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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提醒校外賃居安全 金韶獎創作歌唱大賽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近日適逢學生校外租屋合約到期，頻傳糾紛，
譬如：房東不合理扣押押金、要求同學提早搬離原住處等。軍訓室中校秘書
文紹侃提醒同學，若是遭遇任何不合理對待，可以至軍訓室尋求教官幫助。
簽合約時必須看清楚房東的要求，不要被文字遊戲所騙，造成損失。文紹侃
同時叮嚀，住宿安全也是被疏忽的問題，搬至新住處時，請同學務必檢查好
門窗安全、熱水器安放位置、逃生通道是否暢通、滅火器功能與使用期限，
也要注意有無針孔錄影等問題，別讓不肖分子趁機損害自身權益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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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戰 40單車騎士 10 天遊臺灣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年度盛事「第 29 屆金韶獎創作暨歌
唱大賽」如火如荼展開！上月 25、26 日於文錙音樂廳有來自全國大專校院
共 157 組隊伍進行初賽對決。經過激烈競爭後，選出獨唱組 8 組、重唱組 6 組、
創作組 10 組進入 5 月 5 日的決賽，屆時將邀請到河岸留言創辦人林正如等 5
位重量級評審。活動總監化材二鍾浩哲表示，希望金韶獎給參賽者一個實現
夢想的舞台，讓自己的聲音、作品讓更多音樂人看見並勇敢追夢，本次也將
舉辦「金韶週」，包含博覽會、市集、說唱會、講座等，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單車社主辦第四屆單車環島活動「2017 蛋捲
環島」蓄勢待發，於上月 31 日上午 8 時在書卷廣場舉行啟航典禮，由學務
長林俊宏、體育長蕭淑芬等師長授旗，40 位單車師生騎士將踏上 10 天 9 夜
熱血的環島之旅。以本校為起點，行經西濱沿海道路、南迴公路、花東沿海
路線、北濱公路，環臺一圈里程長達 1 千公里。總召國企三李皓威表示：「單
車社每一年都有不同的蛻變，今年的環島規劃執行檢討全由學生統籌，在探
尋臺灣各處美景同時，也增加趣味考驗，期待展現毅力，並凝聚團隊情誼。」

1033期
千里環島起程

體育碩果大豐 校隊擒 6冠
（攝影／林俊廷）

活動看板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4/13(四) 海事博物館 影片欣賞：熱帶魚
10:10
海博館4樓
4/13(四)
學發組 大班教學我也行」-新興互動科技
12:10
I304
與班級經營技巧
4/14(五)
學發組 「雲端科技的運用」-Google工具
10:10
L110
使用技巧(上機實做)
4/15(六) 海事博物館 影片欣賞：熱帶魚
11:10
海博館4樓

諮輔組籲小心攝狼陷阱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諮輔組上月 30
日與婦女救援基金會合作，舉辦「打擊性愛攝
狼，你不可不知道的事」講座，邀請婦援會副
執行長白智芳前來演講，開場首先播映大傳系
畢製專題組「裸菜市場」預告片，內容提及未
經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復仇式色情」可能就
發生在你我周遭。
白智芳提到經統計發現，在臺灣 Line 是最
普遍用來散佈性私密影像的 App，很多人不小
心就點閱或分享影片，成為幫凶，但這是可選
擇的，「你可選擇傷害受害人，也可保護他。」
「裸菜市場」組員大傳四鍾嘉怡說，在拍片
過程中接觸了受害者，發現這真的會造成心理
陰影，令人心疼，希望大家能更了解相關議
題，別讓自己不小心成了幫兇。

網球 3 冠王

由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主辦的「106 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網球北區錦標賽」，自上月 19
日起一連 5 天在內湖彩虹河濱公園網球場展開
激烈賽事。本校網球校隊擊敗來自北區 17 所
大學好手，一口氣抱回 3 冠，包括男子團體、
女子雙打、女子單打。
男子網球校隊上月 20 日有 3 場硬仗，先打
敗東吳大學晉級 4 強，接著 3：0 擊落輔仁大
學挺進冠亞軍，最後以 3：1 佳績擊敗去年總
冠軍國立臺灣大學，獲北區錦標賽二連霸。

本校羽球運動代表隊男子組蟬聯大專校院運
本校撞球運動代表隊獲大專撞球錦標賽男子
動會北區錦標賽 3 連霸。（圖／體育處提供） 組冠軍。（圖／體育處提供）

近 40 家廠商參與，也多釋出近一倍職缺。」
今年邀請到各類型廠商參加，其中的餐飲、服
務業較去年多。承辦人鄭德成
表示，「經統計，參加的同
學逾 2500 人，投遞履歷有
2100 餘人次，廠商擬錄用
超過 900 人次，媒合率約
為 42.51%。」
現場除就業導覽與廠商介
紹外，亦設有履歷健診，協助同
學修改履歷，在求職的第一關能有更加亮眼的

表現。人資專家彭聖裕表示，尚有許多同學對
於未來志向不明確，因此修改履歷的方向為將
之結構化、邏輯化，想讓雇主在面試前注意到
的話，建議同學在學期間多多充實社團或打工
經驗，在履歷中能明確呈現出人格特質。
企管四周欣穎表示，還不清楚未來就業的方
向，但透過博覽會能了解業界所需人才及待
遇，希望未來能增加航空領域設攤。航太四李
寧則說，今年廠商多為餐飲、服務類型，針對
理工學院的職缺較少，建議能增加與研發相關
公司。

學藝月 13社團盡出奇招展特色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學藝月，真的
有意思！由學藝性社團聯合舉辦的「有藝思」
於上月 27 日至 30 日齊聚 13 社團在書卷廣場
進行創意市集。
上月 27 日中午舉行開幕式，校長室秘書黃
文智致詞勉勵，「我大學也是參加學藝性社
團，希望大家持續展現創新，把各自的特色發
光發熱！」接著以潑彩儀式，象徵多彩多姿的
各項活動。
美術社的攤位提供材料手做香氛蠟燭、手繪
帆布袋；彩妝社則體驗各種彩妝保養品；微光
現代詩社打卡送詩刊，還有詩句明信片可以帶
回家；鐵道社展示鐵道收藏品、認識鐵道文化；
電腦硬體社有藍芽耳機的產品體驗、日本文化
研究社提供穿著日式浴衣、日本麻將研究社介
紹日麻規則，還能上桌試一試。
動漫社販售社刊及自製週邊商品、自造者社
提供 3D 列印，10 分鐘即帶走專屬鑰匙圈，人
氣很旺；魔術社現場魔術互動，親自感受魔術
魅力，現場驚嘆聲不斷；國防研究社體驗操作
槍枝、射擊等；天文社則有星座配對的闖關活

動、福智青年社宣導淨塑，還寄送感恩卡片。
總召土木二鄭丁豪表示，期許能為下一次的
學藝性聯合活動打下基礎，讓更多人看見學藝
相關社團的多元特色！參與市集的英文三何承
軒說，這是讓學藝性社團展現自我的活動，希
望之後越來越好。

學生會 林品希分享職涯甘苦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懵懂無知的社
會新鮮人尋找工作的甘苦誰人知？學生會於上
月 28 日晚間邀請「愛慕婚禮顧問公司」創辦
人、中文系校友林品希以「搜尋你的關鍵字」
為題，分享畢業後尋找工作的經歷。
林品希說著親身體驗到的各種職業辛苦，以
及對於自我醒悟的經驗，並傳達出「永不放
棄，挖掘、了解自身價值」的理念。講座承辦
人資管四王國豪表示，希望藉由校友分享，讓
來聽講的同學能更了解自己對於自身能力的認
識、現在社會上對於員工的要求。

鋼琴社 詭異期中音樂會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悠揚的鋼琴樂
聲於上月 28 日晚間從文錙音樂廳傳出，這是
鋼琴社期中音樂會「安馨貝爾」，主題發想來
自恐怖電影安娜貝爾，因此現場特意營造詭異
的氛圍。
11 位表演者輪番上陣，曲風多元，有貝多
芬氣氛靜謐的「月光第一樂章」、柴可夫斯基
神秘浪漫的「船歌」，更有改編自自殺突擊隊
主題曲「Heathens」，讓原來詭譎的旋律更添
華麗，現場逾 60 位觀眾陶醉不已，掌聲連連。
學藝月 13 學藝社團齊潑彩。（攝影／何瑋健）
其中，電機二魏聿佑自創融合詭異、抒情的
「Sky Heart」，並表示大家都有許多演出經驗，
所以這次就放鬆地去享受音樂。總召德文二李
奕鈴感性表示，「籌備過程的確辛苦，但為共
同目標努力的感覺很好！」

實驗劇團 演出快要來不及
鋼琴社演奏詭異華麗曲風。（攝影／林俊廷）

教練張嘉雄談起賽況，開心地表示，北區各
校實力都非常堅強，尤其決賽時對上臺大，其
中第三點單打財金四謝岳倫同學展現平時累積
的能量，擊敗前乙組個人賽冠軍臺大黃朝陽，
其他點數也靠著絕佳默契獲勝，球員們在本次
比賽獲得非常好的經驗。隊長機電二李承融興
奮地表示，「學長們太強了！最感謝嘉雄教練
的指導，希望一路挺進 5 月份總決賽！」
女單部分，初出茅廬的公行一崔佳珉順利進
4 強，對上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時，連續擊
出高質量的底線抽球以 6：0 打敗對方，冠亞
軍與臺北藝術大學交手，發揮最大實力掄魁。
女雙部分，由崔佳珉及航太四廖謙文聯手迎
擊，4 強賽碰上慈濟科技大學，在兩人並肩合
作下以 6：0 取勝。冠亞軍與慈濟大學交手，
兩人展現堅強的韌性與默契，再次以 6：0 完
美奪冠。崔佳珉與廖謙文同時表示，雙打需要
與夥伴彼此依靠，她們很感謝夥伴的配合。

男子羽球蟬聯 3 連霸

企業肯定淡江 媒合率高過 42%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文承一
版）職涯輔導組組長吳玲表示，「本次就業
博覽會為本校近年最大，且擺攤廠商類型十
分多元。共釋出近 5 千個職缺，較去年多了

社團繽紛樂

本校網球運動代表隊榮獲大專校院運動會北
區錦標賽 3 項冠軍。（圖／體育處提供）

指導選手外，還要整天在現場關心選手狀況、
蒐集情資，戰況激烈是在學校上課所無法相比
的。她期許所有運動代表隊在領隊、教練的指
導下，發揮平日訓練的成效，為校爭光！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你曾後悔過或
趕不上什麼嗎？上月 25 日至 27 日實驗劇團第
三十二屆畢業作品「快要來不及了！」在實驗

劇場演出，劇情演繹一群朋友的故事，包含畢
業前的迷茫、工作上的成功與挫敗，以及家庭
磨合的種種，並堆疊出朋友間扶持與友誼存續
問題，讓觀眾省思生活中，有什麼來不及做的
事、來不及說的話。
演員西語三黃綺靖說明，我們 10 位演員在
與導演、編劇討論中，也加入親身經歷。讓資
傳一陳資洵最感動的是阿嬤生重病那段劇情，
「孩子們不在意而草草打個招呼就走，但若阿
嬤真的走了，那想說的話就來不及說了。」

熱舞社 解析 House 舞蹈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世界知名舞團
Dance Fusion 的 House 老師 Shan S 再次來校開
課啦！由熱舞社主辦的「 Dance Fusion ShanS
House Workshop」於 7 日晚間在體育館一樓熱
烈開講，45 個名額早在活動前就搶完。繼前
次 workshop 帶來的衝擊後，本次 Shan S 帶來
House 舞蹈，講解如何結合音樂變化腳步。
在 Shan S 帶領下，現場洋溢歡快氣氛，大家
跳得歡暢淋漓，收穫頗豐。社長英文三洪婷融
表示，「Shan S 老師來自紐約布魯克林區，受
Hip Hop、Breaking 等多種風格影響，是非常
有人氣的舞蹈老師。」參與活動的建築三鄭昀
茜表示，「老師是舞者兼 DJ，對音樂的認識
非常深層、細膩，我非常喜歡他獨特的風格。」

轉學生聯誼會 校際籃球聯誼賽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由淡江、真理、
輔仁、世新 4 校聯合舉辦的「第一屆轉學生聯
誼會籃球比賽」於 1 日上午在世新大學禮堂室
內球場熱烈開打，本校轉聯會派出「四季春珍
波椰微糖微冰」與「紅二七」兩隊參賽。中午
更舉行加碼三分球大賽，現場觀眾及比賽球員
都踴躍報名參與，活動在歡聲笑語中圓滿結
束。會長機電四陳延表示，「今年不同於前幾
年的北轉運動會，籃球項目相應的軟硬體全面
且完善，而淡江的表現則令人稱讚。」參與活
動的公行四施雅瀞表示，「這個活動讓轉學生
大家庭中的成員更加團結了。」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全大運羽球北區錦標賽自上月 23 日起 4 天
在臺北市立體育館 7 樓展開對決。男、女子組
分別有 33、13 隊參賽，各方人馬皆有備而來，
本校羽球校隊在臺大等勁敵虎視下，戰果輝
煌，勇奪男子團體組冠軍、女子團體組亞軍。
男子冠亞軍賽戰況激烈，對手臺大實力堅
強，前兩點單打賽各贏一點。接下來的雙打
賽，本校以穩健表現獲得第三點及第四點勝
利。終場以 3 比 1 的比數，蟬聯北區錦標賽 3

時報新記者培訓
淡江時報社新進記者用心聽講 5 堂培訓課
程。（攝影／何瑋健）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上月本報舉行
新進記者招考，經筆試、面試篩選錄取文字、
攝影記者共 33 名，並於上月 28 日至 30 日在
傳播館及商館辦理培訓研習課程。
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鼓勵新進記者向資深
記者學習，同時期勉大家在本報能夠提升自
己，並盡情發揮。培訓課程由本報 4 位編輯分
別介紹每週作業流程、獎懲規定，講述人物專
訪技巧、新聞採訪的寫作注意事項，以及專題
寫作經驗分享等。
新進記者在自我介紹時，除表示對於媒體工
作非常感興趣外，也期望能夠多磨練自身口才
及待人接物的得宜態度等技能。新進文字記者
大傳一鄭乃文說，編輯說明未來可能會發生的
事件，提點記者需具備的素養與專業。期許自
己在文字撰稿能力上精進，並希望同學們會喜
歡他的報導。

拍賣

遺失物

隨身碟最夯

上月 23、24 日下課鐘聲一響，大批人潮瞬
間湧入商管大樓 4 樓，這是軍訓室拍賣 104 學
年第 2 學期無人認領的逾 1600 件遺失物品，
拍賣所得逾 1 萬 9 千元，經費將首先運用於遺
失物管理相關存放設備、工讀金等，其餘交由
本校友愛互助基金管理運用。
生輔組少校教官陳祥茗表示，隨身碟拍賣價
格實惠，很受歡迎。被人潮吸引來的西文二方
星譿表示，隨身碟是學生必需品，在拍賣上能
撿便宜，且不浪費資源。陳祥茗提醒，同學們
要保管好隨身物品，如有遺失，請速至各大樓
服務櫃檯詢問，或到教官室詢問。並補充教
室、圖書館等最容易拾獲學生的遺失物，遺失
物品多是水壺、手機、隨身碟等。（文／劉必
允、攝影／林俊廷）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連霸殊榮。
男子組隊長航太三吳聲昌表示，「離夢想更
近了！冠軍的背後是犧牲很多假日時間訓練體
能的，為了學校名譽，大家都很爭氣。」指導
教練黃貴樹表示，「北區錦標賽是總決賽的前
哨戰，感謝領隊楊繼美教授給予現場指導，羽
球校隊定會再接再厲，展現更好的成績。」
女子組擊敗輔仁大學挺進 4 強，再以 3：2 氣
走東吳大學，最後與去年冠軍中原大學對決，
我方以 1：3 飲恨，獲得亞軍。隊長統計三陳品
穎有信心地表示，「在領隊楊繼美教授與慧敏
教練指導下，我們會在總決賽發揮戰力。」

撞球精神總錦標第一 女子組奪金

本校撞球運動代表隊在「105 學年度大專撞
球錦標賽」榮獲精神總錦標第一名、女子一般
組 9 號球團體冠軍、男子一般組 9 號球團體第
四名佳績。
賽事於上月 24 日起，連續 3 天在文化大學開
賽，男、女子組共 20 餘校參賽，隊長資圖四潘
暐衡表示，隊員靠著平時的練習將基本功練得
紮實是得獎主因，感謝教練張郁洵的指導與教
學，還有副教授楊總成與講師郭馥滋的協助，
「女子組能在團體賽中勝出，感謝共同努力的
隊友及球隊的支持鼓勵！」隊員資工四陳思羽
分享，「撞球包含了許多智慧的應用。比賽時
思路要隨時改變，才能因應不同的球型。」

獲優秀青年表揚

張育聖
賴永彬

張育聖獲選本校全國
優 秀 青 年 代 表。（ 圖 ／
張育聖提供）

學生活動中心擠滿了想
了 解 職 場 現 狀 的 同 學。
（攝影／林俊廷）

就業博覽會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教學行政觀摩
日的連假前，本校運動代表隊在春寒料峭中不
斷傳出捷報，網球校隊奪 3 冠、羽球校隊男子
組蟬聯 3 連霸，撞球校隊除女子組奪冠外，更
獲得精神總錦標第一名。體育長蕭淑芬表示，
能獲得好成績，除了場上選手努力的表現，另
外很辛苦的就是領隊及教練，除了在比賽現場

【記者劉必允淡
水校園報導】為
慶 祝 329 青 年
節，課外組公
開遴選出本校
12 位「106 年
青年節表揚大專
優秀青年」，其中
英文四張育聖獲選為本校
全國代表，
於上月 28、29 日為期兩天一夜，在劍潭活動中
心參加表揚活動；運管四賴永彬獲選為縣市代
表於上月 25 日在致理科技大學參加表揚典禮。
張育聖感恩地表示，「兩天的菁英論壇中，
感受最深刻的莫過於認識他校的優秀青年代
表，他們成績好又會玩，對未來早有規劃或正
創業中，讓我反思如何讓自己變得更好！感謝
在研究領域上帶領我的林銘輝老師，還有啟發
我人生的錢欽昭老師，更感恩學校給我機會。」
賴永彬開心地表示，「謝謝師長們引導我學
習、克服這一路走來所遇到的考驗，也謝謝評
審老師讓我在大學生涯畫下精彩的一筆。」課
外組組員林泰生表示，其他優秀青年將擇期在
校內公開表揚。

230生服務萬金石馬拉松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臺灣年度最大
的馬拉松賽事「萬金石馬拉松」在上月 19 日熱
情開跑，而志工是成就賽事的重要推手，本校
投入 230 多位同學參與服務工作，是提供最多
志工的團隊。
儘管當日天候極差，但仍澆不熄同學們的熱
情，凌晨 2 點多已在游泳館門口集結，由體育
處活動組組長黃貴樹帶領，準備前往金山、萬
里及石門等地點協助水站、會場服務及終點物
資發放等工作。
黃貴樹表示，同學們的服務精神與態度，受
到主辦單位及參賽選手的高度肯定，相信同學
們除了見識到大型賽會外，也從中體會到志願
服務的真正意涵。參與服務的法文一司徒亭萱
很有感觸地說，我們發揮團隊合作的精神及分
工合作的效率，很開心能讓賽事順利完成。

本校同學熱血擔任萬金石馬拉松志工。（圖
／體育處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