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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組呼籲勿淪詐騙幫兇 多元性別情感探索 17 報名止 品德教育綠藝盎然高人氣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近來警察局接獲多起大專生不惜將戶頭、身
分證借給詐騙集團，或是幫忙代領款項，成為「車手」的案例，只為輕鬆賺
取高額的零用錢，殊不知已經觸犯法律！
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表示，淡水警分局偵查隊隊長陳冠宇請本校協助宣導，
呼籲學生切勿因一時貪念，藉此賺取來路不明之財物，協助詐騙集團從事犯
法行為而因小失大。曾瑞光強調，同學切勿以身試法，若接獲可疑訊息，除
提高自身的敏銳度、主動查證外，亦可撥打反詐騙專線 165 回報或尋求協助。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想了解跨性別關係的同學請注意，諮輔組正
招募「多元性別情感探索團體」，對象為校園內多元性別同學，包含同性戀、
雙性戀、跨性別與尚在探索的學生。利用每週一晚上一個半小時，共 6 週時
間，由李冠邑、黃予岑、高紅梅 3 位實習心理師，以團體活動方式帶領大家
整理與探索感情中的酸甜苦辣。有興趣的同學請上網填寫報名表（網址：
https://goo.gl/O9Rm87），報名至 17 日止，報名後諮輔組將有專人與同學
聯繫，介紹團體進行方式，並了解同學對團體的期待。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品德教育活動「綠藝盎然」邀師生一起喚起
綠意識！由美術社提供小麥、火龍果種子與培養土，於 9 日中午在福園上方
草皮舉行開幕式「綠與你」，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學務長林俊
宏與數十位師生參與。張校長致詞表示，學校是培育人才之處，希望藉由活
動傳遞「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理念。她也親手植下小麥種子，並噴水 5 下，
象徵本校邁入第五波。另 9 至 10 日、13 至 15 日在海報街設有擺攤活動「帶
得走的綠」，除提供花盒彩繪外，還可免費帶走在攤位上完成的植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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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人第五波
（攝影／何瑋健）

世大運舉重測試賽圓滿落幕
羽球男女校隊雙奪冠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由體育事務處
主辦「105 學年度北區大專校院羽球邀請賽」
於 4、5 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4 樓登場，兩日
賽程競爭激烈，男、女子組均有 15 校，共 31
隊參賽，各方人馬皆勢在必得，本校在臺大、
臺科大、政大等敵手虎視眈眈下，勇奪男、女
子團體組雙冠軍。
男子組隊長航太三吳聲昌與女子組隊長統計
三陳品穎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很興奮能和這
麼多所大專院校進行球技交流，最要感謝的是
領隊楊繼美老師與教練貴樹老師、慧敏老師的
指導與照顧，讓我們發揮全力，才有好的表
現。我們已經為 3 月底大專盃做好準備，要乘
著北邀盃的氣勢一路打上去！」
男子組指導教練黃貴樹表示，邀請賽是為月
底北區錦標賽進行的熱身賽。女子組指導教練
蔡慧敏補充，藉由此賽和他校切磋球技，可以
檢驗多日的訓練成果。（圖／羽球校隊提供）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為迎接 8 月的
世大運舉重賽事，「106 年全國青年盃舉重錦
標賽暨 2017 臺北世大運測試賽」於 4 日起一
連 3 天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7 樓開賽，並於 6 日
圓滿落幕，共頒出 16 面金牌。校長張家宜於 6
日蒞臨現場觀賽、為選手加油，並與日本奧會
國際事務副主席齋藤泰雄、臺北世大運組委會
副執行長鄭芳梵一同擔任頒獎嘉賓。
整場賽事的焦點為 6 日壓軸登場的奧運國手
陳士杰，他雖在挺舉挑戰全國紀錄失敗，但
以抓舉 190 公斤、挺舉 240 公斤、總和 430 公
斤，順利摘下 105 公斤以上級金牌。陳士杰一
現身，便受到粉絲們的矚目，他說，希望能拿
下世大運獎牌！對測試賽的表現，感到滿意。
4 日隆重的開幕典禮，參加貴賓包括臺北世
大運組委會執行長蘇麗瓊、世界大學運動總會
（FISU）舉重競賽項目技術委員 Aniko、國際
舉重總會技術委員會委員 Reiko、國際奧會委
員吳經國、體發會委員紀政與陳全壽、中華民
國舉重協會理事長張楊寶蓮及總教練蔡溫義。
開幕典禮中安排由 IWF 名譽第一副會長、
全國體育運動總會會長張朝國頒發「2015 國際
舉重總會（IWF）最佳女運動員獎」給奧運雙

學藝月外交老將呂慶龍談外交技巧
呂慶龍談外交實力與技巧。（攝影／閩家瑋）
【記者周怡霏、林佳慧、簡妙如淡水校園報
導】呼應學藝月主題「有藝思」，許多學藝性
社團，分別舉辦各項精采講座。
國際事務研習社於 7 日，邀請前駐法大使呂
慶龍暢談「外交實力與外交技巧」。呂慶龍先
從臺北市長柯文哲與美國總統川普的案例談到
多種外交策略，如：正面堅定、以退為進、不
輸不贏等等，說明策略均視目標、情況和立場
而擬定。接著從外交、經貿等方面看國家競爭
力，並分享自己 42 年的外交實務經驗，最後
講解國際溝通和外交談判相關知識。
社長經濟三宋威頤說：「大使提到為了讓談
判提早結束，主辦方刻意將場地設備弄差，時
值夏天也不開空調，這讓我見識到策略的細
節！」德文四楊斯涵說：「聽完講座我了解到，
即使臺灣外交處境艱難，但外交人員仍秉持外
交官沒有悲觀的權利，落實踏實外交。」

遊戲開發社 談遊戲開發甘苦

遊戲開發社於 8 日晚間舉辦「獨立開發遊戲

資工四蕭百淳
校園話題 物

入門攻略」邀請數位卡夫特獨立遊戲開發工作
室執行長魏傳耕，分享心路歷程及遊戲開發人
員的工作。
魏傳耕曾在澳洲的遊戲開發公司擔任美術設
計，返臺後建立自己的團隊，剛開始因經驗不
足遇到重重阻礙。他說明遊戲開發的工作內容
不簡單，並以遊戲企劃員為例說明企劃員必須
和美術、程式人員溝通，了解遊戲的平衡、地
圖規劃等等數值設置。
他強調，團隊成員間的交流、與玩家溝通最
重要，可快速且明確地找出不足點。中文二陳
苡里表示，講者很務實，分享很多遊戲開發必
經挫折，覺得學到很多。

攝影社 解密淡江女孩月曆製作

身為淡江人，你一定聽過「淡江女孩月曆」，
但你知道它是如何被製作完成的嗎？ 9 日，攝
影社邀請拍攝「淡江女孩月曆」的攝影師、本
校財金系校友游勝富，以「淡江女孩月曆製作
大解密」為題，分享月曆的製作過程。
從模特選角到背景選擇皆在考驗攝影師的功
力，游勝富認為除了選出氣質合適的模特兒
外，凸顯景區中的細節特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講座中他並詳細解說拍攝男女人像技巧的異
同。社員企管一莊士弘分享，「淡江女孩月曆
成功地記錄下我們學校特有的清新氣質，人物
和景物的安排都非常好，透過講者分享能夠感
受到他對作品的用心。」

台體大；男子組名次則是長榮大學、師大、台
金得主、2017 臺北世大運代言人許淑淨，全
體大 A、體大 A 隊。
場掌聲如雷。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測試賽期間，針對賽
開幕典禮前先舉行男子 56 和 62 公斤級賽
事、燈光、管制、服務、拍攝、頒獎典禮等，
事，56 公斤級賽事由奧運國手唐啟中以抓舉
都是比照正式賽模擬測試，希望能把主場優勢
105 公斤、挺舉 135 公斤、總和 240 公斤的成
發揮出來。歡迎大家 8 月到現場欣賞各國好手
績奪冠。首日共頒出 6 面金牌！
競技，也為許淑淨、陳士杰、郭婞淳等國手熱
5 日進行第 2 日賽程，共頒出 5 面金牌，其
中，里約奧運銅牌郭婞淳參加 63 公斤級賽事， 情加油！
最 終 以 抓 舉 103 公 斤、 挺 舉 133 公 斤、 總 和
236 公斤的成績拿下金牌。她賽後表示，對世
大運的目標，有一定程度的信心。
最終日的比賽率先登場的是男子 94 公斤級，
由正修科大羅鎬至以抓舉 150 公斤、挺舉 185
公斤、總和 335 公斤奪下金牌。他說，只要有
進步，就有繼續練習的動力。男子 105 公斤級
校長張家宜（左三）與 63 公斤級金牌得主
金牌，由師大選手李浩然拿下，過去他也多次
郭婞淳合影。（攝影／何瑋健）
入選國手。
女子 90 公斤級，由師
大 A 羅 楹 湲 以 抓 舉 103
公斤、挺舉 135 公斤、總
和 238 公斤摘金。她說，
這次比賽能挺舉舉出 135
公斤，是個人最佳表現。
女子 90 公斤以上級，由
高雄市選手劉昀蒨摘金，
成績抓舉 95 公斤、挺舉
125 公斤、總和 220 公斤。
本次賽事團體組成績，
女子組前 4 名依序是高雄
市、 師 大 A、 體 大 A 與 校長張家宜（前排左一）擔任舉重測試賽頒獎嘉賓。（攝影／何瑋健）

社團繽紛樂

體適能有氧社 戰鬥有氧拚甩油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在快節奏的激
勵音樂與教練強而有力的指導下，體適能有氧
社於 6 日晚間進行「Body Combat」，由教練
Jacob 帶領 30 位學員進行戰鬥有氧課程，一路
拳打、腳踢，消耗卡路里。副社長日文二李怡
萱說明此堂課，能完全宣洩精力又強化心肺功
能，一舉兩得。物理二顏家榆表示，社課讓自
己學到更多有氧及肌肉訓練。

熱舞社 多樣舞風迎新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陰冷的初春，熱
舞社用熱情的舞蹈感染著同學！ 6 日晚間在體
育館一樓，舉辦第二十一屆迎新活動，約 130
位同學參與。現場以紅、黃、藍、綠 4 色燈光
搭 配 Locking、house、Popping、freestyle 等 舞
風，隨著動感的音樂，讓現場掀起諸多高潮。
隨後更邀請社團資深社員獻上精湛舞蹈，氣
氛 high 到最高。社長英文三洪婷融表示，迎
新是一學期活動的開端，希望社團幹部們的舞

蕭百淳的積極與主動被師長看在眼底，大四
即被委以隊長任務，這時他也面臨新舊隊員斷
層窘境，「我這屆和下屆人數偏少，沒有足夠
人力能指導新人。」為了提供更良善的服務，
他一有空就會與值班的新手聊天，或約吃飯，
「這樣就能了解新手遇到的問題、交流維修技
術。」他呼籲大家電腦壞掉時先別驚慌，「可
以先試著重開機、觀察外觀與聲響，並檢查插
頭或線路是否脫落；在聯絡我們時若能更具體
地說明，這樣維修時就能更加明確與快速。」
電腦維修服務隊兩年半的經歷，蕭百淳有感
而發，「加入服務隊讓我更精進自身技術；當
上隊長後，則學習到如何與他人溝通協調，如
何統合與領導一個團隊，這不是人人都有的機
會，所以我很感謝柏哥的提拔，也很珍惜剩下
的這一學期。」
在畢業前，蕭百淳還有一個待完成的目標，
「我希望能整理出一套維修電腦時通用的問題
資料庫，讓新隊員在學習上能更有效率，這樣
也能減少幹部壓力，同時在解決問題上更能對
症下藥。」期待他的「電腦維修資料庫」能早
日完成。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13(一)
英文系 林肯背誦比賽報名至15日
8:00
FL207
3/13(一)
未來學所 「2050你想要的大學」寫作創意競
8:00
ED504 賽徵稿活動（現場報名）
3/13(一)
未來學所 未來學工作坊（電話報名，校內分
8:00
ED501 機3001）
3/14(二)
職輔組 【職涯月】求職面試 實戰講堂
18:00
B502
3/15(三)
職輔組 公司徵才說明會5-特力集團
12:00
Q409
3/15(三)
職輔組 【職涯月】打造完美自傳 履歷撰寫
18:00
B608
技巧
3/16(四) 海事博物館 影片播放：海明威&老人與海
10:10
海博館四樓
3/16(四)
職輔組 【職涯月】職場倫理：不可不知的
18:00
Q409
職場腹黑學
3/17(五)
職輔組 公司徵才說明會6-新光金控
12:00
Q409
3/17(五)
商管學院 昆士蘭理工大學教師蒞校舉行碩士
14:00
B302B 1+1雙聯學位說明會
3/18(六) 海事博物館 影片播放：海明威&老人與海
11:10
海博館四

文化週 MAR 13 預購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第十四屆聯合
文化週「文化尋旅 - 突破盲常」將在 20 日開
跑！想品嚐屏東傳統點心雙潤糕、花蓮特色名
產地瓜酥、澎湖酸甜的仙人掌冰嗎？若要搶先
預購，就趕緊把握時機吧！預購週活動於 13 日
（週一）開始，為期 3 天，花東、宜蘭等校友
會將在海報街擺攤提供預購服務。
同時，在黑天鵝展示廳也將由花東、屏東、
竹苗、高雄、二齊、中投 6 校友會規劃靜態展。
另外，21 日晚上各校友會將在學生活動中心聯
合舉辦「文化週之夜」活動，有各校友會的表
演及互動式遊戲，讓參加者認識各校友會的特
色與名產，歡迎全校師生來同樂。掃描入場券
背面的 QR code 填寫抽獎表單，將有機會抽中
各縣市名產等豐富獎品。

蹈能感染新社員。參與活動的
公行進學二鈕泓予表示，希望
更多熱愛舞蹈的同學能來參與。

天文社 分享超新星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
天文社於 8 日邀請前全國大學
天文社聯盟主席歐柏昇以「千 體適能有氧社戰鬥有氧課程強化心肺功能。（攝影／閩家瑋）
載難逢 - 歷史上著名的超新星與人們的對話」
衝突，林靜儀說：「吃冰並不會直接造成生理
為題演講。
期疼痛，這是沒有醫學根據的。」社長國企二
歐柏昇以人類觀測超新星的歷史，談奇異天
蘇柏睿表示，十分認同講師的想法，也反思處
象如何促使人類投入宇宙的研究，並指導新社
女膜或處女是否應在傳統價值觀下，為他人或
員學會認四季的星座，及了解望遠鏡的用途與
社會的期待所存在。
操作。社長英文四趙偉翔表示：「講者非常專
iPower 社 分析人格特質
業且講解生動，由淺入深，層層剖析，不僅新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iPower 社為了
社員聽得懂，也增進了天文相關知識。希望透
歡迎新社員，於 8 日晚間舉辦 DISC 人格特質
過這堂講座讓社員對天文產生更大興趣。」
課程，邀請 104 人力銀行招募顧問古政坤利用

同進社 用醫學看身體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同進社於 8 日
晚間舉辦「打破處女迷思，用醫學看身體」講
座，邀請現任立法委員、前中山醫院婦產科主
任林靜儀，透過自身看診與醫學經歷去檢視社
會對於處女膜的迷思。她提到許多人認為處女
膜是一層薄膜，一戳即破，但其實是組織受到
些微撕裂流血，同時也指出民俗療法與醫學的

國外企業廣泛應用的「DISC」，為社員們進行
個性測驗，也針對未來職涯給予建議與規劃方
向，逾 20 位社員參加。
會後還抽出電影票得主，社長西語碩一林書
維表示，活動氣氛熱絡，社員不僅更加認識自
己的人格，也獲得打工、企業實習的相關建議。
水環四張菱分享，講者不僅給予學習方向，也
從測驗中認識自己的特質，覺得獲益良多。

時報正在找熱血的你 記者招募ing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8 日中午，淡
江時報社在 B428 室舉辦第一次招生說明會，
吸引逾 30 名對文字及攝影有興趣的同學前來
聆聽。會中，《淡江時報》編輯楊靜宜向同學
說明淡江時報運作流程及注意事項，幽默風趣
的談話，成功化解台下同學的緊張，同時也邀
請文字、攝影記者共 5 名學長姊經驗分享，大
家踴躍發問，互動熱絡。
前來參加的歷史一陳偉傑表示：「會想加入
記者分享。（攝影／蔡晉宇）

謝謝我那麼有耐心地幫
忙。」這讓蕭百淳很有
成就感。
說到自己最擅長維修
的項目，蕭百淳指著印表
機說，「大三那一整年，
我負責印表機的維修工
作。」 經 過 那 一 整 年
的 磨 練，
「我完
全摸透
了印表
機，什
麼樣的
損壞狀
蕭百淳電腦維修，服務受肯定。
態都看
（攝影／陳柏儒）
過。」
因此，他主動歸納問題與解答，「我建立了《問
題查詢錄》只要印表機有什麼問題，查一下就
能知道要從哪裡開始著手維修，這樣不僅減少
維修時間，更降低損壞機率。」同時也讓新接
手的維修同學有參考資訊。

活動看板

█臺北

多樣學習樂趣 社團課程琳瑯滿目

電腦維修高手 實踐學用合一

【記者楊喻閔專訪】「從小我就喜歡動手做，
常常摹仿大人拿螺絲起子拆東拆西。」這是現
任資訊處電腦維修服務隊隊長、資工四蕭百
淳，他尷尬地說著兒時糗事，「小學時，我把
書桌的燈泡換成比較小的燈泡，因電壓問題釀
成電線走火，被爸爸狠狠教訓一頓。」這個經
驗讓他往後拆組任何物件時，更加謹慎小心。
上大學後，蕭百淳在捷元電腦門市部打工，
「這時我真正接觸電腦維修，知道如何實用所
學的理論。」也因熱心幫同學修電腦，意外獲
知電腦維修服務隊徵工讀生，「開始執行任務
時，才發現自己所知、所學的只是冰山一角。」
受挫的他說，「當時有好多不知道如何處理的
問題，或是花一段時間才找到癥結點，柏哥
（技士鄭柏棻）免不了要再三提醒與督促。」
蕭百淳沒有因此打退堂鼓，有不懂的就開口
問，一點一滴地累積經驗，「我告訴自己要耐
住性子」，每當完成任務，大家給予的稱讚，
就是鼓勵他撐下去的動力，「有一年暑假接到
財務處電腦案子，我花了整整兩天幫他們重新
輸入資料與程式。之後柏哥告訴我，他們很

█淡水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淡江時報》是因為學姊的介紹，加上自己對
於新聞寫作、傳播媒體也一直很感興趣。目前
最擔心的是怕準備不周，沒辦法順利考上文字
記者。」
你也想透過文字與攝影報導淡江大小事嗎？
淡江時報社將於 15 日中午 12 時 10 分在 B428
室進行第二次招生說明會，錯過本次招生會的
同學，請把握機會。
另，新記者招募報名至 17 日下午 5 時止，歡
迎全校對新聞工作
有興趣的大一、大
二及研一生加入淡
江時報社大家庭，
除能累積傳媒實戰
經驗外，還可讓你
的大學生活更加精
有意願的同學快下載 采！趕快來報名，
錯過再等明年。
甄試報名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