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起，社
團認證新增校內單位認證，以提供學生更多的
活動參與執行機會。此認證是這學期新上路的
方案，經審核通過後，學生可從擔任校隊成
員、海事博物館志工、國際處外賓接待志工等
校內事務中，取得社團參與認證，讓學生有認
證多元選擇。已通過校內單位活動參與執行認
證者，請見「淡江大學社團五虎崗」協作平臺
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tkuexta/）。
　課外活動輔導組與北極星服務團於2日針對
轉學生首辦「102學年度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
修課說明會」，藉此希望讓大二、大三轉學生
了解校內的「社團學習與實作」相關規定，活
動負責人課外組組員吳孟香表示：「這是第一
次為轉學生舉辦的說明會；過去有些轉學生因
不熟悉本校修課規定，導致認證權益受損。因
此，我們希望能幫助學生準確了解，並能順利

畢業。未來還會準備多元的認證方案讓認證更
便利。」
　此次說明會中介紹「社團學習與實作」的認
證流程、本學期新增的校內單位認證，另外解
說如何完成「社團學習與實作」中的入門課
程、活動參與和活動執行三項規定，現場並以

實際的電腦操作加強學生的理解和印象，鼓勵
大家可隨時瀏覽「淡江大學社團五虎崗」協作
平臺了解更多相關訊息。
　中文二黃懿德說：「能從說明會上得到這麼
完善的解說，感覺很好，讓我對社團認證有更
深的認識，在選課上有更完整的規劃。」

　【記者盧逸峰
淡水校園報導】
課外組於1日在
Q306、O306，
以及Q409舉辦
「暑假社會服務
隊聯合成果分享
會」，邀請柬埔
寨服務學習團、
西洋劍社、嘉雲
校友會、實驗劇
團、嚕啦啦、蘭
陽志工服務隊等
20個社團分享，
暑假期間至海內
外的服務內容及

心得，並播放各社團服務的照片。
　課外組組長江夙冠讚譽大家的服務精神，特
頒發服務證書，並感動地表示，看到大家的服
務成果，更能體會到服務是充滿愛、幸福，與
快樂的事。雖然在籌備出隊的過程中會遇到許
多辛苦與挫折，但這些收獲最多的往往是自
己，「勉勵往後各服務隊持續服務，保持活
力，繼續體驗幸福分享愛。」
　樸毅志工社服務隊副隊長統計三王建傑說：
「我們第一次自辦服務隊就去了北、中，以及
東部3所小學服務，成果豐碩，安排課程主要
為教育學員傳承在地文化精神和進行文化交
流，勉勵大家熱血志工不該是一種口號，而是
一種生活態度。」
　新北市校友會服務隊隊長資圖三周奕儒介
紹，本次與善牧基金會合作，輔導新跨國婚

姻子女，安排康樂活動也協助他們完成暑假作
業，「在大都市的角落，弱勢族群反而更容易
被忽略。希望大家藉由學習服務，進而享受服
務、愛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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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7(一)

8:00

企管系系學會

商管大樓3樓門口

巧克力傳情，至11日（週

五）止

10/7(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愛情敲敲門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10/7(一)

14:00

品保處

驚聲國際會議廳
淡江品質獎說明會

10/7(一)

15:10

品保處

驚聲國際會議廳
品管圈競賽活動說明會

10/7(一)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1樓

手部基本動作練習、基本

轉圈練習（原地動作、前

進動作）

10/7(一)

20:00

電影社 

黑天鵝
影展週：酒影

10/8(二)

10:00

教師組

覺生國際會議廳

102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助

理期初會議

10/8(二)

17:30

學發組

 I304

學生學習社群／讀書會說

明會

10/8(二)

19:00

證券研究所

SG314

人氣財金部落客米可羅的

理財講座

10/8(二)

18:30

課外組

SG315

國際志工團-泰國隊團員

甄選

10/8(二)

19:00

實驗劇團

L209

單人表演：創造屬於我的

獨腳戲，報名額滿止

10/8(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正面打：一教前方、後方

10/9(三)

12:00

學務處

I601

102-1專業知能服務學習

課程說明會

10/9(三)

18: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1樓

手部基本動作練習、基本

轉圈練習（原地動作、前

進動作）
10/9(三)

19:00

淡江學生動新聞

L417
資料蒐集／新聞採訪技巧

大代誌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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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服務隊籌組中

國企二程怡慈：

本週我最靚
「要多多閱讀，
書中自有黃金屋
喔！」

資工三顏均安

校園話題人物

　生活在淡江校園的你，一定使用過「TKU 
WI-FI」應用程式，這APP自上架後達近萬人
次下載。開發者資工三顏均安，給人靦腆害
羞、安靜乖巧的感覺，但只要提到「APP」，
會馬上拿起智慧手機，分享好用熱門的APP，
詳細解說其功能和使用方法，專業、新穎的
想法油然而生。顏均安的腦中隨時有千奇百
怪APP創意開發想法：「我喜歡將創意點子變
成成品，尤其當這個點子還能提供給大家使
用，就有著快樂的成就感！」
　 他 熱 愛 A P P ， 自 升 大 一 暑 假 獲 得 一 支
Android系統手機時，便與APP結下不解之
緣。除隨時下載應用程式，與高中同學3人
合作開發許多APP應用程式，目前有8支APP
在Android平臺上架；其中「Headset Icon」
自2012年1月上架以來，達12萬下載人次，
尤 以 美 國 區 域 的 下 載 數 最 多 。 他 詳 盡 地

說，這功能主要偵測耳機插入或拔出和自
動調整音量，還能自行修改耳機圖式，達
到美化功能，沒想到會這麼受歡迎。另外
「DevWeather氣象小幫手」除知道氣候及
紫外線的狀況外，特將地震訊息結合Google 
Map，讓人對地震的發生處一目了然。
　顏均安所開發的APP，除了結合生活應用
與創新設計外，都有中英對照說明，他笑著
說：「希望我的APP是廣為使用，因此我都
在網路上無償開放讓全世界的人分享，透過
這樣的傳遞能提供更多的服務。」也因為
這樣的想法，他與高中同學3人組成「Dev. 
Android」以「中國樂器」作品於2012年底，
參加經濟部工業局主辦「2012通訊大賽智慧
型手持裝置使用者體驗設計競賽」時，榮獲
「Android實作組」冠軍；也因本獎項獲邀
加入交通大學傳播科技學系教授林崇偉所指

導的「众社會企業」團隊，開發「友善台
北好餐廳APP」，更獲得「2013亞太創業競
賽-Open Data創意應用競賽」冠軍。他條理
分明地分享：「這是和大家一起想出來的，
這APP是可讓身心障礙者，查詢有哪些餐廳提
供無障礙設施；還有愛心訪查員的APP管理系
統，以方便訪查時資料蒐集。能幫助到他們
真的很高興。」系上同學肯定顏均安程式開
發能力，資工三林宏鍵提到，他總是很用功
地撰寫程式，只要一有新構想會馬上著手進
行，很令人佩服。
　每天花6小時以上鑽研APP程式開發的顏均
安，會不斷買書研究、上網蒐集資訊，以及
和同學討論來解決問題。他說：「剛開始對
寫程式一無所知，但我沒想過放棄鑽研，碰
到問題反而更想解決它。雖然有些程式常以
失敗收場，但這樣過程會看到問題所在，就

是持續練習。」他認為，改良也是種創意，
或許有人看到程式碼就像火星文，「這對我
來說是充滿奇趣的寶山；堅持、自我訓練，
以及興趣是開發者所必須擁有。」（文／盧
逸峰、攝影／黃禹程）

APP開發冠軍王

暑假服務隊分享會 20社團交流幸福經驗

社團認證增校內單位  供多元選擇

　寒假服務隊籌備正如火如荼進行，課外組於
3日在SG316，與22隊服務隊員、43位成員，舉
行寒假社會服務隊隊長會議，由課外組專員李
美蘭說明經費申請、服務知能訓練課程抵免、
校園與社區服務抵免等相關事項。李美蘭表
示，目前寒假服務隊開放申請，歡迎有興趣的
社團逕洽課外組，並提醒各服務隊在10月中旬
時，提交初步企劃書並確定服務地點。
　關於寒假服務隊詳情請洽課外組專員李美
蘭，校內分機2220。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健兒出
列！上週撞球校隊、游泳校隊，以及棒球隊舉
辦新生選拔賽，選出校隊隊員。撞球校隊在1
日晚上7時以14+1（50顆）賽制選出8名，隊
長保險四陳俊呈表示，有40位新生報名戰況激
烈進行至隔日凌晨兩點。游泳校隊也從34位新
生中選出13至15名校隊選手。隊長機電三馮昱
婷說明，「以面試及水測作為評比，水測部分
以50公尺自由式及50公尺專項的秒數為入選資

格。」本校還有籃球、壘球、高爾夫、桌球、
劍道、田徑等各式校隊，歡迎有興趣同學可洽
體育事務處助理教授李俞麟，校內分機2173。

游泳棒球撞球校隊 選新生健兒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沖繩縣教
育廳選出20位日本書法專長高中生，組成「沖
繩縣國際文化交流派遣團」，並於2日參訪文
錙藝術中心。日本縣立小祿高等學校仲田洋一
校長表示，能來到本校進行書法交流是很棒的
體驗。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向參訪者介紹
本校研發的數位e筆系統後，並對日生的書法
作品講評，現場揮毫互動交流。

　日生玉城千博表示：「ｅ筆系統這套軟體
很特別，想不到書法可以結合科技，並感謝
張主任親自指導，對書法學習幫助很大。」經
濟四吳佩嘉說：「臺灣與日本學生作品互相交
流，互相分享筆法、及學習歷程，豐富書法知
識。」日生代表德村利月認為，認識ｅ筆系統
讓人興奮，希望能讓書法更為普及，並稱讚本
校學生的書法技術精湛。

日沖繩高校生 訪文錙玩ｅ筆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生輔組開始受
理102學年度弱勢學生助學金及生活助學金申
請，至18日截止。有需求同學可依規定申請，
或者攜帶相關文件至淡水校園B418、蘭陽校
園CL312會有專人受理。詳情請洽生輔組的獎
助學金資訊專區（http://spirit.tku.edu.tw:8080/
tku/main.jsp?sectionId=2）查詢。

助學金申請18日止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彩妝社於1日
邀請牛爾親研彩妝團隊、Yahoo奇摩時尚美妝
頻道〈姊妹愛漂亮〉節目中的講師林凱鈞，現
身在B912為學生示範，讓百人的教室瞬間擠
滿。彩妝社社長產經二蘇妤潔笑道：「沒想到
會有這麼多同學前來捧場，真的非常開心，希
望他們都能在秋季保養上有所收穫！」
　本次主題是秋季保養，除介紹臉部保養、慎
選保養品的重要外，現場兩兩一組相互協助臉
部保養體驗，並由牛爾親研彩妝團隊協助引導
並示範，而活動最高潮是有獎徵答，由林凱鈞
出題讓參與同學激烈搶答，獲獎的公行三陳
新 薇 分 享：「老師所傳授的技巧真的
很 受 用，除此之外還搶答得到了

化妝水跟晚安凍膜，實在是太有收穫啦！」
　林凱鈞讚嘆說道：「這是我第三次接任淡江
彩妝社的講師，非常喜歡淡江的學生，因為很
有禮貌又主動積極，講起課來格外起勁。」

彩妝社冬季保養 拒當乾妹妹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職涯輔導組於
3日舉辦「1+1>2職場團隊合作」講座，主講
人為財團法人創新智庫暨企業大學基金會執行
長陳曉蓁，除分享豐富的職場經驗外，還針對
職場團隊合作，提出實踐工具與理論，並以分
組活動方式來實際體驗。
　陳曉蓁說明，在職場團隊活動中，須先自我
定位學習自我管理後，才能在團隊合作中加
值。接著，以心理測驗分析個人特質，並用筷
子故事比喻，只有團隊合作才能表現出最大的
力量，強調凝聚力的重要，「團隊中應注重個
人的積極表現，並發揮最大能力與影響力。若
發生衝突，彼此互相協商磨合各方意見，須在
異中求同，便能發揮團隊最大的價值。」
　陳曉蓁以象棋比喻團隊中角色的同質性與異

質性，適當的人才擺在合適的位置才能發揮所
長，共同遵守規則並互相合作。最後以「沙漠
生存」為題模擬職場團隊合作，各組討論熱
烈，以演說、戲劇方式呈現主題，讓大家體驗
團隊合作的過程。日文三詹芳綉表示：「過程
中，學到了溝通能力、創造力及團隊合作
的能力。」西語四洪渝婷分享：「透過心
理測驗更瞭解自己在團隊中扮演的角色。
分組活動也很有趣，讓我明白團隊合作的
重要性。」

1+1>2講座 沙漠生存模擬團隊合作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師培中心將
舉辦「硬筆字及板書競賽」，報名至9日（週
三）止，最高獎金3千元。師培中心助理郭怡
君表示，為了推廣學生硬筆字及板書書寫能
力，以奠定教學或教師甄試基礎，歡迎同學踴
躍參加。郭怡君指出，線上報名後至ED304繳
交2百元保證金，才完成報名手續，全程參與
者將會退費。詳情請洽網站（http://enroll.tku.
edu.tw/course.aspx?cid=cte20131024），或向郭
怡君查詢，校內分機2122、2124。

硬筆賽報名9日止　【本報訊】你想要圓夢嗎？課外組舉辦
「102學年度圓夢計劃書競賽」，只要將社會
關懷，結合本校八大基本素養，以創意發想等
分析現況，結合團隊力量討論可行方案，製作
「圓夢計劃書」及「圓夢紀錄影片」，就有機
會獲獎，特優組將有獎勵金1萬5千元，凡本校
學生3至5名組隊，均可報名參加。
　報名至18日晚上9時截止，到活動報名系

統中下載報名表，填寫後請將報名表紙本
繳交至SG201後，並將電子檔寄至TA信箱
（tkuexta@gmail.com），才算報名成功。活動
詳情請洽課外活動輔導組北極星服務團，校內
分機3362。

圓夢計劃書獎金1萬5 快來報名

　【記者陳騫靜臺北校園報導】亞洲所於4日
在校友聯誼會館舉行「談創業投資－過去與現
在兼談日本創投」講座，邀請到國聯創業投資
管理顧問公司董事長洪星程，探討創業投資的
整個組織流程和架構，並說明日本創投現況。
　亞洲所所長任耀庭致詞時指出，創業投資是
經濟發展相當重要的一環，洪星程不但是這領
域的開拓始祖，在臺灣和日本等地有相當豐富
的經驗。洪星程表示，創投目的在尋找資源投
資優良中小企業，透過培育使之壯大後上市：
「換言之，只要用對方法，就是能讓投資者與
企業賺錢。」

　演講中，洪星程強調，創投工作其實就像是
「千里馬找伯樂」的媒合過程，尤其針對中小
企業林立的臺灣市場，更是存在著極大的發展
空間：「這是我們投資的優勢，創投的興起，
是時代變動下的結果，因此了解產業結構，清
楚當今的經濟情勢，並能靈活運用彈性的思
考，就是掌握創投的企業精神。」
　洪星程藉由自己的經驗鼓勵年輕人：「創投
很辛苦，但天天有成功機會！」他拋出「1加1
等於什麼？」的問題，希望大家能思考，只要
用心創造，儘管在嚴苛的就業環境下，依然可
以創造出與眾不同的價值。

國聯董座洪星程 揭開創投面紗
　2日晚上學生活動中心的制服趴，新生們
熱情融入。（攝影／余浩鉻）

　職輔組於3日「1+1>2職場團隊合作」
講座中，以「沙漠生存」為題，進行團
隊合作的演練，各組發揮創意以演說、
戲劇等方式呈現。（攝影／黃禹程）

　1日彩妝社舉辦「冬季保養」體驗活動，
活動中兩兩一組，互相體驗保養的樂趣。
（攝影／陳嘉娜）

　課外組「暑假社會服務隊聯
合成果分享會」中，柬埔寨服
務學習團現場帶動氣氛。（攝
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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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系High玩制服趴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2日由資工、
西語、德語三系系學會聯合舉辦的制服趴，大

鬧學生活動中心，初次舉辦引發大一新生們熱
烈迴響。
　主辦單位以3系的諧音命名「阿公的膝蓋
（資工系、德語系、西語系）痛」，作為主題
貫串節目活動，由資工二楊誠信與西語二許
祐瑄擔任主持人，先以模仿藝人小S和蔡康永
主持風格，引發全場哄堂大笑，讓氣氛瞬間升
溫，接著以反串阿公的故事橋段，全場歡笑不
斷。中間安排合作夾氣球、口叼蝦味先傳遞橡
皮圈、背夾炸彈等活動，最後大家票選出資工
一沈容暄、袁子軒及德語一張君貌擔任本屆舞
會國王皇后，參加的學員玩得不亦樂乎，大家
皆不捨離去，與學長姐搶拍留念照。
　德語一黃鈺婷開心的說：「最喜歡和隊友一
起背對背夾著炸彈的那關，刺激又好玩，謝謝
學長姊辦了這麼好玩的活動，明年會想加入活
動規劃。」活動總召資工二張庭豪則表示，要
整合3系的意見與活動的編排實在不容易，感
謝全體工作人員的配合，才能讓活動圓滿落
幕。工作人員德文二陳俞晴指出：「3系的工
作人員是靠著同心協力才能有完美的演出，雖
然很累，但看到學弟妹的笑容就覺得一切都很
值得。」

弱勢
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