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園福音團契迎新活動中，30位新舊社員
相見歡。（圖／校園福音團契提供） （攝影／陳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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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三王莉婷

說道：「其實也是自己不服輸啦。」為了一圓
拿獎的夢想，她先了解自己所學資管的強項，
改以Excel作為挑戰目標，「我也會很害怕數
字，所以當年才以Word比賽。大一時，系上
有要求考取Excel證照，課堂教師的函數詳細
解說，才開始覺得Excel有點有趣。因為比賽
失利，跟指導老師討論後，才轉戰Excel並接
受指導和練習。」
　面對比賽項目的轉換，王莉婷坦承曾遇到撞
牆期，尤其在學業與每週平均2至3小時競賽練
習的壓力下，讓她需要在時間管理上調適，她
表示，「這時候我就會冷靜，給自己有更多的
時間休息，跳脫之後再回去看，你會發現牆消
失了。」她認為，遇到問題時不要逃避，要從
環境中、師長中去找答案，「有這麼好的環
境、這麼好的老師，不要逃避，因為問題還是
會存在，唯有去解決它才能進步。」
　今年比賽時，遇到在美航班延遲2天，比賽
當日凌晨3時才抵達會場，隨即於10時開始比

賽，但她仍保持冷靜專注在比賽中，克服考
題翻譯落差而取得佳績，因此王莉婷以自身
經驗鼓勵同學，不用害怕Excel，「因為軟體
本來就是為了方便而創造出來的，不要因害
怕就不去接觸它，學會它能對生活增加很多
便利性。你可以先從你有興趣的地方開始學
起，培養對它的興趣，你要覺得好玩才能長
久。」（文／李羿璇、攝影／林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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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管三王莉婷於7月在美國奧蘭多市，
從全球65個國家、超過150名世界選手中，
奪下2018年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Excel 
2013第三名，她分享：「其實突破Excel的門
檻後，它可以比Word、PowerPoint簡單。」
　素有「資訊界奧運」之名的世界盃電腦應
用技能競賽，對從小立下要拿下該賽事獎項
的她，是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父親是名電
腦教學講師、哥哥也是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
競賽得主，可從這競賽中培養電腦應用技能
和強化自身的就業競爭力，「因此，想要挑
戰是很自然的事情，而淡江是世界盃電腦應
用技能競賽的常勝軍，這也是選讀本校就讀
的原因之一，希望能在這有世界盃實力的教
學環境中讓自己茁壯成長。」
　不過，王莉婷雖於2017年全國賽中摘下
Word 2013大專組冠軍，但與代表選手擦肩
而過，無法代表台灣出賽當年的世界盃競
賽，今年卻以Excel獲得世界第三，她羞赧地

松濤女宿逃生演練動起來
　為加強住宿生面對災害和緊急狀況的應變能
力，住宿輔導組於19日晚間7時，在松濤館舉
行「107學年度松濤館消防安全逃生演練」，
全體住宿生均一起參與。在模擬真實的災害
情況演練中，以廣播通知火警警報後，教官及
宿治會成員分別引導住宿生依循逃生動線至指
定的疏散地。參與者、中文三洪郁惠表示：
「實際模擬逃生演練到松濤館外面，很有參與
感。」 （文／鄭少玲、攝影／廖國融）

快申請專業證照獎勵

重視著作權 謹慎使用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為使本校師生重視智慧財產權保護觀念，教師
提供的數位教師資源光碟或教師資源網站之內容，如簡報投影片檔、題庫、圖
片、影片等僅供教師備課或課堂授課時使用，若未經取得授權，不可將其資源
內容上傳於校內網路教學平臺，或錄製於開放式課程內。生活輔導組組長王鴻
展呼籲，請同學使用正版教科書，切勿因影印複製與下載散播未經授權之著作
與教學資源，以致侵害他人著作權而觸法，請從合法管道取得教材內容，勿未
經著作權人同意翻印、下載，希望同學注意即便只有自己使用也已觸犯法律。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
導】上週是加退選週，一到
中午，商館大樓二樓的多間
電腦教室均湧入許多加退選
學生，大家準備在選課前奪
得先機，以能選到自己心目
中理想的課程。

柔道社示範柔道基本技巧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柔道社於17日
晚間在紹謨紀念體育館地下一樓武術室，與逾
50名新舊社員迎新，展示過肩摔等柔道基本技
巧。柔道社社長、土木三張展輝說：「此次是
讓新生體驗被摔倒的樂趣。」高齡82歲的柔道
社指導教練謝貴美男說明柔道精神，最後的抽
獎競賽中，由英文一沈庭瑜抽中社服獎品。
校園福音團契深談促進情誼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校園福音團契
於18日晚間與30位社員相見歡，社團幹部以聊
天拉近彼此距離。社長、資管三鄧希倫表示：
「這次的迎新辦得比想像中的好，明明大家都
是第一次見面，卻像老朋友般聊得開心，希望
未來都可以相處得愉快。」參與者、全財管學
程二楊甯雅認為，本次活動有很深入的小組交
流，讓參與其中的人都有全新的感受和收穫。
溜冰社跳人表演獲好評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溜冰社於19日
晚間在溜冰場舉辦迎新，現場準備過角標、跳
人等表演，讓70位在場社員對連綿不絕的角標
列、5人跳人等精湛技術驚呼不已。接著，各
家社員則在家爸家媽的帶領下進行金屋藏嬌等
團康活動，促進交流，認識彼此。最後在一片
和諧的氣氛下，迎新活動圓滿結束。
競技啦啦隊示範後空翻
　【記者陳翊誠淡水校園報導】競技啦啦隊社
於19日晚間6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迎新暨說
明會，現場還示範側翻，後空翻，內轉後空、
空拋等動作讓大家驚呼連連。教科一駱羿彣分
享：「之前在開學典禮看過表演，因此吸引我
來參加此次的活動。」化學二李少騰表示，入
社後想學後空翻，感覺這裡充滿陽光和活力。
詞創社展示音樂人的熱情
　【記者歐陽子洵、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詞
創社於18日晚間19時在紹謨體育館地下一樓社
迎熱力開唱，由滑倒、靴的鬥魚、甩到骨折、
笑死等7組樂團帶來17首表演，逾60人到場欣
賞。西語一張主沂說：「今天很開心來參加迎
新，因喜愛音樂，希望在此學習音樂，所以選
擇加入詞創社！」詞創社社長、資工二林讓言
表示，「詞創社會介紹各式的音樂曲風並展示
音樂人的熱情來讓新生來加入我們。」
西洋劍社帶新生體驗刺靶
　【記者歐陽子洵淡水校園報導】西洋劍社
於18日晚間19時在紹謨體育館地下一樓舉辦迎
新，由社團幹部們帶領約20位新生一同享受擊
劍的樂趣！社長、西語二王潔渝說明：「本次
安排團康活動，如分組闖關遊戲等，讓社員彼
此熟悉，並帶領新生握劍及刺靶體驗、其他不
同劍種的練習，以更了解西洋劍社。」
微光詩社迎新融入詩作元素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18日晚間，微

光詩社在L314舉行迎新茶會，吸引近30名新生
到場參與。社長、中文三周俊成表示：「迎新
遊戲將詩的要素融入其中，希望能提升初學者
學習詩的興致，未來社課會再以讀詩會方式呈
現詩的多元。」英文碩一徐瑜棉分享：「很喜
歡這裡溫暖活潑氣氛，這次結合詩社成員作
品，不但讀到詩作也能更瞭解整個社團。」
桃友會團康活動過中秋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桃園校友會
於19日晚間在淡水農場舉辦制服夜烤活動，近
150名桃友變裝出席，會中安排團康遊戲讓新
生彼此認識。會長、統計二張雅茹表示：「在
中秋節前夕與桃友會成員同樂，看著大家彼此
交流真是備感欣慰。」參與者之一、會計一郭
亭君感謝學長姊準備活動內容的用心。
日研社舉辦體驗穿著浴衣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文化研
究社於17日晚間在商管大樓舉辦「浴衣體驗活
動」，超過20位學員參加，現場邀請社團客座
講師駱慧珣前來指導浴衣的小知識及歷史、示
範浴衣穿著的每個步驟。日文三郭又瑄表示，
透過浴衣體驗活動，希望讓同學能了解日本傳
統服飾文化機會，以親近日本的古典美。
火舞社手作道具了解用火
　【記者蔡依絨淡水校園報導】火舞社於18日
19時30分在E410舉辦迎新，讓學員了解火舞社
的內容也透過團康遊戲彼此認識。20日晚間也
舉辦道具製作營，透過道具製作讓他們了解到
火舞表演時需要注意的作業程序。本次活動總
召、機電四楊鎮豪表示，藉由互動遊戲熟悉彼
此，給新生了解用火安全的重要，並以道具體
驗讓新生找到自己最想學習的表演道具。
星相社迎新茶會推塔羅牌占卜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星相社於18日
晚間舉辦迎新，由社團幹部帶領新進社員進行
團康活動，也體驗塔羅牌占卜方式。社長、產
經二王靖慈表示，這場迎新對沒有活動經驗的
幹部是場挑戰，但大家仍一起同心規劃和執
行，希望讓更多對占星及塔羅牌有興趣的人聚
在一起。歷史二黃聖詠說：「這次茶會很有
趣，讓我們更期待這學期的課程。」
創意氣球社動手做造型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創意造型氣球
社於19日晚間7時在E305舉行社團說明會，另
有免費體驗活動，吸引50人感受製作過程的歡
樂。參與者、法文三邱筱涵分享心得：「我覺
得此次說明會很有趣，不僅介紹了氣球打氣的
基本原理，也讓我們動手做簡易氣球造型，引
發我對造型氣球更大的熱情。」另外，創意造
型氣球社於26日晚間18時30分在E312舉辦「氣
球運動會」迎新茶會歡迎至該社FB報名。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107學年第1學
期學生專業證照獎勵將於10月4日至15日接受
申請，本次申請獎勵之證照的核發或生效日期
須介於107年2月1日至7月31日期間。凡符合資
格者請先在學生學習歷程系統中完成證照登錄
手續後，再向系所遞交相關文件申請。若同學
取得未列入獎勵證照類（級）別表的專業證照
時，可於9月26日（週三）前填寫「建議新增
獎勵證照申請表」送往就讀系所進行專業認定
後，再於10月1日前送諮輔組複核。
　諮商暨職涯輔導組編纂吳美華表示，獎勵證
照開設的初衷是為了鼓勵學生就學期間取得各
項專業證照，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加上配合
政府提倡證照制度以提升產業技能的趨勢，讓
同學畢業後能更快融入就業環境，找到適合自
己的工作。諮輔組於10月2日、9日舉辦「職業
適性診斷測驗」，幫助診測個人的職業適性。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至活動報名系統查詢詳情及
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海豚盃 排球36隊激戰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2018全國海
豚盃大專排球賽」於16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完
美落幕！共男女36隊報名，約453位來自不同
大專院校學生參與此次賽事，經過激烈廝殺後
由來自臺灣大學隊伍「喔伊系」奪下冠軍，
亞軍「北商 」隊、季軍「還在想」隊。體育
長陳逸政表示，「海豚盃排球賽邀請校外各方
強勁的對手一起切磋球技，很高興同學都很支
持，藉此推廣排球活動，期待同學能更熱情參
與校園體育賽事。」
　女排校隊隊長國企四簡亞婕分享，「這是首
次舉辦比賽，須同時兼具比賽球員及工作人員
的身分，有幾場比賽以些微的差距飲恨，非常
可惜。本次賽前我們擬定了完善的傷害處理計
畫和流程，因此在傷害發生的第一時間給予緊
急處理，使傷害降到最低程度，也得到各隊的
肯定。我們也會持續提升自己實力，希望明年
讓二線球員也能夠隨時上場比賽。」

路透社到校採訪 ROTC
　【本報訊】路透通訊社（Reuters）於17日至本校進行國軍兵源轉型新聞專
題，軍訓室協助該社兩名駐臺記者在校園內採訪外，也安排教務長鄭東文、
參加「大學儲備軍官團（ROTC）暨策略聯盟」之兩位學生，了解國軍兵源
轉型的成效。本次採訪安排、軍訓室校安人員王貞傑說明，淡江是這次新聞
專題的大專院校代表，藉由這次採訪除了讓路透社記者了解ROTC提供在校
學生學雜費全免、畢業後正式任官每月薪資4萬8,990元（不含加給）等合作
內容外，他們也會在行人徒步區中有固定攤位增加與學子互動及說明機會，

讓學生了解國軍
募兵具體內容。
　王貞傑提醒，
從這學期開始，
每週在行人徒步
區的木桌，都會
有國軍士官到校
為大家解說相關
內容，歡迎有興
趣的學生可以前
往了解。（攝影
／麥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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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9/25(二)
8:00

住輔組
淡江學園

跟著導師瘋活動

9/25(二)
12:10

境輔組
驚聲大樓10樓
國際處交誼廳

107學年度第1學期 Chat Corner

9/28(五)
8:30

國際研究學院
驚聲國際會議廳

國防產業論壇

9/29(六)
8:30

德文系
T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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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報於9月8日
在臺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辦記者暑期研習
會，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蒞臨開訓
典禮，表揚優秀文字與攝影記者。葛校長勉勵
學生記者除了培養專業能力外，應要熟記淡
江文化，將學生八大基本素養熟記在心才是稱
職的記者。葛校長表示，本校已經進入第五波
階段，希望透過時報讓更多師生了解熊貓講座
申請辦法、校務發展、高教深耕，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的三個五年期重要計畫、創新創業輔導
活動等，盼記者扮演校內訊息與學校政策的橋
樑，以建立師生和校友的溝通管道。莊希豐對
學生記者在課業之外還能保持熱誠投入時報之
採訪報導工作，實屬不易，她期勉學生記者能
在時報的採訪經驗中，累積相關職場能力。
　本次邀請大傳系校友、《台灣光華雜誌》攝
影組召集人莊坤儒，說明曝光、鏡頭、光線、
焦點、構圖、創意等9項相片基本元素。獲第
42屆金鼎獎《秋刀魚》雜誌主編的陳頤華分享
創意發想專題的技巧。《天下雜誌》資深撰述
鍾張涵以自身多年訪談經驗，講述「人物專
訪」的內涵。
　近10位已畢業的學長姐們也到場參與，由本
報社長馬雨沛介紹，結訓典禮時馬社長頒發聘
書與結訓證書予學生記者，勉勵學生記者除了
達成採訪任務，亦可學習運用社群軟體、編輯
等，培養日後在新媒體浪潮中的實力。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9/25(二)
8:00

課外組
網路報名

急救員訓練-16小時證照班，報
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9/26(三)
12:10

學發組
I501

學生學習社群行動方案說明會

9/27(四)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4樓

電影欣賞：超級戰艦

9/27(四)
12:10

學發組
I304

教學助理社群運作說明會

9/29(六)
9:00

學發組
Q409

教學助理教學專業課程研習營

9/29(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超級戰艦

社團迎新連連驚艷

時報暑訓媒體業師傾囊相授

緊張時刻 課程加退選

　創意氣球社於19日晚間舉辦免費體驗活動，吸引50人參加。（攝影／劉芷君）

　詞創社於19日舉辦迎新活動，動感紹謨體
育館地下一樓。（攝影／廖國融）

　星相社於18日舉辦迎新，社員們體驗塔羅
牌占卜。（攝影／周舒安）

　日本文化研究社於18日舉辦浴衣體驗活
動。（圖／日本文化研究社提供）

（攝影／廖國融）

（攝影／胡昀芸）

（攝影／羅偉齊）

轉戰Excel抱回世界銅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