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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事 博 物 館 今 日 舉 辦「 看 準 目 標、 全
速前進」畢業季活動。（攝影／黃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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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負責人交棒盼傳承淡江精神

▲課外組 6 月 9 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108 學年度社團傳承交接典禮
「憶起，我們的故事」，近一百位師生到場參加。（攝影／游晞彤）

【記者湯紫雁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 6 月 9 日
晚間 6 時 30 分舉辦 108 學年度社團傳承交接典禮「憶起，我們的故
事」，會前邀請舊任社團負責人在 SG319 出席「繪出我們的回憶」活
動，同時新任社團負責人在學生活動中心參與「旅程啟航」，隨後典
禮準時在學生活動中心開始，近一百位師生到場參加。
課外組組長陳瑞娥致詞表示，祝福新任負責人未來能完成今日所立
定的目標，並感謝舊任負責人的付出，「也許今日的目標對於你們來
說，很艱澀、很巨大，希望你們不要害怕，放心闖蕩，回過頭便能發
現舊任幹部們一直都在背後支持你們。」
社團傳承以「延續我們的故事」為題，安排社團負責人進行交接，
由舊任負責人將繪製的故事書、社團信物交託給新任負責人，並領取
感謝狀，場面十分感人。會中，邀請合氣道社社長、中文四羅衣分享
心路歷程，她表示當屆合氣道社幹部包含自己僅剩兩位，全社員仍盡
力付出和經營，「未來難免會有感到疲憊的時刻，記得停下來看看身
邊的夥伴、社員，嘗試找回初衷並重整腳步，繼續走下去！」祝福各
社團未來一切順利。
在典禮前的「繪出我們的回憶」活動中，課外組提供繪本、水彩筆

等用具，讓舊任負責人繪製一本社團專屬的故
事書。此活動負責人、資圖三洪靖縈說：「希
望舊任負責人能將這一年所經歷的回憶濃縮在
繪本裡，再傳遞給新任幹部接續寫下另一段精
彩的故事。」在「旅程啟航」活動中，同樣以
繪畫方式，將社團想像為一棵樹，舊幹部為樹
幹，讓新負責人將這一年參與活動的優缺點化
作果實與樹葉，進而思考如何改進才能使社團
結出更多果實，最終完成個人的目標小樹，期
以督促未來的自己。
美術社新任負責人、教科一張琬琪說：「整
個活動讓我非常感動，也更有動力為社團付出
心力。」西語系學會舊任負責人、西語二張舒
婷說：「活動讓我們和新任幹部有更多相處和
溝通的時間，願下屆幹部能完成所有活動並將
這份熱情延續下去！」

五虎崗傳奇 學生社評檔案競賽 24 社團獲獎
【記者蕭羽珊、李宜庭、張舒涵、戴瑜霈淡
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於 6
月 7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108 學年度學生社
團評鑑檔案競賽，總計 74 個社團參加，最終
評選出：美術社、西洋劍社、舞蹈研習社、種
子課輔社、彰化校友會、正智佛學社、管樂社、
公行系學會，8 個社團贏得特優獎，另有 11
個社團獲得優等獎、5 個社團拿到進步獎。
課外組組長陳瑞娥出席揭幕，對評審和工作
團隊表達感謝之意，同時勉勵各社團，「放下
得失心，拿出責任心，競賽的主要目的不在名
次，而是希望社團能傳承正面與積極的態度給
學弟妹們。」本次評鑑邀請 8 位評審，針對社
團表現、組織運作、社團活動績效、社團資料
保存與資訊管理、財務管理等項目進行評選。

彰友會不負眾望，在全國社團評鑑抱回特優
獎之後，再度贏得校內特優獎肯定，副會長、
國企二黃秀蓉表示，「非常感謝各位夥伴們的
堅持與努力！這一年來共同完成大大小小的活
動，因為有學長姐給予的幫助與支持，我們的
表現才能一次比一次更好。今年再次得獎，真
的非常開心，感謝評審老師的認可，未來我們
會更加努力，好好傳承下去。」
舞研社拿下康樂性社團特優，社團執秘、日
文二呂芷茵說：「非常榮幸得獎！謝謝社團夥
伴們在課餘時間全心投入製作，雖然仍有進步
空間，還是很謝謝評審們的肯定。我們會記取
建議，將改善方向傳承給下一屆同學。」同時
她鼓勵全員，「淡江舞研歷史悠久，大家團結
一心、全力爭光，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希

望能把這份熱情傳承下去！ 50 屆加油！」
美術社為找回學藝性社團特優，這次盡全力
投入社評競賽，果真重返 106 年蟬聯 11 年特
優獎的榮耀，同時將這一年來的活動被完整的
紀錄下來。美術社社長、資傳二王婷鈺說，希
望讓下屆幹部體會到學長姐的用心，「這次除
了在調查檔本格式與資料費盡心思，還請教了
瑞娥姊、峻維哥提供建議，另邀請鄭丁豪學長
指導，希望可以帶領社團找回榮耀。雖然過程
經歷波折，幸好全員目標一致的前進，堅持把
每一項活動做好的精神與態度，讓我們順利將
完成團隊合作，將永續經營傳承下去。」
今年配合防疫措施，取消觀摩活動和社評之
夜，且參展社團僅派一位解說員入場。得獎名
單公布在臉書五虎崗傳奇，另擇期公開表揚。

微軟授權應屆畢業生免費下載軟體
【陳子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提供畢業生
下載「微軟校園授權學生版軟體」，108 學年
度畢業生註冊有效期限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
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止，以校級 email 帳號進
行註冊後，即可線上免費訂購及下載 Windows
Pro 與 Office Pro 最新版，並可取得對應的授
權序號。

資訊處專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說明，每一帳
號僅能下載軟體一次，提醒在校同學（含延畢
生）請勿使用本項服務，以免畢業時不能下載
最新版軟體。註冊成功第一次登入起，限 30
天內必須完成下載軟體，務必先自行備份軟體
與產品金鑰，同時軟體限安裝於一臺個人電
腦，序號啟動次數限制 3 次，由個人自行保管，

若遺失無法補發。
軟體提供不同語言版本，但僅能選擇一種語
言版本下載，且 Windows 作業系統為升級版
（Upgrade）需有合法舊版作業系統（或 OEM
版 ） 才 能 升 級。 歡 迎 畢 業 生 連 結 至「 微 軟
ESD 電子軟體下載平台」（網址：https://tku.
onthehub.com/）。

燃脂減磅大作戰 促教職員常態化運動
【記者藍妮蒨淡水校園報導】抵抗疫情，保
有運動習慣是維持健康的不二法門！本校體
育事務處、女教職員聯誼會、學生事務處衛生
保健組為培養運動習慣，共同舉辦「教職員工
體適能促進班」，開設週一班與週四班課程，
內容有強力塑身、燃脂雕塑、抗力球運動及
TABATA 等課程，歷經一學期的運動終於在 6
月 8 日和 11 日迎來結業式，週一班總計有 38
位同仁參與，由體育長陳逸政頒獎、授予體脂
前後測下降前 5 名及全勤獎成員。
陳逸政表示：「促進教職員健康是體育處的
責任，尤其在疫情期間更顯重要，保持運動能

企管四莊士弘
校園話題 物

增進免疫力，有助於營造師生健康的校園環
境，期盼透過課程帶動同仁運動風氣，讓運動
維持健康的概念成為全校重視的一環。」授課
教師郭馥滋說：「疫情使全體同仁對於運動維
持免疫力的意識高漲，本學期課程全勤比例相
較以往都還要高，看見成員們開心分享課後的
成效，心中也替她們感到高興。」
體脂率下降第一名是俄文系副教授郭昕宜，
前後測成功下降 3.2%，「每週最期待的就是參
加體適能促進班，讓我能暫時放下教學，恣意
地享受當學生的時光，這次有如此好的成效，
期盼能繼續保持下去！」

▲本校教職員工參加體適能促進班，6 月 8 日
在體育館開心迎接結業式。（攝影／藍妮蒨）

瞄準攝影商機 青年創業接地氣

【記者吳婕淩專訪】「來看我這邊，肩膀
放輕鬆、笑容露出來，很好哦！」輕脆的快
門聲不絕於耳，眼前這位攝影師、企管四莊
士弘熱情引導，帶著一群又一群的畢業生走
訪校園各角落，只為抓拍觸動人心的瞬間。
他將全部心力投注在熱愛的攝影，大二那年
與友人合夥創業開設「路口影像工作室」，
主打精緻畢業照、證件照、商業攝影及影像
活動紀錄等，兩年多來在 Google 評價累積
出 4.9 顆星的好口碑，深得學生喜愛的影像，

▲攝影師、企管四莊士弘。（攝影／吳婕淩）

讓他堅持的高品質獲得正向肯定。
從高一起，莊士弘喜歡拿著單眼探索世界，
升大二時出任攝影社社長一職，除了累積拍照
經驗，開始挑戰接拍商業和婚紗攝影，終於在
大二下學期時，決定將累積 5 年的攝影能量投
入創業。選擇學生畢業照市場，是因看見市面
上畢業照作品較制式化，且發現淡水校園有商
機與需求，他便想到，「為什麼不以拍婚禮的
思維去拍畢業照呢？都是一生才有一次的感
動，我想讓畢業生看見照片能永遠記得當年的
悸動。這也是身為攝影師在職業道德上所必須
給予的。」於是這塊被忽略的市場，他正在戮
力耕耘。
然而，創業之路不容易，要將拍攝、修圖到
宣傳等一整套作業完成，處處都得花上心思，
遑論月租、器材設備、管銷等費用，工作室幾
乎每天都在燒錢，莊士弘說：「創業最重要的
基礎是資金，遠比初期規劃還要龐大，我甚至
把父母幫我存的學費挪去用，再加上每個月接
案收入，勉強維持最基本的開銷。」如今，工
作室也從原本合租的小套房，發展到目前的水
源街店面及桃園中原店，他笑說沒想到會發展
成為公司規模，單純只想把每月賺到的錢持續

投資到工作上，增加工作室的附加價值，他
樂觀的表示：「人生還很長，其實不急著當
下擁有。」
莊士弘的作品以貼近學生的創意影像和精
緻的品質服務吸引大家留下紀念，他感嘆卻
又堅定地說：「面對來自業界的明爭暗鬥及
複雜的經營生態，我只能盡力把服務做到最
好，把每項細節做得更精緻，以高品質來回
應客戶是最好的辦法。」在經營上，經歷合
夥人轉換、社群被盜用等狀況，對他來說，
每一次的危機都是轉機，更盼工作室進入穩
定階段後，能拓展第三家分店，期待能分散
支出成本、創造最多的利潤。
當興趣成為工作，莊士弘坦言：「的確會
磨掉一些熱忱，但正因為是自己喜歡的興
趣，才會更有動力專研，也能支撐比較久。」
目前攝影市場接近飽和，加上進入門檻低，
市場競爭相對激烈，對於有心經營攝影事業
的同學，他鼓勵多累積拍照經驗和作品集，
「最好有明確目標和特殊專長能發揮，並懂
得發現商機、解決需求；在心理層面需具備
抗壓力，才能義無反顧的嘗試，勇敢開創人
生新篇章。」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海博館邀畢業生
拍照參觀送好禮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快來拍淡江最
獨特的畢業照！本報應屆畢業記者 6 月 9 日前
往海博館，體驗文錙藝術中心舉辦的畢業季攝
影活動。今年以「看準目標、全速前進」為題，
現場提供船長服和水手服，可以搭配各式航海
儀器如羅盤、方向測位儀、人造衛星導航系統
等拍照，期許應屆畢業生在迎向新的人生階段
時，能夠看準目標、卯足勁、掌穩船舵、「全
速」地開拓人生下一階段的契機。
體驗拍攝的過程歡笑不斷，為大學生涯畫下
美好句點，中文四李羿璇說：「第一次體驗穿
水手服，駕駛室裡還有相關背景和設備，很有
臨場感，在這裡留下獨特且值得紀念的畢業
照，非常開心。」活動開放至 6 月 13 日下午
4 時，畢業生欲前往拍照留念，可逕洽海博館。

畢業生榮譽榜
學業獎

▲韓研社舉辦第一屆期末成果發表「花路」，
帶來精彩舞蹈和歌唱表演。（攝影／游晞彤）

韓研成發花路感謝社員相挺
【記者湯紫雁淡水校園報導】韓國文化研究
社於 6 月 5 日晚間 7 時在同舟廣場，舉辦第一
屆期末成果發表會「花路」，幹部為祝福社團
能如同走在花路上一切順利，便以此命名。活
動開場前，動感的音樂和興奮的氣氛使廣場外
早已大排長龍，吸引近 140 位觀眾到場支持。
本次成發表演 18 首曲目，表演形式多樣包
含歌唱與舞蹈。從寒假發想到期中的籌備、練
習及驗收，將近 3 個月的準備，韓研社社長、
法文二潘慧芯表示：「每一位幹部都辛苦了！
若少了任何一個人也許就辦不成這場成果發
表。非常感謝社員願意相信我們，成為我們韓
研社第一屆的社員。」社員、會計一李星妍表
示：「這次表演練習期長達 3 個月，謝謝幹部
給予我們機會唱跳偶像的歌曲，練習過程除了
時間難喬攏以外，很幸運沒遇到其他困難。」

不畏疫情 ! 21系響應排球賽
【記者藍妮蒨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校長盃
排球賽受疫情影響而取消，為滿足各系排同學
有運動和爭取榮譽的空間，本校學生法文四郝
敏和日文四洪君喬主辦球賽，於 6 月 6 日至 30
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開打，本次共有 21 系共
襄盛舉，分成男子組 22 隊、女子組 16 隊開打。
目前預賽的賽程已經告一個段落，男子組晉
級前四強為產經系、經濟系、資工系及企管
系，女子組是日文系、經濟系、企管系晉級；
而法文系與英文系將於 6 月 15 日爭奪最後一
張四強門票，總冠軍賽將於 6 月 30 日舉辦。
郝敏表示，「我們兩位主辦人都是即將畢業
的大四生，希望能讓今年也要畢業的學生們，
還有最後一次機會可以打到校長盃，不再受疫
情阻礙而留下遺憾。在過程中雖然遇到許多挫
折，透過不斷磨合才讓比賽順利進行，看到大
家踴躍參與，我很感動也與有榮焉。」
參賽成員、大傳三黃曉薇說：「失誤的時候
拍拍彼此屁股一起加油，為了一顆球奮力奔
跑，得分時一起大聲歡呼，因為排球而共同努
力是最難能可貴的！非常謝謝主辦學生，因為
他們熱愛排球的心，才能讓球賽如願進行。」

防疫總動員最特別畢業季

新冠肺炎疫情日漸趨緩，師生終於可以拿下
口罩、一展笑顏。本報 6 月 1 日在傳播館遇到
大傳四畢業生來找系上助理教授馬雨沛合影。
今日，全校喜迎畢業典禮，畢業生你們準備好
展翅高飛了嗎？祝福所有畢業生前程似錦、鵬
程萬里。（文、攝影／游晞彤）

中文系沈彥希、中文系吳韋葶、歷史系林曼妮、
資圖系張梓妤、大傳系洪慧祺、資傳系陳英嘉、
數學系梁韶芸、數學系陳彥州、物理系趙珮容、
物理系陳奎佑、化學系陳威如、化學系王芷宣、
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程徐子洲、建築系羅國碩、
土木系江真萱、土木系侯致遠、水環系廖家祺、
水環系黃仰駿、機械系王詩婷、機械系陸宇軒、
化材系張皓鈞、電機系蔡銘亮、電機系謝濠安、
電機系劉健添、電機系謝牧融、資工系林品甫、
資工系林定遠、航太系李妮妮、國企系宋星蓉、
國企系金善旼、國企系游翔宇、財金系林子傑、
財金系廖經弘、風保系梁舒涵、產經系陳麗妮、
經濟系雷 茜、企管系王子萍、企管系郭宇絜、
會計系葉盈妮、會計系王 翎、統計系林鈺珈、
統計系宋孟宗、資管系楊宜蓁、運管系黃雅琪、
運管系王郁惠、公行系尤怡婷、公行系丁文晴、
管科系王姵璇、全財管學程王一琪、英文系胡欣儀、
英文系鄭愛玲、西語系李念瑜、法文系陳 瑜、
德文系朱嬿蓉、日文系呂思潔、日文系邱瑋宏、
俄文系何倢伃、外交與國際系自由、教科系朱穎琳、
資創系吳柏霆、資創系佐藤一茂、觀光系周茉莉、
語言系蘇建州、政經系李嘉珊

操行獎
中文系李家郡、中文系吳韋葶、歷史系陳禹縉、
資圖系方國昱、大傳系蘇耘萱、資傳系黃運宏、
數學系周得揚、數學系陳聖元、物理系林子傑、
物理系蔡侑祖、化學系蘇靖蓉、化學系陳姿靜、
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程劉維欣、建築系連奕堯、
土木系鄧適婕、土木系陳思翰、水環系吳品諠、
水環系陳姿羽、機械系薛博文、機械系林佳宥、
化材系王湘琪、電機系朱立倫、電機系廖怡晴、
電機系古泰為、電機系鄭賀釩、資工系葉博閺、
資工系陳皇儒、航太系邱睿献、國企系張貽茜、
國企系邱瀞儀、國企系詹羽涵、財金系余珮瑄、
財金系曹鳳軒、風保系謝昊穎、產經系廖星豪、
經濟系蔡怡雯、企管系唐緯勇、企管系余玟璇、
會計系金陸寧、會計系江雅琪、統計系高岳暘、
統計系宋孟宗、資管系王莉婷、運管系洪藝珊、
公行系陳瑜眞、公行系章瑜庭、管科系詹家明、
全財管學程江秉純、英文系吳怡萱、英文系陳新梅、
西語系曾郁茜、法文系朱貞鋆、德文系黃嘉琳、
日文系林靖瑄、日文系連薏晴、俄文系張瑜紜、
外交與國際系皮韻和、教科系湯志勤、資創系陸昶融、
資創系汪欣蓓、觀光系徐佩辰、語言系柯乃云、
政經系陳怡靜

服務獎
中文系周俊成、中文系林茜儀、數學系陸庭瑜、
化材系李柏昊、產經系陳芝孟、企管系王亭茹、
統計系陳立瑩、統計系曾欣平、管科系王姵璇、
管科系謝維方、全財管學程高偉翔、德文系李彥霖、
教科系張載晴、教科系張元旻

體育獎
大傳系陳世約、資傳系林 霖、資傳系黃筠澔、
土木系施新曄、土木系許珉維、化材系蔡佩穎、
化材系末永英佑、電機系馬紹宸、電機系林炬衡、
資工系蕭聖儒、航太系林尚德、國企系楊宜倩、
產經系王建文、經濟系何沁渝、經濟系趙 葳、
經濟系陳彥竹、經濟系張庭瑄、企管系徐培原、
統計系王忠鈺、統計系徐劭祺、統計系莊琇茹、
資管系吳佳蓁、資管系廖健群、公行系周晉頡、
公行系崔佳珉、公行系陳映蓉、管科系黎浩宣、
日文系彭芷晴、教科系王楷敦、資創系胡浩文

青出於蘭畢業獎
傑出獎：語言系黃思潔、領袖獎：語言系劉書文
國際獎：政經系陳藝云、學分獎：語言系蘇建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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