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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內單純閱
讀 區 域， 如 覺 生
紀念圖書館 1 樓
自 習 室、2 樓 閱
活 區 等， 圖 中 為
圖書館 3 樓參考
書 庫 區。（ 攝 影
／何瑋健）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0 日

軍訓室籲 多利用公共運輸 品德教育植栽 600 盆綠意識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淡江 i 生活」已在動態資訊的公車動態中，
新增「學生專車」時刻表，包括「公館—淡大」及指南客運 756 線「淡江大學—
承德路—北門」兩條線路之發車時間。軍訓室中校秘書文紹侃呼籲全校師生
們多加利用公共運輸工具，「有鑑於目前捷運輕軌的施工，往返淡水的交通
路況並不好，搭乘公車除了能減少汽機車騎乘，有助交通順暢度外，更可改
善空氣品質，共同節能愛地球，達到環保的目的。」他也提醒，近日時常下
雨，天雨路滑，無論行人或騎士都務必更加小心，維護自身與他人安全。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雖逢春寒，絲毫不減學生的植樹熱情，延續
前一波提倡綠色生態熱潮，美術社繼續於 13 至 15 日在海報街擺攤進行「帶
得走的綠」，現場提供彩繪與種植迷你盆栽。活動負責人土木二劉宇傑表示，
活動運用浮水畫的創意彩繪盆栽，並提供火龍果與貓草的種子選擇，讓參與
的師生都能製作屬於自己的綠色氣息，約發出超過 600 個盆栽。參與活動的
國企二顏嘉柔分享，「即使自己不擅長畫畫，但在社員說明下，還是滿懷期
待地完成彩繪，不只體驗浮水畫，還帶走自己的植栽，是一次難忘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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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3/21(二)
15:10

學發組
I304

活動名稱
「創造你的“金“色人生」-金融
證照檢定技巧

3/23(四) 海事博物館 影片播放：海霧
10:10
海博館4樓
3/23(四)
10:10

學發組
I304

「IELTS雅思祕笈大公開 」-出國留
學考試 IELTS應試技巧

3/23(四)
12:10

學發組
I304

「作育英才」-談「英文（一）實
習」班級經營實務與衝突處理技巧

3/23(四)
14:10

學發組
L110

「資料怎麼找？讓你的研究、學習、生活
更加得心應手!」-資料檢索與應用技巧

3/24(五)
10:10

學發組
L110

「雲端科技的運用」-Google工具
使用技巧

3/24(五)
14:00

商管學院 法國里昂第三大學管理學院學生出國
B1104
期間第二學期在法國企業實習說明會

3/25(六)
11:10

海博館4樓 影片播放：海霧

25 寒假服務隊 分享助人真諦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16 日晚間，傳
播館與商館 7 樓不斷傳出充滿活力的歡呼聲，
這是課外組在 O306、Q306 以及 B713 舉行的
「打開心視界，看見你我他」寒假服務隊反思
分享會，25 支服務隊輪番暢談在寒假期間分
赴臺灣本島各地、離島地區，甚至遠至柬埔寨
金邊、中國貴州等地送暖的感想，分享過程引
發服務員們的共鳴。
會中由大專院校社團培訓講師高郁萍、中華
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副理事邱建智等校內外 6 位

管樂社全國學生音樂賽蟬聯4年特優

職涯月求職實戰講堂傳授面試眉角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為讓學生在畢
業前及早做好求職準備，減少面對職場的徬
徨，職涯輔導組主辦「職涯月」系列講座。在
14 日晚間以「求職面試 實戰講堂」為題，邀
請 Career 職涯學院職涯顧問李健佑來校分享面
試必勝秘訣，吸引 53 位同學報名參與。
在長達 3 小時的講座中，李健佑詳細地講解
面試前、中、後應注意的事項，除了基本面試
禮儀、禁忌外，更傳授了許多小訣竅。譬如，
建議若同學在面試後 7 天仍無接獲錄取通知，
可嘗試寫感謝函，可能會有意外的驚喜；或是
談吐字句間儘量以「我」來描述，而不是「他

歷史四張嘉如

活化社團課程氣球社垃圾鴿好吸睛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近日在臉書紅
遍全球的「垃圾鴿」貼圖，一隻紫色鴿子，上
下快速甩動頭部，迅速成為臉書洗版焦點，氣
球社也發揮創意將它做成「氣球」版本。
14 日社課由社團幹部帶領製作的「氣球垃
圾鴿」造型相當可愛，頭部迅速晃動和貼圖極
為相似。做出成品時，讓許多新社員感到非常
不可思議，現場氣氛熱絡溫馨！社長歷史四簡
子涵表示，「大家對於一些基本的技巧比較熟
練了！摺氣球時雖然要花一點時間熟悉技巧，
但都很積極地拿氣球不斷練習，看到大家瘋狂
與自己的作品合照，真的很開心！」社員機電
四方昱文興奮地說，「超級可愛，好療癒！」

英語會話社 朱品臻分享國際志工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英語會話社配
合學藝月講座活動，13 日在 E309 邀請青年發
展署校園巡迴講座青年志工達人─朱品蓁，以
「跨出一步的勇氣：關於我的柬埔寨生活」分
享她 3 次到柬埔寨，團隊合作過程中不同的收
穫。她表示，對柬埔寨有一種情感上的連結，
覺得那裡是她另一個家，有家人在等著。每一
次回去都與當地人們交流著不同的想法。她認
為能互相影響是件很棒的事！
社長保險二吳建勳表示，講者是社團幹部參
與柬埔寨服務隊時認識的，聽完她的分享，大

四驅車極速女孩 熱血狂飆

【記者趙世勳專訪】「做夢都沒想到我能在
四驅車比賽中得獎，尤其是從那麼多的四驅車
玩家中脫穎而出！」她笑說，「同學們都很意
外，他們印象中文靜內向的我，居然玩起四驅
車！」在去年 12 月，建築系所舉辦的四驅車
大賽的個人賽中，以最快速度搶下冠軍的正是
歷史四張嘉如。
或許你的童年也曾有四驅車陪伴著，但張嘉
如會踏進這領域，卻是因為，「我男朋友非常
喜愛四驅車，我很自然地受到他熱血的啟發，
很想知道四驅車有什麼迷人之處……」在好奇
心驅使下，大三時，「我吵著男朋友帶我去專
賣店買了一台田宮的車體。」四驅車一到手，
她就迫不及待地帶回去組裝。
第一次組裝的心情是很興奮的，張嘉如回
憶，「從小小的零件開始拼湊，變成一輛可愛
的車體，就像組裝樂高積木一樣。」看到自己
花一個多小時的成品在軌道上奔馳，成就感不
言可喻，「組裝四驅車不難，但挺磨人的，得
有耐心研究說明書才能完成。」
為了熟悉四驅車的原理構造，張嘉如更加細

張嘉如因投入四驅車更了解機械原理與動力學
知識。（攝影／閩家瑋）

校園話題 物

們、我們、他」等顧左右而言他的主詞。
另外，李健佑還表示，目前企業認為外語和
電腦應用能力是求職基本具備條件，真正決勝
點，在於具穩定性、抗壓性、良好工作態度、
表達溝通能力、學習意願等人才指標。他以曾
在鴻海的任職經驗，說明當年他在印度外派的
工作實務，讓夢想海外工作的同學提早認知實
際情形。更勉勵同學要找到適合自身的工作，
「好的職業是能力、興趣、價值觀之整合，三
者環環相扣。」
亞洲所碩三王曉玟表示，「經由講座讓我對
求職面試有了初步的認知，也注意到許多以前
忽略的技巧，獲益良多。」

社團繽紛樂

心觀察男友組裝並
不斷發問，「從簡
單的開蓋和鎖螺
絲，到複雜的配
重量及安裝更
寬的前翼和後
翼。」 她 半
認真地笑
說， 四
驅車已
是兩人
共同的
嗜好與
話題，
「那小
小車體其實有很多學問，像是重心配置與砝碼
穩度，都會影響行進的穩定與速度。」
張嘉如對四驅車投入愈來愈多關注，為了更
快速奔馳，除更換轉速更高的馬達，她開始上
網蒐集相關文章，研究馬達特性，「馬達的抉
擇很奇妙，要嘛耗電省力，不然就只能省電卻

桃園校友會前往桃園富林國小，以「凱瑞特的
他懇切地希望同學反思，「你的感動是來自籌
異想嘉年華」為題，「凱瑞特」為 Character
備期的努力，還是與孩子的互動。」更建言服
品格的中文翻譯，環繞品格教育進行活動。
務隊能將視野擴大至社區環境。課外組組長陳
花蓮臺東地區校友會則赴花蓮萬寧國小，以
瑞娥也提醒懂得愛，是一種智慧，期待各隊持
環保、科學、藝術、品德教育等面向籌備為期
續為志願服務努力。
4 日課程，隊長土木三林芳俞
在報告尾聲感性地表示，「營
期結束後，更覺得需要深入了
解服務對象，盼能帶給他們更
多正面影響，而不只是快樂的
育樂營隊。」
評審講評時，邱建智以審慎
嚴謹的口吻提醒，同學們從事
服務時要真正去同理對象的需
求，而非聚焦在自己的感受， 寒假服務隊溫暖分享服務經驗與收穫。（攝影／何瑋健）

費力。」為了比較適合的馬達並試跑速度，「每
一次都很花精力，若失敗，就得換上另一個馬
達重新試跑，相當考驗耐性。」
她也在相關網站認識許多同好，「因為四驅
車，我多學習也了解了許多機械原理與動力學
等知識，透過分享得到很多創意的靈感。」
在男友鼓勵下，張嘉如報名了建築系的四驅
車個人賽，這是她第一次參加比賽，「看到現
場那麼多四驅車玩家，有的車體七彩繽紛，有
的裝飾華麗，我大開眼界了！」而致勝關鍵，
她笑著說，「其實對手比我還強勁，但他的車
體太高太寬，導致在過軌道中ㄇ字型的洞穴時
卡住。」她以專業的語氣指出，「車身太輕的
車體會翻出軌道外；太重、太寬的車體則跑不
動、會卡在軌道上。」賽前，要不斷地試跑與
調整，「車體改裝並沒有一定標準，都依照個
人喜好。」話匣子一開，熱情地停不下來。
她愉快地說，「因為男友的推力與輔助，除
了激發自己對於四驅車的熱愛，同時也學習到
許多專業知識，他很為我奪冠高興！」下回見
到這位文學院女孩把玩四驅車不要驚訝，四驅
車已成為她重要的興趣。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機器人研究社關心相關產業
發展。（攝影／林俊廷）

【記者周怡霏、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音樂性社團傳捷報！管樂社與聆韻口琴社雙雙
在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決賽中獲
得佳績。其中管樂社精采的演奏備受肯定，連
續 4 年榮獲「管樂合奏－大專團體 B 組」特
優！聆韻口琴社則蟬聯「口琴合奏－大專團體
組」優等的肯定。
管 樂 社 於 10 日 在 基 隆 文 化 中 心 現 場， 以
美國現代作曲家大衛馬斯蘭卡，氣勢磅礡的
「Give us this day 第二樂章」為自選曲，從 19
個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評審 90 分以上的高
度肯定，與臺灣大學同列特優第三，並與第
一、二名的清華大學與交通大學在伯仲之間，

分別僅有 0.32 分與 0.04 分的些微差距。
管樂社社長資管二謝昕妤說，「我們演奏的
樂章以震撼的開場象徵著整曲的精采絢爛，雖
然練習過程辛苦，但能和大家一起拿到好成績
非常感動，未來我們也會持續努力下去！」社
員中文二徐國峻表示，「我覺得成績固然重
要，不過若沒有齊心努力，也不會拿到今天的
成績，非常謝謝評審的肯定。」
聆韻口琴社逾 20 名社員於 9 日在基隆七堵
國小與國立臺灣大學等 5 校一決雌雄，各隊實
力相當，比賽過程非常精彩。此次口琴社以貝
多芬洋溢英雄氣質的「愛格蒙序曲」作品 84
為自選曲，為了將名曲呈現得淋漓盡致，社員
一直緊鑼密鼓地勤加練習。
初次參加全國音樂比賽的社員經濟二郭宗揚
表示，「雖然比賽過程中十分緊張，但想到社
團老師提醒的話『學音樂不僅僅只是學音樂，
還包含態度、風範及品格。』讓我緊張的情緒
隨著樂曲的行進煙消雲散。」社長管科二詹巧
歆表示，「過程是最重要的，社員們在練習中
認識更多夥伴，也共同創造出努力練習的美好
回憶。」

評審委員針對分享會內容，以「服務計畫投注
力與持續力」、「規劃執行能力」、「團隊精
神與團隊合作」、「預期目標達成情形」4 大
評分指標，最後脫穎而出的特優團隊為種子課
輔社、親善大使團、樸毅青年團 3 服務隊，各
獲得 3 千元獎金及獎狀的鼓勵。
評審之一境輔組組長李美蘭，讚許種子課輔
社長期關注臺南層林國小，充分理解孩子需
求，引領孩子自我探索。該服務隊隊長資圖二
黃莉珊，「很開心經歷多次服務該校的經驗，
這些寶貴的經驗使我們能真正深入了解學童，
也學習到服務的核心，能得特優獎的肯定，讓
我們服務隊劃下完美的驚嘆號。」
每支服務隊透過 7 分鐘上的簡報，針對籌
備、服務內容、反思等層面進行分享。其中，

氣球社摺出造型相當可愛的
垃圾鴿。（攝影／閩家瑋）

管樂社（右一）在 105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
樂北區決賽中榮獲特優。（圖／管樂社提供）

（攝影／何瑋健）

愛心無國界

家都感受到她服務的熱情。社員法文二陳玉婷
分享，「當生命流經生命，生命就會影響生命。
此次我不僅初步認識了柬埔寨，也對國際志工
有更深入的了解。」

圖像漫畫研究社 曾建華解析構圖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圖像漫畫研究
社於 13 日邀請從事創作 20 餘年的漫畫家曾建
華來校談「漫畫構圖學」，吸引逾 30 位熱愛
漫畫的同學聆聽。
曾建華以專業角度說明漫畫基本的視覺動
線、分格間的連貫性，提醒需注意漫畫分格中
的主題凸顯、景物的層次、視點集等。接著談
到構圖的留白，曾建華強調，「留白是一種很
棒的構圖技巧。」尤其初學者在創作上更需注
意留白的使用。他也勉勵學員，繪製的過程中
難免有瓶頸，但仍要盡力完成作品。
圖漫社社長中文三楊湛維表示，「漫畫是一
種強調圖像與視覺流暢的創作，構圖相當重
要。感謝曾老師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說明，讓我
對於閱讀作品、創作有更深刻的體會。」收穫
滿滿的中文一邱絃蘭也分享：「講者生動風趣
且用心，將重點明確列出讓人一目了然，還輔
以不同的圖片說明，讓人清楚地了解構圖。」

微光現代詩社 陳繁齊以詩為鏡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詩集《下雨的
人》於去年 11 月出版，目前已 9 刷。作者新
生代詩人陳繁齊，於 15 日接受微光現代詩社
邀請，以「嘗試寫下一面，能看見自己的鏡子」
為題，暢談自己的創作大小事。
陳繁齊分享對書寫的看法時表示，在創作過
程中，其實是一種照鏡般的反思，不停感知、
了解自己，檢視情緒，捕捉自己真實的模樣。

社長中文三陳品婕表示，「講師分享了創作、
出版詩集以及自我身分轉換時衝突和轉變，非
常佩服他年紀輕輕就能出版詩集，並且持續寫
出自己的風格，我也期許自己能寫下看見自己
的鏡子。」社員日文一洪銓岑則說，「我很認
同講者說書寫是一種自我治癒的講法，觸發了
我很多想法。」

機器人研究社 邁克兄弟介紹產業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機器人研究社
於 16 日邀請到邁克兄弟科技經理馮晨桓，以
「機器人產業分享」為題，從淺至深的介紹機
器人的產品類型、應用與趨勢，並以實例影片
說明機器人製作與測試，馮晨桓表示，樂高機
器人是現在最為常用與製作機器人的材料之
一，其靈活性、擴增性與變化性為其優勢。
馮晨桓說明機器人學習的 Scratch 圖控式語言
是一套視覺化的程式語言，使用的是拖曳或組
合的簡單方法，能讓孩子從小在快樂中學習數
學與計算等理工能力。他也分享自身參賽經驗，
勉勵同學多多參加機器人競賽累積實力。
社長電機二黃煒智表示，「藉由這次演講讓
大家能了解機器人相關知識，以及現在及未來
的產業發展動向。」電機二楊子賢分享，「在
演講中輔以影片，讓我能清楚了解，也被影片
中高精密度的機器人震懾而佩服。」

鐵道社 王璿智挖掘桃機拍攝點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看到特別的飛
機來臺灣找不到地方拍？鐵道社於 14 日邀請講
師王璿智介紹桃機拍攝點，吸引熱愛拍攝飛機
的 16 位同學一同挖掘不一樣的桃園機場。
王璿智除介紹許多桃機拍攝飛機的好點外，
更特別提及能在桃機看到即將除役的飛機。社
長運管二徐偉豪表示，「相信來聆聽的同學都
記住了最佳攝影點，即便不是飛機愛好者，閒
暇之餘去機場附近走走也是不錯的選擇。」王
璿智還提供小禮物與同學進行小遊戲，猜測照
片的攝影地點，讓學員們踴躍舉手搶答。
英文三張柏鈞興奮地分享，「身為航空迷的
我，藉由本次社課得知更多從未聽說與拜訪過
的賞機景點，得到更多地點情報，對日後的桃
園機場拍機行程更加期待。」

懸吊式肌力訓練 Cross Core來助陣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將自己交給一
繼續嘗試不同的動作來訓練平時用不到的肌
組繩索，「懸吊式肌力訓練」是近年非常流
肉。體育教學組組員劉哲男則表示，剛使用這
行的健身方式，體育處也添購相關器材 Cross
種依靠繩子的運動時，很沒安全感，但有感受
Core，並在與衛保組合辦的教職員工體適能促
到對身體的負擔沒那麼大，要信任器材後才能
進班「懸吊式肌力訓練」中使用，由體育處助
把動作做流暢。
理教授趙曉雯進行為期 4 週的指導。
趙曉雯表示，Cross Core 是憑藉自體
重量，透過繩索支撐部分體重、維持姿
勢與動作變換，以達成訓練效果。其懸
吊特性需要運用大量的核心肌群來維持
平衡與姿勢協調，能刺激人體的各個肌
肉群，4 週課程主題皆不同。Cross Core
也規劃將運用在學生的課程中！
第一次接觸這種運動的航太系專員徐
珮珏分享，感覺更能消耗體脂肪，動作
看似簡單可是體力消耗量大，希望可以 懸吊訓練 Cross Core 吸引許多人嘗試。（攝影／朱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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