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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籲 杜絕網路霸凌 舉重國手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近年來網路社群發達，由於網路的匿名特性，
導致使用者不用表明真實身分，僅靠暱稱，即通行整個網路。軍訓室中校秘
書文紹侃表示，正因為以匿名身份發表言論十分便利，便有同學因不當發言，
造成網路霸凌的事件，不慎惹上官司。對於這種看不見的拳頭，文紹侃呼籲，
希望同學在網路世界中的發言更加謹慎且收斂，若是言辭中涉及辱罵、毀謗，
構成網路霸凌。透過截圖、搜尋 IP 位址等方式，便可找出真實身份並加以
懲處。千萬不要以為躲在鍵盤與螢幕後，就可口無遮攔而誤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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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館顯身手 攝影成果展 窺．瞳 人氣夯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郭婞淳、潘建宏、唐啟中、陳士杰 4 位里約
奧運國手名列「106 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標賽暨 2017 世大運舉重測試賽」出
賽名單！於 4 日至 6 日（週一）一連 3 天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7 樓開賽，讓觀
眾近距離欣賞他們精彩的表現！由於 2017 臺北世大運舉重項目將在本校舉
行，為累積賽事經驗，所以透過測試賽作為實戰演練場合。體育長蕭淑芬表
示，舉重測試賽是讓國內選手提早熟悉競賽場館，並吸引觀眾觀賞的運動賽
事，此場比賽免門票，錯過前兩天的，歡迎今日（6 日）蒞臨加油！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攝影社上月 20 至 24 日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行
「窺．瞳」年度成果展，展區分為窺、瞳兩區，分別展示以人像紀實和風景
攝影作品，利用薄紗與紙鶴佈置出別出心裁的展場，呈現自然環境之美。
活動長土木三李昀達表示，「我們希望透過相機捕捉最真實的世界，讓觀
展者用自己的雙眼感受神秘的自然風光和城市慾望。」相偕去看展的英文二
李咨誼、馬萱庭都認為，除了展場設計很用心外，印象深刻的是一幅以貓為
主角的作品，讓人不禁猜測當鏡頭對著牠時，牠是否也在窺探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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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影像吸睛
（攝影／陳柏儒）

社團迎新 寒流中搶搶滾
氣球社棒棒糖氣球超萌。（圖／氣球社提供）

逾 人 聆 聽。「 問 題 總 部 」 以 輕 鬆 藍 調 爵 士
「談戀愛」，唱出戀愛滋味，為演出揭開序
幕。「學院王國」搖滾激昂地唱出「追隨者
follower」，嗨翻全場。「椰子！！ Coconuts」
則以逗趣的旋律詮釋「瘋狂的醫院」，唱出音
樂是最瘋狂的醫院，但充滿包容和愛，盼音樂
讓人們重獲新生。資傳三張正昕說，欣賞熱血
沸騰的音樂會真的很棒。社長運管三陳緯翰表
示，看到大家享受音樂的神情感到十分滿足。

古典吉他社 小型演奏會登場

詞創社舉辦 Livehouse。（攝影／何瑋健）
【記者陳昶育、簡妙如、廖吟萱淡水校園報
導】各社團繼辦理寒訓，培養社員默契後，在
新學期開始，雖冷團過境，依舊熱烈展開迎新
活動，社課中各出奇招，積極營造嶄新氣象。

詞創社 3 獨立樂團嗨翻活動中心

詞曲創作社於 1 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
辦 Livehouse， 邀 3 獨 立 樂 團 演 出， 吸 引 80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上月 20 日舉行迎新社課，
吸引約 20 名社員參加，除了介紹社團現狀與
運作方式外，並由社長航太二張耘碩、電機二
盧彥宇等 6 位社團幹部輪番演奏了「Viva La
Vida」等 5 首曲目，現場彷彿小型的演奏會；
下半節則是由社團指導老師李深惟提點社員的
「移動把位」和手指練習。張耘碩表示，「很
高興透過迎新讓社員們更認識古典吉他，今天

時報記者技能充電 招募新血ing
同為前《淡江時報》記者，現任鏡傳媒記者
李又如則分享人物專訪、深入報導的事前準
備、訪問技巧及互動，並強調，「採訪時要與
受訪者站在同樣的立場，用心聆聽他們所想表
達的，才能得到信任。」
文字記者中文三陳品婕分享，「何榮幸前輩
介紹許多新媒體的呈現方式，很新穎，也非常
吸睛！」攝影記者資圖三陳柏儒表示，「媒體
《報導者》致力於公共議題，深度調查並揭發
各種不公不義，讓我印象深刻。」
結訓典禮由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頒發聘書
與結訓證書，她勉勵學生記者在淡江時報社汲
取養分、發掘自我潛能，同時提醒正值招募新
記者期間，希望編輯與記者們努力挖掘新血。
凡全校大一、大二、研一同學，不限科系，
只要對新聞採訪寫作、新聞攝影有想法、有熱
忱，都可報考淡江時報，讓你透過鏡頭和寫作
記錄淡江大小事，累積傳媒實戰經驗。
報名自即日起至 17 日，請至傳播館 Q301
報 名， 或 上 淡 江 時 報 網 站（ 網 址：http://
tkutimes.tku.edu.tw/）報名，錯過得等明年。8
日（週三）、15 日
中午 12 時 10 分將
在 B428 辦說明會，
歡迎同學們聆聽。

校長張家宜（前排左二）、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前排右二）於
時報記者冬令研習會鼓勵記者。（攝影／趙世勳）

電機四林翰博
校園話題 物

跆拳道 加強防禦與攻擊訓練

跆拳道社社員不因寒假剛結束而鬆懈，上月
20 日社員大會依然活力十足的練習基本動作，
社長教科三翁子晴表示，強烈感受到社員的熱
情與對新學期的期待。會中還安排練習體系之
一「品勢」，亦即先定好對方的攻擊，利用適
當的技術練習來發展全身的肌肉和關節，訓練
大家的防禦和攻擊。社員中文二林昱君表示，
每次上課都是為了讓自己更進步，雖然辛苦，
不過這就是進步的不二法門。

星相社 揭開神秘占星面紗

星相社於上月 21 日的迎新茶會中，帶領逾
20 人進行破冰遊戲，熱絡社員之間的情感，並
由幹部介紹課程規劃，使新生更加了解內容。
社長歷史二鄭惠文表示，本學期課程進行星座
的探討，並製作個人出生時的星空圖，進而分
析特質、個性、未來等，透過老師講解，將讓
這學期占星課程有趣又實用。社員歷史二黃鈺
媃認為，「平常很少接觸到星座的領域，覺得
十分新奇，所以吸引我加入。」

氣球社 棒棒糖造型神模擬

可愛的氣球棒棒糖讓創意造型氣球社的新成
員驚呆了！上月 21 日是氣球社迎新社課，教

社團繽紛樂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神秘人突襲
校園！拯救魯宅男的春天！」大大的標語於上
月 22 日在尼可餐車前張貼，這是由彩妝社、
街頭潮流雜誌《CooL》舉辦的「Cool 快閃」
活動，由藝人現場挑選學生進行限時穿搭改
造，雖然活動進行一半即下起大雨，但現場依
舊擠滿人潮。
活動分為兩場，由藝人何美擔任主持，上半
場由曾參與「超級模王大道」的 Echo、從「超
級星光大道」發跡的潘裕文，為學生進行外套
的穿搭，Echo 更現場表演 Beat Box。下半場
則由剛成立的韓團 UNIVERSE 進行鞋子的穿
搭，並分享穿搭訣竅。
教科一張毓庭分享，「一直很喜歡何美，所
以來參加，活動贈送的雨衣和束口袋頗有設計
感。」社長大傳三張庭瑋表示，「由於下雨，
此次活動有許多突發狀況，但我認為這可以訓
練社團幹部的應變能力，希望這次活動能讓更
多人知道我們彩妝社。」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鐵道社於上月
21 日晚間邀請《臺灣鐵道客貨列車運行圖》作

皮 肉 傷
了！」他
呼籲喜歡
騎車的朋
友，要注
意安全，
多留意各
向來車，
更要遵守
行車禮節
與規矩。
即將面
臨學業新
挑戰，林
翰博已推
甄上本校
電機系機
器人工程研究所，對於單車的熱愛依舊持之以
恆。他說，「我還是會繼續騎車的！腳踏車對
我來說就是特別的存在，靠自己身體力行的感
覺真的特別棒！」或許某天，行經你身邊的單
車騎士，就是林翰博。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烹飪社 美食團康大破冰

烹飪社於上月 23 日舉辦迎新，活動前，熱
愛美食的 36 位社員先至熱炒店聚餐，再回教
室進行團康遊戲，並介紹本學期社課資訊。社
長電機二蘇筠皓表示，這學期共有 9 堂製作餐
點的課程，每堂更包含兩種不同的點心，希望
讓社員都能品嘗不同的美食。電機二徐博達分
享，「充分感受到幹部們很用心辦活動，使我
在享受美食外還有參與感，很期待社課。」

者陳律帆，以「線與線的奧秘」為題演講，吸
引 20 位熱愛鐵道的社員聆聽。陳律帆還帶來
運行圖做為有獎徵答獎品，讓同學積極搶答。
陳律帆先簡單介紹運行圖的功能，並教導
同學如何使用運行圖，最後讓同學比較不同
時期、地區運行圖的差異。社長運管二徐偉豪
表示，這堂社課希望藉由介紹運行圖讓對鐵道
沒那麼熟悉的同學，能有更進一步認識。運管
一譚聿駿表示，能從作者手中拿到運行圖很開
心，且運行圖不只對鐵道迷很方便，平常也可
以當作時刻表使用，對旅遊會有很大的幫助。

體適能有氧社 NTC 享受汗水淋漓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體適能有氧
社於 1 日進行第一堂流汗社課，由教練帶領近
40 位學員跳「NTC」，透過團體互動方式進
行綜合性的多肌群訓練，包含有氧、核心、肌
力、柔軟度與平衡感等。
社長日文二韓季螢表示，此堂社課可以與夥
伴相互督促、砥礪，一同體驗運動的快樂。會
計一陳律澐表示，「NTC 讓我體會到運動的
暢快，儘管平時我沒有很喜歡運動，但社課已
被我劃分在願意持之以恆的行列中。」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平凡的吐司搖
身一變為精緻小巧的點心！烹飪社於 2 日帶領

林 翰 博 多 年 來， 日 騎 單 車 數 小 時， 與
腳踏車幾乎形影不離。（攝影／閩家瑋）

區代表選拔中脫穎而出，卻在全國決賽中輸
了……」此時，他也因打籃球不慎摔傷，無法
繼續騎車。林翰博爽聲笑著說，「我又胖起來
了，所以天天盼著腳傷復原。」
痊癒後的他憑著不服輸的精神，在沒有教練
的專業指導下自行訓練，「大三時，我又參加
全臺最具指標性的全國自由車場地錦標賽，和
車友組隊，在團隊追逐賽項目中獲得全國第二
名。」對林翰博來說，「比賽是自我訓練的過
程，藉由每一次的比賽，我重新檢視自己的毅
力、耐力與體力。」
騎單車的過程中，難免遇上突發狀況，林翰
博分享，「鏈條斷裂和爆胎是常有的事，但我
都備有工具，會自己修理。」與單車為伍多年，
林翰博認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除了在比
賽時互相較勁，車友間也會分享修車技巧。他
又搔搔頭笑著補充，「真沒辦法時，就是叫計
程車送我們回家囉。」
6 年中比較嚴重的一次擦撞意外是，「在河
濱公園的自行車道，有位阿伯突然迴轉行駛，
我煞車不及，加上後方跟上的單車，便互撞成
一團，但幸好只是腳踏車車禍，不然就不止

年後甩油大作戰！體適能有氧社於上月 22
日舉辦「迎新社員大會」，會中由社團幹部簡
單介紹課程內容、器材使用及社團資訊後，吸
引逾 40 位新生踴躍報名。社長日文二韓季螢
說明，本學期著重 Body Combat、NTC、瑜珈、
肌力訓練及燃脂雕塑，希望可以帶給社員滿滿
的活力，一起享受運動。會計一江珮雅表示，
期待這學期的社課，也希望自己收獲豐富。

烹飪社 培根雞蛋土司塔初體驗

日騎４小時 狂燃單車熱

【記者陳品婕專訪】上午 7 點，也許你還在
呼呼大睡，有位青年卻已騎上他的愛駒，開始
一天例行的帶氧運動—往大臺北地區的各河濱
公園騎單車 3、4 個小時，他是電機四林翰博。
幾乎把單車當做代步工具的他說，「就連去路
口 7-11 買東西，我也都是騎腳踏車去。」
和腳踏車形影不離的林翰博，「我從高二開
始騎，起初是為了健身，一年之內瘦了 20 公
斤。」這時他也愛上單騎的自由與解放感。高
中畢業那年，更和 4 位朋友規劃了暑假單車環
島行程，「我們花了 8 天時間完成，對高中生
的我來說，腳踏車環島就是一種成就達成！」
林翰博特別推薦單車遊的口袋名單，「汐平
公路安靜而美麗，經常微風細雨白霧輕罩，天
晴時視野遼闊還能看見基隆嶼。」優美的景致
深深烙印在他心底。至於經驗中最困難的道
路，林翰博尷尬地說，「淡金路啦！因為路太
顛簸，車流量大，真的不好騎。」他強調，騎
車時選擇適合的場地是很重要的。
上大學後，林翰博開始參加各種比賽，「大
一時，我參加全國運動會，雖在臺北市的地

體適能有氧社 甩油塑身第一步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06(一)
英文系
林肯背誦比賽報名
8:00
FL207
3/06(一)
英文系 「北京之春」北京外國語大學外語
8:00
FL207 教學研習營報名
3/06(一)
教科系 教科系第17屆畢業專題成果展—憶
12:20
黑天鵝展示廳 起開幕式
3/09(四)
學發組
教學助理期初會議
12:00
I501

３月學藝社團有藝思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3 月份洋溢學
藝氣息！由課外組指導的學藝月以「有藝思」
為主題。活動除 15 日前有 9 場講座，月底在書
卷廣場還有擺攤，籌備團隊包含各學藝性社團。
活動總召土木二鄭丁豪表示，「學藝性社團
類型多樣，有 社團----國際事務研習社
7
講座
外交實力和外交技巧
日
靜態、動態、
講師 前駐法大使呂慶龍
技術及學術， 社團------遊戲開發社
8
講座 獨立開發遊戲入門攻略 日
希望透過學藝
講師 數位卡夫特製作團隊
月，讓同學了 社團--------禪學社
8
講座
口才培訓
日
解社團多采多
講師
傅崇豪博士
姿的特色。」 社團--------星相社
9
講座
風水運勢
日
2 日打頭陣的
講師
星宿
是 TEDxTKU 社團--------攝影社
9
講座 淡江女孩月曆製作大解密
日
工作坊，由教
講師
游勝富
科四劉育名以 社團------英語會話社
13
講座
關於我的柬埔寨生活
日
「行銷人必學
講師
朱品蓁
的文案力」為 社團-----圖像漫畫研究社
13
講座
漫畫構圖學
日
題分享。對講
講師
漫畫家曾建華
座有興趣者， 社團------微光現代詩社
15
講座 嘗試寫下一面能看見自己的鏡子
日
請洽各社團。
講師
新生代詩人陳繁齊

穿搭大改造 潘裕文 Echo現身淡江

鐵道社 邀陳律帆分享運行圖
（攝影／陸瑩）

導社員們免費製作棒棒糖造型氣球，吸引近
30 位社員到場。社長歷史四簡子涵表示，「看
到很多新面孔，很高興我們又增加新成員。新
手學的速度很快也都踴躍提問，希望大家能融
入氣球社，讓我們變成一個大家庭！」社員運
管四陳仁傑分享，「在幹部耐心教導下，手工
不巧的我都能折出一根棒棒糖跟泡泡球，所以
千萬不要害怕自己摺不出來，想學、想玩、想
認識好朋友的，超推薦氣球社。」

活動看板

█臺北

潘裕文指導同學外套的穿
烹飪社社員七手八腳製作
搭細節。（攝影／朱樂然） 點心。（攝影／朱樂然）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本報於上月 18
日在臺北校園舉行記者冬令研習會，校長張家
宜、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蒞臨開訓典禮表揚優秀
文字和攝影記者。張校長致詞時期許記者，要
扮演傳播校內訊息與學校政策的角色，正值本
校邁入第五波階段之時，希望透過時報讓更多
師生了解學校發展方向與歷程。胡宜仁則表
示，本校的資訊化起步早，但要持續進步，不
只是軟體，硬體方面也將循序汰換；更勉勵學
生記者在時報學習能提升應對能力。
本次研習邀請到從年輕世代到元老級的 3 位
記者，創辦新媒體《報導者》的總編輯何榮幸
說明從業一路以來的新聞媒體轉變與未來挑
戰，分享新型態媒體發展趨勢，讓報導更詳實
也更具可看性，並探討新聞媒體倫理的核心。
前《淡江時報》攝影記者、現職鏡傳媒攝影
記者林俊耀，指導如何在攝影現場拍攝出最佳
照片，以及預想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有時
候拍好編輯部所需要的基礎需求照片是不夠
的，自己也會覺得無聊，所以去尋找亮點、有
趣的地方是很重要的。」

的把位練習對於吉他演奏者來說，是重要的課
題，因為把位的完成度若不夠，將造成演奏中
斷。」社員財金三謝東霖分享，表演很多元，
很帥氣，看完會讓人燃起學古典吉他的鬥志。

█淡水

近 30 位社員製作培根雞蛋吐司塔及拔絲地瓜，
從入門烹飪起步，讓社員一起 DIY 體驗。社長
電機二蘇筠皓說明，「第一堂社課安排簡單的
料理製作，讓學員慢慢上手後，再學習更具挑
戰性的料理。」社課中，社團幹部也以有獎徵
答方式介紹料理的相關知識。日文四陳思婕表
示，第一次製作培根蛋吐司塔，很有成就感。

職涯月７講座 傳授求職秘訣

4日

1
7 &二
週
日
15
8 &三
週
日
16
9 &四
週
日
20 一
週

【記者周

求職面試 實戰講堂 怡霏淡水校
園報導】擔

打造完美自傳
心畢業後的
履歷撰寫技巧
求職面試卡
職場倫理：
關嗎？不知
不可不知的職場腹黑學
道履歷該怎

職場彩妝專題講座 麼寫？職輔

組在 3 月份
為同學安排
了 4 項主題共 7 場「職涯月」講座，每場透過
3 小時的秘訣傳授，讓同學的求職路更平坦。
就業面試關卡百百種，哪種攻略才能讓你無
往不利？於 7 日（週二）晚上 6 時首先登場的
「求職面試實戰講堂」將深入了解成功求職的
所有關鍵，講座中也將進行模擬演練，讓同學
們在短時間內掌握求職與面試的所有重要技
能。錯過這一場，沒關係，14 日還有一場。
如何撰寫引人注目的履歷？該選擇使用人力
銀行網站填表，還是要精美個人化設計呢？解

３月職涯月講座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答就在 8 日（週三）及 15 日將登場的「打造完
美自傳履歷撰寫技巧」講座。透過講座指導同
學撰寫技巧，獲得面試機會；講座中也將協助
同學釐清求職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並提出解
決方法和建議，且在會後讓大家實際撰寫個人
履歷，由專業顧問協助修改。
許多新鮮人的共同心聲：職場如戰場，與長
官、同事的應對進退，是門大學問。於 9 日（週
四）及 16 日舉辦的「職場倫理：不可不知的職
場腹黑學」講座，將讓同學了解面對面、打電
話、發信件的技巧，成為好人緣的專業人士。
都說第一眼的印象分數十分重要，面試怎麼
穿？上班怎麼穿？職場新鮮人該怎麼妝扮？ 20
日上場的「職場彩妝專題講座」將邀請資生堂
專業講師，讓同學迅速了解有哪些適用的職場
彩妝，如何在短時間完成合宜的妝扮，讓每個
人都能在面試及工作更加分。心動不如馬上行
動！詳情請洽職輔組承辦人白辰幃，有興趣的
同學請上活動報名系統報名。（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