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職輔組於9
日舉辦「職涯講座—職場禮儀」演講，邀請
Career就業情報顧問陳凱蒂，介紹職場禮儀規
範和經驗分享。陳凱蒂讚賞與會學生，「我覺
得淡江的學生聽講時很專注，反應靈敏與踴
躍，讓人感受到熱情和認真，相信這樣的態
度，在職場上會有很好的表現。」
　陳凱蒂強調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建議可由
服裝、動作和表情等，來營造個人專業形象
風格，「得體的專業形象，在職場上能讓你贏
得信任與尊重。」她還提出，電話禮儀的重要
性，「聲音雖然看不到，但回應是可以有表情
的；所以簡單親切、口齒清晰的表達，會為顧
客帶來愉快的心情與深刻印象，還能傳達服務
的熱忱。」她推薦「80/20交談原則」：就是
80%的時間讓對方講話、保持適當的沉默，以
及20%的時間簡潔扼要地發表主觀意見。
　現場還示範交換名片、各種場合座位的安排
和搭乘電梯順序等禮儀規範；她認為，「禮儀
就是態度和儀態，得體就是外在的表現，兩者
相乘才能提升自己，讓顧客的滿意度大增。」

　中文四張凱傑說：「這無疑是場『新生訓
練』，除運用職場上，更是生活中時時刻刻應
該注意的禮節。」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童軍團參
加一年一度的國慶大典，由童軍團15人在凱達
格蘭大道前站崗，維護場地秩序。參與服務的
同學於前一日在東門國小投宿，清晨4時30分
起床集合和安檢。童軍團副群長機電二呂建興
表示，這是第二次參加國慶大典，跟往年不一
樣的是，今年童軍團都在內衛區服務。「能夠
參加國家慶典感到榮幸，並且能近距離看到總
統、僑胞、外交使節等人覺得很興奮；雖然站
崗有點辛苦，但看到三軍現場表演，真的很值

回票價。遺憾的是，神龍小組移師到新竹，沒
有看到很可惜。」
　呂建興指出，因為有名額限制，因此將名額
保留給新生，大家報名情形相當踴躍。呂建興
認為，參加國慶服務是種榮譽感，能表現出童
軍團的精神。
　本次參與者童軍團新生、統計一張睿恩說：
「很開心能有機會參與這次的秩序服務，導引
群眾參觀，但離國慶表演有段距離，沒能近距
離觀賞表演有點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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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14(一)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兩岸和平發展戰略：

理論與政策」座談會報

名（http://enroll.tku.edu.

tw）

10/14(一)

8:00

歐研所

網路報名

淡江大學歐盟研究中心-

第三屆兩岸歐盟研究學術

論壇報名（http://enroll.

tku.edu.tw）

10/14(一)

8:00

諮商輔導組

B408

進擊的旅程-生涯探索

團體。活動報名至10/18

止，報名（http://enroll.

tku.edu.tw）
10/14(一)

12:20

法文系

法文系辦走廊

大三出國留學成果展開幕

式、大三出國留學成果展
10/14(一)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1樓
搭配圓扇的基本舞步練習

10/15(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一教原理探討、面對體

型差距的三種破解方法

雙人下腰練習、護身
10/16(三)

12:00

職涯輔導組

Q409

職涯講座-優質的英文履

歷與自傳撰寫

10/16(三)

18: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1樓
搭配圓扇的基本舞步練習

10/16(三)

19:00

學生動新聞社

L417
攝影訓練

10/17(四)

12:10

未來所

ED501

未來學研究所誰來午餐之

跨文化的生活。活動報名

請洽ED504或分機3001
10/17(四)

19:00

美術社

E301

《藝漾情懷》蝶谷巴特●

法式拼貼

10/17(四)

19:00

歐洲聯盟學社 

L206
歐洲大搶答

10/17(四)

19:00

實驗音樂社 

文錙音樂廳

A CAPELLA無伴奏合聲介

紹講座

10/17(四)

19:00

烏克麗麗社 

B708
名人演講

10/17(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教你如何善用關節的限制

華麗地撂倒對方

逆單手抓：四方摔前方、

後方
10/18(五)

12:10

英文系  

FL204

英文系全校大三出國三校

留學簡介說明會

10/18(五)

18:30

詞曲創作社

學生活動中心
旺福校園巡迴講座

10/19(六)

8:00

課外活動輔導組  

E401

百香果的滋味-志願服務

基礎訓練

大代誌
學生

906期
中華民國102年10月14日

企管三劉芷均：

本週我最靚
「要去企業實習
了，希望留下好
印象。」

中文三莊棋誠

校園話題人物

　你有多久沒提起毛筆了？是否還記得宣紙
的觸感？在數位科技時代的今日，中文三莊
棋誠選擇鑽研書法，深諳楷體、草書，並結
合e筆系統新式書寫工具，他希望持續深究書
法藝術，以期成為筆墨上的耕耘者，「這13
年不間斷的書寫，我發覺『寫字』對我來說
是一輩子的事，每日在筆墨之間躍動，是出
自於一種愛戀。」
　莊棋誠的書法功力早在系上名聞遐邇，他
常在文錙藝術中心現場揮毫讓參訪嘉賓觀
賞，也會在同學生日等活動，親自書寫對聯
祝賀。他總是面帶笑容且輕鬆的提筆，但深
厚的筆墨基礎其實是來自嚴師的指導，「當
時向外省籍老師拜師，他對基本功非常要
求，常叮囑不可輕忽細節、必須打好基礎，
才能尋求更進階的發展。至今我深記著這原
則，奉為書法創作的圭臬。」

　他從唐代歐陽詢的楷書字帖開始學起，接
著習帖隸書、篆書，目前已進階到行書和草
書的創作。為了挑戰自己，莊棋誠參加各式
書法比賽以挑戰各路書法好手，從校內「文
錙盃」比賽到全國大專院校比賽，都曾獲
優選或佳作的殊榮，如2012Bravod創意揮毫
「藝」起來傳統組優選、第十一屆麋研齋全
國硬筆書法比賽大專組行書優選、楷書佳作
等。他笑著說：「剛開始參加比賽經常失
利，但受到老師的鼓勵，才慢慢建立起自己
的風格，這樣的過程讓我體悟到『師父領進
門、修行在個人』的道理。」
　這樣的書法孩子卻和e筆系統巧妙融合，琢
磨出e筆和傳統書法創作結合的無限可能，他
分享道，剛接觸e筆書法系統時，因不熟悉寫
作筆觸，常在字型上難以掌握，經過約2個月
的練習陣痛期，自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書法比

賽獲得「數位e筆會外賽」優選後，增加對e筆
書法的創作信心。莊棋誠認為，e筆系統是與
時俱進的，是工具上創新的表現，能將傳統
與科技的結合，也是很好的文創工具，「很
感謝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的指導與協
助，讓我踏進了e筆書法世界。」
　每天保持2個小時的習字時間，經常埋首
在宣紙堆、字帖間推敲每字筆劃的提筆和收
筆，他知道如果不勤加練習，之前的努力將
會前功盡棄，「因為書法的下筆道都會影響
筆跡的呈現；而e筆系統比較不會有這樣的問
題，較容易讓初學者入門。」
　而他樂於「以書法會友」，透過網路平台
與書法同好交流分享，也常受親友邀件書寫
春聯和題字，他經常以書法入門、書法藝術
鑑賞、e筆書法創作為題講述個人經驗，「因
為書法是能常相左右，伴隨人生，歡迎大家

一起來寫書法。」
　莊棋誠以自身經驗勉勵大家，在任何學習
上遇到瓶頸時千萬別放棄，要釐清學習目
標，然後全力以赴，每天督促自己練習，時
間久了便會見到曙光 。（文／盧逸峰、攝影
／余浩鉻）

躍動筆墨間 戀練書法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北
極星服務團於5日、9日分別在淡水校
園、蘭陽校園舉辦本學年度社團TA招
募徵才營，約50位同學參與。
　北極星服務團執行總監、管科四葉
治榮表示，本次特別安排整天的活
動，除了讓參加者互相交流外，並展
現其分工合作、領導能力和創意思考
等特質，以觀察他們的表現。招募結果已公
布課外活動輔導組網站（http://spirit.tku.edu.
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3）。

　物理四王冠智指出，本活動不但了解TA的
工作內容，更在魅力領袖的課程中收穫滿滿，
尤其體驗到團隊合作的重要。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資工一全班65
人，於5日下午的颱風天中，在西門町為華山

基金會進行發票募集的活動，當天募
集的發票超過6千張，在幫助老人的社
區服務學習中，增添活力。資工一班
代張鎧麒同學表示：「這次的活動除
了大家踴躍捐贈發票外，還有善心人
士直接捐款達1千多元。而最令人感動
的是，有位計程車司機經過時，特別
下車給予超厚的一疊發票，看到這一
幕時真的非常開心，以後若有類似的
活動一定會再參加。」
　華山基金會的淡水天使站站長李若
慈說：「同學們的努力很令人感動，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些同學會對
樂捐發票的民眾，行90度的鞠躬禮，

以表達感謝之意，讓我深刻地體會到，同學們
的認真是發自內心的。」

職輔組教你職場禮儀訣竅

體育事務處體適能課 教職員響應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為體現「一人
一運動」理念，體育事務處自本日（14日）起
至12月9日的8週期間（期中考週暫停1次），
每週一中午12時20分安排燃脂有氧、療癒瑜
珈，以及強力健身等課程，而8日首度開放報
名時，立即有10多位教職員工參與，顯示大家
對運動喜愛。

境外生喜相逢 迎新餐會交誼 走跳傳藝中心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境外生輔導組
於9日中午，在覺生國際會議廳盛大舉辦「102
學年度境外生歡迎餐會」，以中西合璧的豐盛
午宴，歡迎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生、僑生、陸
生、交換生和港澳生等230餘位本校境外生。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境輔
組組長陳珮芬及各院境外生輔導老師們等一同
參與此次活動。
　戴萬欽表示，之前雖有
舉辦境外生中秋茶會，

因考量到大家尚未熟悉學校環境，本次針對新
生舉行聯誼餐會，讓已在本校生活2週的同學
們，在有共同的生活與學習經驗下，互相交換
心得。戴萬欽說：「通常大一的生活是記憶最
深刻的，希望這次活動能留給境外新生一個美
好回憶。」
  在輕鬆的氣氛中，境外生們和教師相互愉快
地交談。來自日本的大傳一細井麻理繪表示，
很喜歡這次的餐會，談到對於臺灣的第一印
象，她說：「臺灣人很溫柔、慷慨。和日本人
最大的不同就是臺灣人比較常熬夜，會有很多
晚間的活動，如夜市等。」
　而來自福建的陸生、保險一胡瑾悅說：「餐

點好棒都超好吃的，並且臺灣漂亮的女生很
多、身材都很好，為人很親切，我的室友會很
貼心地叫我起床上學，照顧生活起居。」

　【記者黃怡玲、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熱
舞社於7日在體育館1樓空地，舉辦新生迎新
活動，現場吸引約2百人參加，他們以動感街
舞貫穿全場，帶來locking、popping等舞風表
演。熱舞社社長統計三蔡昌儒表示：「舉辦迎
新活動的目的，是希望讓新生更了解熱舞社，
並讓新生們感受到熱舞社的團結及熱情。」
　而畢籌會8日舉行迎新活動，讓新加入夥伴
了解畢籌會的運作方式，由畢籌會會長管科四
李恬瑜帶領新加入學員一起進行團體活動。法
文三楊子靜說：「迎新活動非常好玩，讓我認
識了來自不同學系的人。」另外，畢籌會徵求
畢業紀念冊的主題，歡迎大家踴躍投稿，最高
可獲得獎金2千元，投稿截止日為21日，詳情
活動請至：https://www.facebook.com/ttkuga。

菸害防制志工講習助實力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生輔組號召全
校教職員生加入菸害防制志工行列，並於7日
舉辦菸害防制志工職前講習，由中校教官郭
碧英主持，說明戒菸班、菸害勸導班的工作
內容，並以案例分享以增進勸導技巧。郭碧英
表示，擔任志工的人員在執行勸導工作時會穿
著背心，將不定時不定點進行校園巡查，對違
規吸菸人員進行勸導，也會在校園定時定點內
舉牌宣導，她呼籲大家：「希望大家能多加配
合，共創健康清新無菸害的校園環境。」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7日建築系館穿
新衣，引起路過師生的關注！這是建築系大一
設計課為期3日的教學實習活動「色彩佔領系
館計畫」，以色彩為主軸並將其具體化，展現
在建築系系館裝飾設計。負責此項實習的助
教曾偉展表示，這次主題發想是來自於彩色路
跑，「看到大家喜歡色彩，因此運用類似方式
引領學生了解建築設計，也讓大一新鮮人認識
系館、熟悉同儕。」
　課程設計分3階段：「色彩統一」要求同組
學生穿著同色衣服及集體行動、「系館空間佔
領」則請同組學生發揮創意布置系館、「網路
攻擊」讓大家運用傳媒，有效傳遞與保存記錄
作品重要性。共分為10組，以藍色便利貼、橘
色貴賓氣球狗、白色膠帶等素材裝飾。
　曾偉展指出，這3階段是培養學生的向心力
和認識空間與建築的重要性。建築一林毅妮指
出，我們以108隻氣球貴賓狗來展現「色彩佔
領」的概念，「在實作中逐步體會，學習讓空
間更有設計感。」

建築系館裝飾展創意

飲‧影展感官饗宴
　電影欣賞研習社及吧檯研習社，於上週聯合
舉辦的「飲。影」攝影展，吸引師生駐足欣
賞。本次以「飲。影。癮」為發想，除有電影
發展史上代表電影作品海報、安排連續8小時
的電影放映室外，吧檯研習社現場亦提供食物
和飲料，以享受視覺與味覺的愉悅。電影欣賞
研習社社長英文三劉怡孜表示，取「癮」的諧
音，希望表達出看電影是會上癮的，現場為影
客安排特調飲料，使人看電影時更感輕鬆。
（文／鄭文媛、攝影／余浩鉻）

新生盃開跑快報名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新學年開始，
各項新生盃球類競賽陸續登場，而63週年校慶
運動會競賽即將開始，即日起開放報名，至23
日晚上10點截止，歡迎對球類有熱情的同學踴
躍報名！詳情請見體育處網站（http://www.
sports.tku.edu.tw）。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這是讓新生們可以盡情
地展現自己運動才華的好機會，也是可挖掘體
育好手的好時機，蕭淑芬歡迎全校運動好手共
襄盛舉，一同享受本校每年一度的體育盛事。

蘭陽校園境外生

　　蘭陽校園為國際交流不
遺餘力。為促進與境外生

文化交流，擴展學生多
元文化思維，於9日由
學務業務諮商輔導人
員陳家豪帶隊，進行
「傳藝傳情，不分你

我」體驗活動，共52
名師生同遊「宜蘭傳統

藝術中心」，以加深外籍
生對於傳統藝術的認識，加

深臺灣印象及情感。日籍生政經
二中井志保說:「參觀傳統藝術中心時，有蠻
親切的感覺，也加深對臺灣文化的印象，還認
識了很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境外生。」（文／呂
柏賢、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服務學習風雨無阻 募6千張發票打陀螺初體驗

　境輔組於9日舉辦的境外
生歡迎餐會中，約有230位
一同參與交流。（攝影／夏
天然）

　建築系大一設計課教學實習活動中，他們
用便利貼發揮「佔領鑰匙孔」創意，讓指導
老師宋立文難以開門。（圖／建築系提供）

　淡江童軍團於10
日前往國慶慶典服
務，今年有15位新
生首度參加，部份
夥伴於府前廣場的
慶典主場上合影留
念。（圖／淡江童
軍團提供）

淡江童軍團 熱忱服務榮耀雙十

熱舞社迎新 畢籌會徵稿獎2千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14(一) 

8:00

蘭陽校園主任室

網路報名

實習心得徵文競賽

（http://enroll.tku.edu.

tw）

　資工一全班65人於5日下午在西門町位華山基金會勸
募發票，共募集6千餘張。（圖／學生事務處提供）

TA徵才營收穫滿點

　北極星服務團的社團TA招募徵才營圓滿落幕，大家
合影留念。（圖／北極星服務團電機四黃敬棋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