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職場達人社於
5日邀請知名作家柯延婷，筆名為貓眼娜娜蒞
校演講，以「一字千金賺很大」為題，教大家
如何活用文字寫好企劃書。她以企劃的重要性
來說明職場與企劃的關聯，「企業需要解決問
題能力的人，寫好企劃書是可培養解決問題的
能力，因此瞭解企劃效益的著力點，就能無往
不利！」因此，她詳述企劃的步驟與要領，並
分享自身的提案經驗，鼓勵同學藉由企劃案來
訓練邏輯思考與資訊統整的專業力，她強調：
「不但寫得好，更要寫得巧，平常就鍛鍊觀察
力與描述力，就能運用『企劃』來突破生活和
職場上的瓶頸。」
　職場達人社社長資圖二郭玲雅表示：「希望
透過業師的演講，讓同學提升企劃撰寫的能
力，並且實際運用在生活中，以精進文字掌握

敏銳性。」資工二林玉琴說：「這場演講很值
得，聽完後對企劃案的架構更清楚，下次還有
類似講座會想再參加！」

今天畫下完美句點。最受歡迎的抽獎活動中，
準備豐富的獎項，還可抽出智慧手機數支，千
萬不要錯過抱回大獎的機會！
　中場休息時可不要呆站在書卷廣場唷！快快

跟著蛋捲寶寶的遊行隊伍一起遊玩吧！遊行中
發送繽紛的氣球與糖果，而在下午3時20分蛋
捲寶寶將對蛋捲寶貝深情告白，請大家務必跟
著隊伍，一同見證蛋捲寶寶勇敢的愛情吧！

物理系50年系友回饋 產學合作500萬吸睛

職輔組面試技巧分析應對法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職輔組於6日
舉辦「面試技巧」講座，邀請Career職涯學院
顧問張育誠分享如何漂亮行銷自己。張育誠
表示，個人需確定求職目標，再思考需要該職
務所具備的專業能力； 接著提出準備面試的
技巧；他強調事前的準備工作的重要，應事先
了解應徵職務及企業背景後，才能投其所好行
銷自己。張育誠說：「第一印象是很重要的，
通常面試官首先會看的是求職者的臨場反應，
再來才是專業能力，因此面試現場最忌諱語意
表達不清，求職者的自信、應變能力與口條清
晰，是讓面試官留下深刻印象的關鍵。」
　張育誠認為，自我介紹是求職時要好好把

握的機會，建議可先準備幾個好故事，在敘
述過程中強調自己的特質與優點，並應用於面
試官的提問。張育誠分析面試官的應試風格：
青澀型、高談闊論型、挑戰型及親慈型，並依
這些類型說明可應對方法；他以面試官可能會
提出的問題為例，協助現場同學如何回答與應
對，「在回答問題技巧上，可用關鍵字、實例
說明、第三者評語等來強調回答內容的具體
性。」
　張育誠以問答方式與聽講者互動，隨機測試
臨場反應，現場宛如一場小型面試會。日文三
詹芳綉分享心得：「學到許多實用的面試技
巧，讓我對未來的職涯規劃更有把握！」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9(六)

8:00

師培中心

網路報名

師資培育中心102學年度

特色機構參訪，報名網

址：http://enroll.tku.edu.

tw/

11/9(六)

12:30

日本文化研究社

外語大樓一樓
御園棚表演

11/9(六)

14:00

溜冰社

溜冰場
花式溜冰表演

11/9(六)

14:30

日本文化研究社

FL111
茶道表演(共3場)

11/11

8:00

諮商輔導組

B408
分享、祝福、感恩情之集
點換獎

11/12(二)

10:10

通核中心

H111

科技未來與未來科技  （
報名網址：http://enroll.
tku.edu.tw/）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歡慶淡江生
日快樂！第63屆校慶蛋捲節暨園遊會就在今日
（9日）舉行，帶給大家蛋捲搜幸福、蛋捲啾
一下、蛋捲演唱會、蛋捲送幸福、淡水老街及
蛋捲齊步奏的「蛋捲情人夢」系列活動。
　上午11時起，海報街及書卷廣場熱鬧展開系
列活動，除了逛逛好吃又好玩的海報街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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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語四張人丰說：

本週我最靚
「剪了一個新髮型
來拍畢業照，祝淡
江生日快樂！」

公行三 
陳潔心

　 看 來 柔 弱
甜 美 的 公 行
系 三 年 級 的

陳潔心，一談到服務，眼中閃起亮光，細說
服務工作的心得。在大一擔任療養院志工
後，從此便確信自己主動關懷社會的使命，
「身為公行系的我，應該擔起為人民服務的
責任，其實社會上每個角落都有需要幫忙的
弱勢群體，積極關心才有機會改善社會問
題。」她取得了內政部移民署政風室的廉政
志工資格，到了暑假便陸續跟著志工團隊到
立心慈善基金會進行活動，如帶給萬華地區
弱勢國小兒童正確的公民價值觀，表演戲劇
及舞蹈讓他們從遊戲中學習、在「移民日」
時，引導民眾參與活動，並且拜訪新移民或
收容人，主動上前給予關懷。
　談起首次的服務經驗，她表示，當時八里

甜美送愛關懷弱勢

淡江大學創校

週年

蛋捲園遊會海報街熱情登場

淡江之聲即時轉播校慶
　【記者姬雅瑄、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為讓
無法親臨現場的師生感受校慶喜悅，淡江之聲
於今日（9日）推出「63校慶，開創新世紀」
特別節目，從上午9時至12時在FM88.7，實況
轉播校慶慶祝大會。此外，淡江之聲還舉辦徵
文和生日祝福點歌活動，邀請聽眾分享校園生
活的回憶。淡江之聲校慶轉播執行長資傳四郭
俊佑表示，「我們每年都會實況轉播，今年有
豐富的內容，在空中與大家相會。」淡江之聲
線上收聽（網址：http://votk.tku.edu.tw）。

別忘了抓緊腳步到書卷廣場來看精彩的表演。
11時10分學生會將與蛋捲寶寶、蛋捲寶貝同臺
熱舞揭開序幕，緊接著，由活力四射的競技啦
啦隊和富異國風味的卡波耶拉社帶來一連串熱
情的表演，社團表演結束後將由新人歌手陳苡
萊及俏皮可愛歌手鄧福如精彩接力演唱，正午
時，學生樂團MenLiveN將以嘶吼的嗓音high
翻整個大舞臺。下午2時，將由宇宙人樂團表
演輕快悠揚的旋律，接著由吉他社帶來精彩歌
曲、陳奕迅過去的樂手所組成的Mr.香港樂團
演出流行樂，最後由中韓混血歌手Bii畢書盡為

桌球隊奪冠淡大盃女子團體

療養院在櫻花季舉辦賞櫻活動，院方期盼藉此
讓大家了解病友的生活，陳潔心卻被眼前的畫
面震懾住了，映入眼簾盡是精神受創的病友不
安的模樣，看到他們生活不便的狀態，心中湧
上不捨與沉痛，希望能幫助這些病友，便暗自
決定，只要有能力就把握每次機會替社會服
務，便開始擔任八里療養院志工，定期關懷他
們的生活，幫他們加油打氣，「目前的社會多
少對精神疾病患者會有歧視與不平等，因此更
需要有人伸出友善的雙手接納他們，當我再回
到八里療養院擔任接待貴賓的服務工作時，而
病友家屬們的熱情回應，讓我感到服務就是非
常開心的事！」
　陳潔心在100年、101年參與創世基金會的淡
水老街勸募發票的服務，她經常頂著豔陽聲
嘶力竭地與同伴在淡水老街齊喊著「順手捐
發票，幫助植物人，創世基金會感謝您」的標

語，她拿著照片與細細說明勸募發票的甘苦和
樂趣，問及最深刻的印象，她熱淚盈眶提到，
有位家長在走出便利商店並投下發票時，大力
的讚許我們：這社會上有你們真好！「這句話
是鼓舞我前進動力，我們在勸募發票時，經常
碰到有愛心的人，有些家長還會將發票請孩子
投遞在箱中，看著家長教導散播愛心的模樣，
我更相信這世界確實是溫暖的，發票沉甸甸的
重量讓人感覺很充實，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這位小天使持續往自己「奉獻社會、為民服
務」的理想在前進，她以甜甜的笑容帶給病友
們或是弱勢族群許多力量，從施與受中看見社
會需要幫助的人，並不吝嗇給他們溫暖，結合
興趣與生活關懷，從己之力推動到社會上，問
她下一步將怎麼計畫，她笑說：「讓愛繼續溫
暖更多的人。」（文／蘇靖雅、攝影／鄭雅
文）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物理系2日
舉辦50週年慶祝酒會，近150人齊聚科學館大
廳，大家見到久違的師長及老友，相談甚歡。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物理系人才濟濟，教
學研究上表現優異，在各界成績亮眼，擔任總
經理、教授等要職，祝福物理系未來會更好。
物理系主任周子聰說：「非常感謝系友們的支
持與回饋並藉此交流。」
　為感謝物理系校友們對系上的回饋與支持，
現場頒發「貢獻卓著嘉惠學子獎」予物理系系
友會會長吳慶輝、凱穩電腦董事長連昭揚、艾
維克科技董事長韓泰生，以及授予物理系系友
會總幹事韓行一「服務系友真情奉獻獎」。其
中，凱穩電腦董事長連昭揚捐贈市價90萬伺服

器；物理系系友會會長吳慶輝則提供東貝光電
獎學金給碩博士生2年學雜費，總金額達500萬
元；艾維克科技董事長韓泰生是提供獎助學培
育金、實習名額和資助學生赴海外參與學術研
討。物理系系友會會長吳慶輝笑說：「這是一
種使命，當有能力幫忙時，應該把握機會、回
饋母校及學弟妹。」
俄文系20週年系列活動茶炊舞蹈吸人氣

　（文接一版）俄文系上週接連5天在外語大
樓一樓大廳舉辦跳蚤市場，俄文四謝佳峰表
示，「跳蚤市場有本系老師從俄羅斯帶回來的
各式巧克力、書籍等等，我買了不少東西當紀
念，非常有趣。」而5日的俄國電影文化節，
是觀賞俄羅斯電影名作《L'Arche russe》（譯
名為《創世紀》），俄文系系助理教授龔雅雪
表示，之所以會選擇這部片是因為這部片得到
非常多獎項，而導演Alexander Sokurov更是享
譽國際。

　而6日在外語大樓1樓的俄國茶炊節，更吸引
70餘位系內系外的同學參與，現場介紹講解俄
羅斯獨特精緻的飲茶文化後，接著由同學們穿
著傳統服飾，以短劇形式演出日常俄羅斯的家
庭飲茶時刻，他們以活潑生動的肢體語言感染
觀眾；此外，還準備傳統的俄式茶點，讓所有
與會師生品嚐，體會俄羅斯文化。俄文四馬
啟恆表示，很開心在大四還能參與系上活動，
「在活動準備期間和老師有更多的互動，是一
個很好的學習經驗。」
　7日舉辦俄語詩歌朗誦比賽、8日中午有俄國
文物及書籍拍賣大會，大家都熱情參加。為了
歡喜慶祝創系20週年，今日（9日）中午則在
福格飯店舉辦感恩餐會，目前任職臺灣駐俄羅
斯僑務顧問的俄文系校友張碧玉特地返校參
與。下午2時則舉辦系慶感恩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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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地點）
9:30 師培中心系友返校（ED201）
10:00 經濟學系系友返校聯誼（B706）
10:00 中文系系友回娘家（L307、水源地、淡江農場）
10:00 資圖系系友返校茶會（L501）
10:00 教育心理與諮商所系友返校（ED601）
10:00 德文系50週年系慶（覺軒花園教室）
10:00 化材系校友返校（E787）
10:00 西語系系友返校（H119）
11:00 英文系校友返校（FL204）
11:00 經濟系系友會（B706）
11:00 管科系校友返校（B915）
11:30 俄文系20週年系慶感恩餐會（福格飯店）
13:00 日文系系友回娘家暨傑出系友頒獎（外語大樓）
14:00 化學系系友大會（C013）
14:00 俄文系20週年系慶感恩音樂會（文錙音樂廳）

蘭陽愛運動路跑

貓眼娜娜一字千金說企劃力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還在書店挑選
現成的卡片嗎？美術社7日舉辦「松果傳情」
的手工卡片製作課程，教大家製作搭配松果烤
漆的卡片，美術社社長產經四葉潔蓉表示：
「雖然是免費的活動，但是我們提供的都是
好的材料，製作上簡單易學，來鼓勵同學能學
習如何親手製作禮物，用自己的風格表達心
意。」在松果烤漆的過程中，現場同學玩的不
亦樂乎，日文二陳薇丞以色鉛筆繪出細緻花
邊，她分享：「這活動真是太棒了，社長的講
解非常詳細，而且都會在一旁指導，親手製作
出屬於自己的卡片好有成就感呀！」

美術社DIY松果卡片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桌球校隊
榮獲第十一屆淡大盃女子團體組冠軍，女子組
桌球隊隊長國企三張淳怡說道，「很開心可以
奪得久違的冠軍寶座，因為大家有很良好的團
隊合作以及向心力，才能有今天的成果，也因
桌球隊裡每位成員的幫助才有今天的冠軍。」
上月12、13日舉辦第十一屆淡大盃桌球邀請
賽，20多所大專院校的桌球好手一同蒞校共襄
盛舉，體育長蕭淑芬預告，29、30日會有教職
員工桌球錦標賽，邀請大家共襄盛舉。

品德從道早安開始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住輔組因應品
德年，推出「微笑天使」運動，每日7時45分
起至8時10分在松濤館大廳向住宿生道早安，
希望讓大家能在美好的早晨中提振精神，凡
擔任微笑天使的同學，不但可在執行日享有早
餐，累積8次以上將可保留次學年床位資格。
住輔組上校教官兼組長張厚基表示，推動這活
動是要鼓勵住宿生，並藉由打招呼來促進同學
間感情。擔任微笑天使英文四劉秋蔚表示，每
天的微笑打招呼是重要的事，預計持續參與！
早起上課的會計三徐兆彣形容早起能有人道早
很溫馨，鼓勵早起不賴床。而住輔組還舉辦
「歐趴就宿這麼簡單」至各寢室發送歐趴糖及
祝福小卡，搏得住宿生一致好評！另外，7日
頒「內務競賽優良寢室」前3名，以鼓勵促進
團隊合作及保持乾淨整潔舒適的住宿品質。

歐盟社談歐盟食安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近年臺灣不斷發
生食品安全問題，歐洲聯盟學社於5日邀請中
央研究院研究員洪德欽，舉行「歐盟的食品安
全與管理」講座，歐研所教授鄒忠科、歐研所
副教授張福昌到場聆聽。洪德欽以歐盟對食安
的把關為範，介紹歐盟內所有食品安全組織，
更分享他在EFSA（歐洲食品安全局）的訪談
經歷，講談內容引人入勝，活動尾聲亦有許多
同學對此議題踴躍提問。歐洲聯盟學社社長數
學二王若婕表示，食品安全貼近學生生活，藉
由了解歐洲的食安把關原則，檢視臺灣的食安
控管，透過互相交流，提供大家不同角度深入
思考此議題。

吉他社戶外民歌 擠爆覺軒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你以為萬聖
節只有「Trick or Treat」這麼簡單嗎？西洋音
樂社1日舉辦「萬獸西音」活動，配合萬聖節
的到來，以各種怪獸為題，透過變裝，將音樂
與萬聖鬼怪結合，帶給全校同學不一樣的萬聖
體驗。活動當天有8組樂團輪番上陣，現場吸
引40人共襄盛舉。
　各組表演樂團精心裝扮成各種嚇人的妖魔鬼
怪，搖滾的曲風，精湛的演出，現場尖叫聲不
斷。舞台上樂團賣力演出，還不時往台下拋撒
糖果，引起一陣驚呼。西洋音樂社社長國企四
聶崑淮開心的表示，本學期西音社第一次配合
萬聖節舉辦小型音樂性活動，「希望提供一個
音樂人的舞台，讓有興趣表演的社團可以一同
參與演出，也希望大家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一
起玩樂。」土木三張仲堯認為，「表演樂團的
裝扮驚悚百分百，現場很high！」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與員福
會於7日共同舉辦「美膚健康講座-如何成為
凍齡美女」，邀請「馨禾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張貴珠擔任主講人，首先點出「凍齡=
美肌=健康的肌膚」的概念，接著介紹醫美保
養品與品牌保養品的差異性，成分和製造過
程，現場也提供產品讓大家試用。女聯會理事
長暨體育長蕭淑芬表示：「難得請到由育成中
心輔導的優質廠商前來分享，讓女聯會會員了
解如何留住青春的肌膚，提供機會讓大家選擇
產品，也希望給會員不同的觀念和新體驗。」
由女聯會成員所組成的合唱團也獲社團法人中
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之邀，為紀念國父誕辰
148週年，將於9日在國父紀念館正門前臺階演
出。

女聯會護膚交流 9日應邀演唱

　今年立冬前一天，6日晚間
吉他社將「戶外民歌」活動移
至覺軒花園表演廳，現場湧入
近百位觀眾用行動支持。活動
剛開始由淡江BEATBOX社開
場，愉快的饒舌樂炒熱氣氛，
接著吉他社社員們輪番上陣表
演，歌曲豐富且曲風多變，展
現不同層次的音樂。（文、攝
影／陳嘉娜）

　【本報訊】今日
（9日）淡水校園
好熱鬧！各院系所
舉辦各式慶祝活動
歡迎校友回娘家，
大家相偕返回母校
與師長同窗再話當
年，重溫五虎崗的
求學時期歲月，是
眾人期待的校慶盛
事！右表為淡水校
園的系慶活動，歡
迎大家參與。

　6日蘭陽校園路跑活動，鳴槍後從校門口
開始起跑，同學們神采奕奕的健朗開跑。
（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記者郭宇璇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6日
舉辦「閃耀蘭陽，就是愛運動」校園路跑賽。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表示，「路跑活動是蘭陽
校園的年度盛事，前些日陰雨綿綿，所幸今日
天公作美，有個適合運動的涼爽天氣。」接
著，由全創院院長劉艾華鳴槍開跑，從校門口
出發，行經強邦國際會議廳，路線環繞校區。
　每位參賽者皆卯足全力，奮力衝刺到最後。
教職員男子組第一名是軍訓室少校教官劉家
勇、教職員女子組冠軍是政經系助理吳舒絹；
學生男子組冠軍由語言一徐上行贏得、學生女
子組冠軍由語言一黃亘平奪下。吳舒絹表示，
「平常為了健康都會在家附近公園，或是利用
學校健身房，養成跑步的習慣。這次能拿到冠
軍也算是額外獎勵！」

High 西音社變裝萬獸趴

　 1 日 的 「 萬 獸 西
音」趴中大家以萬聖
鬼 怪 為 主 題 演 唱 。
（攝影／余浩鉻）

淡江大學創校

週年

　物理系2日舉辦50週年慶祝酒會中，近150
人齊聚科學館大廳，校友們返校同歡並與師
長聯誼交流。（圖／物理系提供）

品德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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