國貿等證照內容。
歡迎商學院同學把握機會參加。有意參加者，
提供基本資料以E-mail傳至tb@oa.tku.edu.tw報
名，或洽商學院（校內分機：2590）。
商學院院長胡宜仁表示，成立的主因是有學
生反應，想對留學資訊深入了解，因此在B918
開辦「商學院師生專業成長中心」，自97學年
度起，至今已邁入第3年。這些老師均是義務

資管系入圍資訊服務創新賽

在IFRS的研習會中，會計
系系友均融入課程中，歡笑
聲不絕於耳。（圖／會計系
提供）

慶淡江之聲18週年 邀臺友返校同歡
【本報訊】淡江之聲18年了！為慶祝本校61
週年校慶，以及創臺18週年，淡江之聲將在12
日（週六）邀請畢業臺友齊聚一堂，並備有茶
點，與學弟妹共同交流，讓大家共同回憶製播
廣播節目的點滴。淡江之聲電台助教何嘉敏表
示，淡江之聲自開播以來，節目性質也都隨著
時代演變，提供多元的節目型態外，同時也配
合校內各種活動提供現場轉播，讓同學都能無

處收播淡江的資訊，是學校和學生重要的溝通
平臺，同時也將節目網路化、成立Facebook社
群等，增進與學生的互動。節目主持人大傳三
劉冠吟表示，淡江之聲提供很好的平臺，讓她
可以學習到廣播節目的相關資訊，很期待和畢
業的臺友見面，希望藉此機會了解這些學長姐
的相關經驗。

教師社群座談會 分享經驗精進教學成長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於10月26日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行「99學年度社群成果展示
暨100學年度教師社群焦點座談會」，會中除
展示99學年度社群的成果，並邀請99學年度及
100學年度的主領老師，共同分享其主領老師
的帶領經驗，現場還有北台灣科學技術學院教
學資源中心助理教授林籐輝、馬偕醫護管理專
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高心茹報名參加。
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宋鴻燕

表示，本次座談會參與的老師相當踴躍，蘭陽
校園的社群老師也親赴現場，顯示出主領老師
對此活動的重視。同時，日前受邀中國生產力
中心，參與分享學校社群的承辦經驗，希望藉
此推動交流，分享教師社群的推動及帶領心
得，並藉由彼此的專長，互相激勵進而達到專
業互動成長，教學精進的發展。「無論是校內
或校外，舉辦教師社群讓我們能提高能見度，
也提升教師自主性的成長。」

用小錢理財讓人生願望實現

蕭碧燕 從小處著手創造價值 在理財中獲得富足人生

【記者莊旻嬑專訪】知名基金理財專家蕭碧
燕，有著爽朗的嗓音，專業的工作精神令人
動容，13年來的基金定期投資，被譽為「定
期定額教母」。她樂於分享她的理財經驗，
經常在各式場合中演講，及發表理財資訊於
各大媒體，也常受邀回母校演講，教導學弟
妹正確的投資觀念。
蕭碧燕畢業於本校統計系及管科所，現為中
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祕
書長，並曾任安泰投顧理財諮詢部副總、彰
銀安泰投信企劃部及壽險通路副總、國際投
信企劃部經理、光華投信企劃部經理、財政
部證券暨期貨管理委員會（現為金管會證券
期貨局）第四組及本校講師，豐富的金融資
歷，讓她熟悉各種金融商品的實務操作。蕭
碧燕表示，「畢業後就進入證管會內工作，
從不懂到熟稔的過程，雖然很辛苦，但是也
奠定了我對投資理財的基礎。」
蕭碧燕的家境並不富裕，從小就立志不過
窮苦的生活，因此她深知努力的道理，她知
道，努力向上就是為了要改善生活。她笑著
說，「努力是我的方針，我覺得要靠自身的
努力才能換得紮實的成果。」所以她不斷積
極向上外，也不放過任何機會嘗試，出書、
演講、教書，只要時間允許，任何她能做
的，她都會盡量發揮，珍惜得來不易的各種

機會。她常以在投資圈10多年來的經歷、基
金理財經驗，教導呆薪族，以擺脫貧困，邁
向富足之路。她說，「因家裡環境不好，所
以知道缺錢的痛苦，同時也看過太多人投資
失利的處境，因此希望能用一己之力，幫助
大家累積投資知識。」
在金融界服務的這些年中，看到許多人大起
大落的人生，她對投資有著不一樣的想法，
「我認為投資是讓生活過得更好的方式之
一，不能妄想一步登天，也不要盲目跟從，
要充分理解後再進場投資，最重要的是，不
要只想著賺錢，要懂得生活，要懂得知足，
這樣才會快樂。」面對許多人的理財諮詢，
她總是要求從記帳開始，要用閒錢投資，因
為先有收支的概念，並要分類記帳後，如
食、衣、住、行、育樂等，了解自己收支的
狀況後，再進行投資行為，同時也要時時學
習吸收新知，她認真的表示，「因為投資理
財非一夕之間可以學會的，每個人都有不同
得應變方式，但是在做任何決定前，一定要
先了解自己。」她強調，「觀念」和「態
度」很重要，千萬不能貪心、追逐市場明
牌，「紀律投資勝過追逐市場趨勢！必須要
充分的了解，才能投資獲利，進而讓你的生
活富足。」
談起大學生活，帶給她最大的影響是經營決

策系暨管理科學研究所教授歐陽良裕，「因
為老師會將生硬的內容，用淺顯易懂的方式
說明。」這樣的教學方式，間接影響到後來
她的演講表達，「會來聽投資演講的人，大
都都是不同年齡層的社會人士，並且都希望
能實際應用，所以必須要深入淺出的方式，
才能讓聽眾了解。」因此，她的演講內容精
闢入理外，也常以實例說明，每場演講都爆
滿，她笑著說，「參考在學校老師的上課方
式，所以在演講時，我都會設想演講內容是
否能被大家接受，並調整內容。」
現在的她，最快樂的事就是幫助他人，她透
過演講分享正確的投資理財觀念，也都會把
演講費捐給慈善機構，而出書也是為了讓更
多的人懂得投資，「如果讓投資人不賠錢，
那也是行善。」她也常常不定期返校演講，
希望學弟妹能像她一樣，靠正確方法脫貧、
累積財富。不藏私的投資心法都讓學生受益
良多，公行四林奕宏在聆聽過她的演講後表
示，「聽了她的演講後，才知道理財的重
要，並了解投資的輪廓，更重要的是，要先
從自己出發。」
她勉勵學弟妹，要懂得「知足」和「感
恩」，同時也要珍惜所擁有的一切，並要培
養出自己的價值觀，同時也不要怕辛苦，並
要多元的接觸生活，要從生活中了解人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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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黑熊舞群，讓現場笑聲不斷。（圖／課外活動輔導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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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系徽選
拔活動即日起至9日（週三）止，只要是經濟
系校友或在學學生，皆可參加。採「不記名」
的投票活動，經濟系系學會將至校內各班級發
放選票，並於現場回收，以利統計作業流程。
經濟系助教許育傑表示，在12日（週六）將一
同舉行經濟系系友大會，屆時將發放會員手
冊，並於手冊上印製此次當選的系徽圖騰。

武器」！11日前，只要手機編寫簡訊「玉山」或
「YUSHAN」傳送到55123，或手機撥打語音號碼
5512、市話0951057777，就可以為玉山投票，而
網路投票後還可以抽大獎，詳情請見網站（http://
vote-yushan.ysnp.gov.tw/02sign.asp）。
而羅浮群、資深女童軍團在96年8月就曾登上美
麗的玉山！淡江大學童軍團總團長江豐星表示，
玉山不但風景優美，2天的攻頂過程中體驗從30度
到0度的溫度變化的特殊經驗。當時有600多位團
員在英國參加童軍大露營，攻頂玉山的團隊透過

理，她指出，「不要害怕投資
理財，不要害怕接觸新事物，
只要試著了解其中的原理，就
能進一步發揮及運用。」
而繁忙的工作如何兼顧家庭
生活，她笑著說，「只要做好
時間管理，保持效率，不把工
作帶回家，並善用假日時光到
戶外走走，增加家庭交流互動
機會，就能維持良好的家庭關
係。」
蕭碧燕知足常樂，從逆境中不
斷的努力耕耘，勇於打造實現
夢想的環境，由於她珍惜得來
不易的機會，讓她能在基金領域
中創造自我價值，並親身參與社
會關懷行動，以投資專長幫助更
多人。
蕭碧燕13年來的基金定期投
資，被譽為「定期定額教母」，
她樂於分享他的理財經驗，經常
在各式場合中演講，教導投資人
正確的投資觀念。（圖／蕭碧燕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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