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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1 月 8 日

就貸生看過來！臺銀來校對保 軍訓室提醒請假兩日須附證明 管弦之夜 海盜姑娘跳踢踏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就貸生看過來！臺灣銀行將於 18、19、22 日
三天的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3 時 30 分到校對保，服務對象為第 2 次（含）
以上辦理就學貸款者，請到商管大樓 4 樓學務處聯合服務中心辦理。對保須
攜帶：一、學生本人身分證及印章；二、臺銀申請／撥款通知書，共 3 聯；三、
下學期繳費單（財務處網站列印）；四、手續費 100 元。生輔組提醒，對保
前請先準備上述資料，現場不提供列印。首次辦理就貸者仍須到臺灣銀行，
若戶籍地、姓名、家庭狀況有異動者，請檢附戶籍謄本（正本、影本各 1 份）。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本週氣溫驟降！軍訓室上校秘書黃立夫提醒，
同學務必添加衣物，出門前確認氣象，並注意自身保暖。本週起新一波大規
模、強烈冷空氣來襲，加上期末考將至，呼籲學生避免著涼感冒。若是因
身體不適需要請病假的同學，單日可自行到生活輔導組網站（網站：http://
spirit.tku.edu.tw/tku/main.jsp?sectionId=2）進行線上請假系統填單，若是兩天
（含）以上的請假，須將假單印出並附上就醫證明，再送至軍訓室遞交系教
官簽名才能核准。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期末音樂會暨弦樂社聯合音樂會於上
月 29 日率先開跑！管樂場以「管弦之夜－海盜姑娘跳踢踏」為題，由社團指
導老師陳一夫擔任指揮，並邀請中華民國空軍軍樂隊小號首席鄭柏鑫進行獨
奏，演奏《鬥牛士進行曲》堅定有力的節奏搭配威武雄壯的曲調做為開場，
成功吸引觀眾目光，整場演奏 8 首曲目，逾 50 人參與演出。
觀眾、電機二葉欲晟說：「我沒學過樂器，當下聽到管樂合奏感受相當震撼，
覺得團員們的表現非常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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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院際盃商管男女排雙冠王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6 學年度第 3 屆院
際盃排球賽，經過近一個月的廝殺後，冠軍賽於 4 日、
5 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開打，由商管學院男排、女排
贏得雙冠，男排更蟬聯兩屆冠軍，成為最大贏家！工
學院院長許輝煌、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外語學院院
長陳小雀等師長特地到場加油，同學們熱情為選手歡
呼，比賽現場熱血沸騰。體育長蕭淑芬表示，「此次
院際盃由商管學院拿下雙冠，非常難得！本校排球風
氣愈來愈盛行，每一隊皆努力的增進實力，使隊伍想
要贏得獎項也更具挑戰性。今天比賽非常精彩，期待
同學們明年有更出色的表現！」
女排冠軍賽由商管學院對上去年冠軍隊伍外語學
院，前兩局兩隊不分軒輊，商管學院皆以些微差距險
勝；第三局在猛烈進攻下，商管學院以絕佳默契及穩
定的接球實力，最終以 3:0 擊敗對手，奪下冠軍。商

（攝影／吳冠樑）

管學院隊長、經濟四蔡明庭和國企三簡亞婕開
心分享，「很高興拿下第一！賽前想到應戰去
年冠軍就非常緊張，幸好這次很沉穩才能獲
勝，外語學院是非常可敬的對手！院際盃集結
了各系同學，一同培養默契、合作奮戰，以球
會友的情誼非常難得。」男排冠軍賽由商管學
院和工學院一決勝負，雙方來勢洶洶，氣氛緊
張刺激！前 3 局兩隊使出渾身解數，不分上下；
第四局比數一度來到 7 分之差，工學院後起直
追，搶下第四局。關鍵最後一局商管學院以
15:13 兩分之差、奪下第一，成功蟬聯冠軍寶
座！商管學院隊長、保險四陳重宇說：「院際
盃集合各系練習，在短期培養默契不易，很開
心我們做到了！這次對手相較去年十分強勁，
打起來特別辛苦。謝謝大家把冠軍留下了。」

5 音樂性社團獻藝 開春送上學習成果
聆韻口琴社舉辦期末成發 夜深聆響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聆韻口琴社
於上月 23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期末成果發表
會「夜深聆響」，帶來精彩的 9 首演出，包
括以四重奏演出英國民謠「野宴」、電影配
樂「女人香」及英國創作歌手 Sam Smith 作
品「Have Yourself A Merry Little Christmas」等，
曲風多元、優美動聽，近 30 位社員參與。
聆韻口琴社社長、航太二蔡紘傑說：「成
發圓滿落幕。希望聽眾能在我們優美的琴聲
中，度過愉快的佳節假期。」此次成發的新
生曲「天黑黑」，由學長姊帶領新生合奏；
最後的「英國民謠組曲」及小約翰·施特勞
斯的「皇帝圓舞曲」大合奏則是特地邀請畢
業校友返校演出。觀眾、財金三謝敦凱分享，
「最喜歡合奏的表演！社員們帶著情感演
奏、令人震撼，除了聽到獨奏、四重奏、大
合奏等多元呈現，也看到工作人員對服裝的
用心，演出相當精彩。」
合唱比賽暨成果發表會 緣緣不斷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歌喉讚！上
月 30 日晚間，合唱團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合
唱比賽暨成果發表會「緣緣不斷」，吸引約
100 人到場支持。這次主題為羈絆，合唱團
團長、中文三蔡玫萱表示，「緣緣不斷，象
徵著淡江合唱團每一位成員之間的羈絆，就
像五線譜上的每一顆音符，缺一不可。」
這次邀請到淡江合唱團指導老師杜明遠、

駐團指揮林坤輝、夢響人聲音樂工作室陳立德
與會；上半場競賽的獨唱組，由德文二王國讚
挑戰魔笛裡面大祭司薩拉斯托所唱的「O Isis
und Osiris」一曲獲得冠軍；重唱組是由許定
洲帶領的「最粗的感動」隊伍贏得冠軍；合唱
組是由顧家瑜帶領的「喔喔喔喔喔」隊奪得冠
軍。今年選曲活潑，下半場表演有人聲堆疊的
曲目、特別以戲劇詮釋「Insalata Italiana」歌曲，
以及音樂劇「悲慘世界」的 solo 獨特嗓音，精
心安排的各式曲目讓臺下觀眾聽得相當過癮。
管樂弦樂聯合音樂會 海盜姑娘跳踢踏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期末音
樂會暨弦樂社聯合音樂會於上月 29 日率先開
跑！管樂社社長、教科二林孟昀說：「在籌備
和排練過程中，因為新成員的人數較以往多，
所以在團練時很難顧全到整體。還好大家依舊
很努力的練習，最後 3 首曲目與弦樂社合作，
很開心臺下觀眾熱情回應，整體的舞臺效果很
棒，期待未來與弦樂社有更多的合作。」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弦樂社於 2 日
晚間 7 時 30 分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期末音樂
會「海盜姑娘跳踢踏」，攜手管樂社同臺演出，
並以兩社合作曲目為題，挑選阿萊城姑娘組曲
搭配神鬼奇航描繪海盜姑娘，融合火焰之舞的
踢踏舞曲及歌唱元素。現場湧入百餘人觀賞表
演，十分熱鬧。團長、英文二張寶容表示，「和
管樂社合作的經驗難得，由於兩社指揮老師不
同，團員們進行團練時得自我調適，算是一項

難題，但大家都相當投入、努力練習。」團員、
資圖三陳宗賢說：「我們幾乎都在課後時間練
習，也花了很多時間尋找合作默契，最後能成
功演出，感覺很好。」
節目上半場由弦樂社開場，以海頓的 C 大
調弦樂四重奏「皇帝」打頭陣，曲調活潑激昂，
充分展現弦樂社的氣勢。表演曲目從流行的電
影配樂到古典樂都有，皆是聽眾耳熟能詳的歌
曲，引起不少共鳴，壓軸曲目「火焰之舞」氣
勢磅礡，更讓臺下觀眾叫好。弦樂社副社長、
航太三李欣諺說：「很開心與管樂共創美妙樂
章，之前開過無數次會議，嘗試合組管弦樂團
就盼讓兩社發揮實力，期待下回再次合作。」

弦樂社於 2 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期末音
樂會「海盜姑娘跳踢踏」。（攝影／陳柏儒）
西音社邀外校演出 西音大道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2018 年搖滾
不停歇！西音社於 3 日晚間在宮燈覺軒教室舉
辦第九屆「西音大道」，有別於過往的新生盃

外交與國際二皮韻和
校園話題

前進聯合國
直擊外交的力量
物

【記者李穎琪專訪】眼前這位身穿套裝的
女孩，談吐進退有度，她是外交與國際關係
學系二年級的皮韻和，擔任系學會會長，
協助辦理國際學院週及學術演講等活動。
略快的語速顯示出她思維的活躍性，給人
留 下 伶 牙 俐 齒 的 第 一 印 象。2017 年 3 月，
她代表臺灣遠赴紐約參加全美模擬聯合國
（NMUN2017）；同年 7 月，參與教育部青
年發展署公部門見習計畫在移民署台北市服
務站學習體驗，同時投入「2017 亞太事務青
年培訓營－模擬 APEC 會議」，代表韓國經
濟體立場發言。如此緊湊的步伐，皮韻和樂
在其中，「我很幸運，投入心力、積極參與
的事情都是出於熱愛，而這份熱情也帶給我
前進的動力。」
小學就讀雙語學校的皮韻和，受教育環境
的影響，很早開始接觸外國文化。在中學時
期加入了國際事務研習社，直接或間接地學
習國際事務，漸漸培養起思辨、談判及溝通
能力。在升高三的那年暑假，跟隨著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前往以色列參加國際青年環境領
袖會議，探討空污、噪音污染等環境議題。
那是她第一次獨自前往動亂的區域，「在此
之前，我完全不認識以色列，後來卻深深愛
上這個國家。」

皮韻和在會期間，與來自 8 個不同國家的同
學交流，走訪了耶路撒冷、特拉維夫等地，
當地文化風俗、宗教色彩、教育制度及美食
佳餚皆讓她大開眼界。「以前常聽專家分析以
色列，但當你身歷其境，徒步穿梭在市井巷弄
間，近距離觀察他們的生活，才可以真正聽到
人民的心聲。有時候他們的回答，跟大家想的
完全不一樣。」
大膽走向世界的皮韻和，學習獨立思考、時
間管理之餘，自我經營也反映在就讀外交與國
際系上，選擇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學，在
課堂間熱情參與討論，大家從不會害羞或吝嗇
發言及提問。「對我而言，拓展更廣闊的學習
視野，接受不同文化思想的衝擊和洗禮，以及
感染同儕積極進取的氛圍，都是一大啟發。」
去年赴美參加 NMUN2017 如同站上世界舞
臺的初體驗，來自世界各地、逾 5,000 位大學
生們扮演國家代表，針對國際情勢和利弊關
係，傳達不同角度和立場的見解，進而提出一
份務實的決議文。他們的談吐和思維表現，讓
皮韻和獲益良多，「印象最深的是我踏進聯合
國總部的那一刻，對於熱愛研究國際事務的人
來說，絕對是夢想成真，我非常自豪參與其
中，也更加了解聯合國內部運作。」
外交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關鍵的一環，皮韻和
形容：「今天一位外國人來臺灣，對遇見的人

就讀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二年級的皮韻和。
（攝影／劉芷君）
事物會留下深刻印象，這也決定未來他如何
向別人介紹臺灣。可見外交不只是經濟、科
技層面的交流，更不該仰賴政府作為，文化
外交其實可以從我們做起。」皮韻和分享，
讓自己學習的標的結合喜歡的事物是一種既
享受、又能有收穫的好方法。平日喜歡看國
務卿女士、紙牌屋等影集，在放鬆之餘也藉
此提升語言能力。懂得找到前進方向的皮韻
和，言談間散發沉著自然的自信，她計劃未
來加入國際企業或國際組織，「雖然今日生
出的決議文只是一張單薄的紙，但誰又能說
它以後沒有潛力改變世界呢！」在發揮優勢
與長處之際，更盼貢獻一己之力。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 w/

西音社於 3 日晚間 7 時在宮燈教室覺軒花園
舉辦「西音大道」。（攝影／吳冠樑）
樂團樂手賽形式，這次由「晟源」、「走過
的路」、「台灣黑熊」、「抓屁股的貓」、
「東城蛇舞」5 組樂團輪番上陣，帶來輕鬆、
非競爭的精彩演出，約 40 位觀眾到場欣賞。
表演開場由大一新生團「晟源」帶來吉他
技巧高超的演奏曲，抒情的曲調中呈現空靈
的氛圍，令人有種如夢似幻之感；緊接著由
樂團「走過的路」演唱歌手陳奕迅的「讓我
留在你身邊」等膾炙人口的歌曲，雙吉他手
自彈自唱默契極佳，精湛的吉他獨奏橋段成
為全場焦點；外校樂團「台灣黑熊」帶來「如
果我了解她，她也了解我」、「彈吉他的女
孩」等 3 首自創曲，輕快有趣的旋律與歌詞
使現場氣氛沸騰；「東城蛇舞」與詞創社樂
團「抓屁股的貓」也相繼演唱西洋樂團 Our
Last Night 的「Sunrise」等高音域的搖滾歌曲，
爆發的高音令全場驚豔無比。
企管一林玟諭說：「我喜歡東城蛇舞的表
演，樂器種類很多，整體都很好聽！」

星相社邀繆心盤點
2018 星座運勢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新的一年開始
了！想了解星座運勢嗎？星相社於上月 28 日
在 Q306 舉辦「2018 年星座運勢講座」，邀請
到占星協會理事繆心老師來校解說 12 星座的
2018 年運勢及各大行星的運行對於眾星座的影
響，吸引逾 50 人到場聆聽。
繆心說明，木星（歲星）在西洋中是幸運星，
帶來機會與改變，2018 年主要是停留在天蠍座
的宮位，將為天蠍座及水象星座帶來好運。但
在中華傳統信仰中是指犯太歲，因為中國人偏
好穩定、安逸，不變即是好，所以不喜歡木星
帶來的變化。
繆心進一步說明土星（鎮星）在 2018 年行
走在魔羯座的宮位，為魔羯座帶來磨難與考
驗；相反的，中國傳統信仰卻鍾愛土星，因為
他們相信它可以鎮守住一切，不會帶來突如其
來的變化。
整場活動除了探討新年運勢，也帶領大家深
入科普星體的東西方差異。星相社社長、教
科二張宇徹表示，「透過講座希望能為大家解
惑、掌握未來運勢走向，並鼓勵所有聽眾，即
使在運勢悲慘的一年，每個星座的朋友還是有
值得努力的地方，感謝大家熱情的參與。」
企管二鄭皓任說：「講座內容充實且精彩，
讓我更了解整體的流年運勢。」

（攝影／吳冠樑）

活動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8(一)
職輔組 正美集團－實習暨徵才說明會（大
12:00
B302A 中華規模最大印刷公司）
1/11(四)
海博館
影片欣賞：地中海沉船之謎
10:10
海博館四樓
1/13(六)
海博館
影片欣賞：地中海沉船之謎
10:10
海博館四樓

足球隊踢進大專聯賽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 學年度足球運動聯賽
於上月 25 日到 29 日在國立屏東大學展開為
期 5 天的賽事。這是本校首度打進公開男子組
第一級資格賽，與崑山科大、高雄醫大及陸軍
官校等校競賽。面對來自各方強勁的對手，足
球隊隊長黃梓揚分享，「這次比賽結果不盡理
想，有隊員在賽前受傷，以致影響了團隊表
現。這次出賽除了觀摩他校團隊的紀律，也充
分感受到團隊合作的氛圍。鼓勵球員們再接再
厲，我們會持續練習、強化訓練強度及培養隊
員的合作默契，為下學期的複賽努力！」（文
／邱筱涵、圖／足球隊提供）

學生會攜手國企系學會
邀蘇書平談職場必備力
「想成為企業未來的重要資產嗎？」4 日晚
間在 Q306 由學生會主辦、國企系系學會協辦
的「外商經理教你職場必備力」講座，邀請現
任先行智庫／為你而讀執行長蘇書平來校演
講，多達 90 人到場聆聽。
蘇書平首先點出現今企業需要能快速理解趨
勢、跨領域的人才，且能在資訊化世代中，擁
有掌握和分析能力，並將其內化成有價知識十
分重要，「如此才能作為你的職場競爭力！」
他以《施振榮 薪傳》、《比爾．蓋茲傳》等
書籍的閱讀經驗說明，透過多方涉獵和趨勢對
話有助拓展視野，也以無人車、FB 虛擬實境
和仿真機器人的影片告訴同學，市場認知已徹
底改變，未來的工作雖有所增減，但其中還需
近 50 種不同領域的技術來完成，「你必須要
對跨領域知識有理解和重新組裝的能力，排列
成客戶想要的產品。」
蘇書平補充，「沒有人天生就是完美的，你
必須了解自己適合的工作，並且在職場上不斷
的歷練來修正缺點、精進優點，讓你的亮點跳
出來，創造自身的價值。」國企二趙淇芸分享，
「新事物會一直不斷的出現，要積極接觸、學
習及了解趨勢，才能跟上世代的轉變。」（文
／丁孟暄、攝影／馮子煊）

學思知行營報名開跑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組
將於 24 日至 27 日在淡水校園舉辦為期 4 天 3
夜的品德教育系列活動「山丘上的心靈對話—
學思知行營」，邀請新生代基金會董事長林火
旺進行專題演講。活動設計有思辨咖啡屋、擁
抱大地、心靈靜思、人生大舞台等，將由臺灣
大學哲學所研究生以自主、容忍、簡樸、自我
價值、友情、感恩為題，帶領學員進行思辯，
帶領學員們探索內在價值、生命意義，以及嘗
試將品德內化成為處事價值觀，期以實踐力行
及擴大影響力。即日起開放報名，詳情見活動
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編輯／張瑟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