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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
課外活動輔導組於3月17日晚間7時，在Q306
舉辦「社團運作健檢室(一)組織章程與年度計
畫」。參與對象為各社團幹部，由中華學生社
團教育學會蔡志賢老師進行演講。
　課程內容包含組織運作的意義、組織章程的
重要性、組織章程的修正、短中長程計劃的滾

動與年度計畫的訂定，希望社團幹部可以透過
此次課程，重新檢視現階段的社團活動與計
畫，反思自己社團之目的與章程是否符合現
況，針對現實的狀況在適當時機提出修正。
　承辦人課外組約聘行政人員張哲維表示，透
過這個活動讓社團幹部對上半年的社團運作反
思，並在傳承交接中，有效的把整年的執行經
驗與成果好好整理，確實的交給下一屆幹部，
因此歡迎所有社團都來參加這個系列講座。
　教科二張琬琪表示，學習新事物對大學生來
說是充滿期待且新奇的，能夠從中得到快樂尤
其重要。

社團健檢透視組織增強體質

▲蔡志賢 (右 ) 接受感謝狀。（攝影／鄧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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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網奪雙金 淬鍊沉著品格運管二鄧皓云
校園話題   物

　【記者戴瑜霈專訪】如果有一天「軟網」
從你的生命中抽離，你覺得自己會有什麼改
變？鄧皓云毫不猶豫的說，「我大概會變得很

暴躁、沒有耐心，甚至凡事都以自我為中心
吧！」所以軟網對他來說不單是一項運動，更
是教會他成長、待人處事的好朋友。
　身高188公分、高大挺拔的運管二鄧皓云，
是109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男生組軟
式網球團體賽」金牌和「一般男生組軟式網球
單打賽」金牌，甚至本校109年全大運總奪得
的10面金牌中，鄧皓云就包辦了2面，可說是
吸「金」網球好手！
　身為花蓮人的他，小時候愛玩的不是棒球也
不是籃球，居然是較為冷門的軟式網球，他說
當初是被網球落地時響亮又清脆的聲音吸引，
才默默站在圍欄外看別人打球，也因為身高和
體態的優勢，被軟網校隊教練蕭俊清看上，邀
請進校隊成為生力軍，也開啟鄧皓云的網球生
涯，一路從國小二年級打到國中三年級。
　「小時候教練教的不是打球，而是做人處事
的道理。」鄧皓云分享兒時練球過程，他表示
自己小時候很頑皮、容易擺臭臉，啟蒙老師鍾
惠茹和蕭俊清教練都會特別關注他，要求比別
人更多的訓練，再加上被選為校隊隊長，承擔
的責任和訓斥更多。他說，「是教練教我怎麼

當隊長，要以同理心替別人著想，不要以自己
為中心，最重要的是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從小一起練軟網的好友，在就讀高中後各奔東
西，所以鄧皓云直到上大學後才重拾打球樂
趣。他說，「以前比賽輸了會生氣、不開心，
現在比賽輸了會想找出輸球的原因，也一併檢
討自己。」比起小時候運動是消耗旺盛的精
力，現在更知道自己打網球的意義，他認為是
網球幫助他培養善良和沉著的品行。
　回顧109年全大運比賽的那幾天，鄧皓云表
示，每場比賽都是遇強則強，尤其雙方實力旗
鼓相當、對手心理素質也高時，很容易因戰況
膠著而自亂陣腳，他說：「打球不只比球技，
還要比穩定性，所以我會盡量讓自己感受不到
旁邊的聲音，只專注在那顆球上。」
　踏入淡江軟網校隊又擔綱隊長重任的鄧皓
云，最大目標就是今年的全大運再獲佳績，繼
續鍍金成功。但身為隊長，他更希望能提升軟
網校隊全體隊員實力。鄧皓云也坦言，雖然軟
網校隊歷史悠久，「但因為知道的人不多，招
生多少有點困難，所以希望所有對軟式網球有
興趣的朋友，都可以來找我們玩！」

▲運管二鄧皓云熱愛軟網，希望今年的全大運
能再次鍍金成功。（攝影／游晞彤）

淡江時報徵高手 實現你的記者夢
　【張瑜倫淡水校園報導】你有當主播與記者
的夢想嗎？《淡江時報》現正熱情招募文字記
者和攝影記者，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你可以透過文字、攝影來紀錄淡江的大小
事，不用進入校外的職場，就可以累積傳媒的
實戰經驗，讓你的未來不是夢！凡全校大一、
大二、碩一同學，不限科系，只要對新聞採訪
寫作、新聞攝影有熱忱、想學習者，歡迎加入
《淡江時報》。
　即日起至 4 月 9 日止，有興趣者請至淡江時
報（傳播館 Q301 室）或上網（網址：https://

reurl.cc/bzVjpM）， 也 可 掃 描 QR Code 填 寫
報名表，報名攝影記者另須備妥個人作品（佳
作 10 張 ）。3 月 25 日 及 4 月 7 日 中 午 12 時
10 分 在 Q306 舉
辦兩場「招生說明
會」，現場將邀請
資深記者及優秀新
進 記 者 做 經 驗 分
享，歡迎同學們到
場聆聽，並且踴躍
報名淡江時報。

飲業，提供1,103個職缺。其中，不少公司急缺
管理人員，如華泰飯店服務經理、食昌企業餐
廳經理及副理、慕里諾國際（股）公司主廚及
副主廚、鼎泰豐服務專員及收銀專員等等，起
薪均超過40K。其他服務業如信義房屋不動產
經紀人員、大同（股）公司資料庫管理人員、
何嘉仁文教事業儲備幹部，亦開出超過40K起
薪希望求得賢才。
　相較往年，數家企業還加開了公司說明會：
元大期貨、鼎泰豐、海底撈、何嘉仁文教、宜
得利家居等五家徵才企業透過近距離傳達公司
訊息，以播放投影片、短片、書面介紹或其他
方式針對所需專業人才進行說明，提供學生有
關產業趨勢、公司簡介、正式職缺、暑期（海
內外）實習、獎學金等資訊。
　電機四陳楷翔表示：「目前自己對未來做什
麼還很迷茫，所以先來看看，希望能找到電機
相關的工作。」財金三黃奕淩則希望能找到實
習機會，為以後的求職打下基礎。

▲ 2021 校園就業博覽會由葛煥昭校長（左 4）、新北市長侯友宜（左 5）、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理
事長林健祥（左 3）等人共同啟動。（攝影／游晞彤）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新北市勞
工局於3月17日上午10時在學生活動中心及海
報街舉辦「2021新北市校園就業博覽會」，新
北市市長侯友宜、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莊
希豐、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中華民國校友
總會理事長林健祥等人出席啟動儀式。
　此為新冠疫情之後，新北市首場亦是規模最
大的校園就業博覽會，活動融入SDGs永續發

展目標，擬定主題為「企業最愛、勇往職前、
薪創未來、永續發展」。經新北市政府就業服
務處統計，共有1,386人次投遞履歷，廠商擬
錄用571人次，媒合率達41.2%。
　博覽會共計94家廠商參展，包括信邦電子、
上銀科技、穩懋半導體、晶華國際酒店、鼎
泰豐、海底撈及電商網站蝦皮娛樂等多家知
名企業，提供超過3,300個職缺。本次採取以

實整虛、虛實結合的方式，不僅有實體的企業
徵才，更與1111人力銀行合作提供線上就業渠
道，使淡江學子在校即可瞭解就業市場與心儀
企業的狀況，從而提高就業機會。
　開幕儀式上，葛校長表示，今年是本校第七
度與新北市政府合辦就業博覽會，「多年來新
北市勞工局選擇本校，造福青年民眾，本校更
是受益良多。」他強調：「應屆畢業生應積極
參加活動，投遞履歷，其他年級的同學也可以
及早參加，瞭解市場趨勢、找到就業方向。」
侯友宜在致詞中也肯定淡江大學在校園徵才方
面的努力。他認為：「找工作要多問多聽多了
解，針對心中的目標先設定幾個原則，先求有
再求好，然後逐步體驗工作中的樂趣。」
　此次博覽會來自科技製造業的廠商數量最
多，占所有廠商數34%，並且提供相當優渥的
待遇，例如穩懋半導體工程師、馬紹爾群島商
彩虹科技工程師、香港商群邑數位媒體企劃起
薪皆為50K起跳。而職缺數最高的則是旅宿餐

　【記者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源社於3月11
日晚間6時舉辦「文創十字繡」活動體驗，邀
請潘美蘭老師到現場進行教學，帶領同學在4
堂課中完成作品，並進一步認識原住民族傳統
技藝和編織文化，共有近20名學生參與體驗。
　講師潘美蘭的專長是傳統的手工藝製作，其
中桃葉編織及十字繡的技藝更是引人注目，現
場展示的十字繡作品有手提包、錢包、肚兜，
應有盡有，圖案都是透過三、四種顏色拼湊而
成，從簡單的菱形圖紋到排灣族的陶壺圖案都
有，讓人眼睛為之一亮。
　社團幹部，德文三盧冠霖表示，這次課程以
學習傳統手工藝十字繡為目的，而最終的成果
之所以會以抱枕的方式來呈現，主要是希望大

家能在學習傳統的技藝文化之餘，也能去思考
結合傳統文化與現代生活的各種可能性，傳統
並非是一成不變的事物，古老的智慧也能融入
現今的日常生活裡。

▲潘美蘭示範縫製技巧。（攝影／林雨靜）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衛生保健組於
3月17日中午在HC306，邀請亞東醫院腫瘤科
暨血液科主任、癌症防治中心主任林世強分享
「認識大腸直腸癌」。
　林世強以圖表說明癌症現況，1999至2017
年，女性乳癌增加比例越來越高，甚至比國外
發生年齡更年輕。肺癌的發生多與空氣污染有
關，而大腸癌則與飲食相關，近年油炸食品增
多，提升間接得到大腸腫瘤比例，據2017年資

料顯示，大腸癌連續12年罹患人數排名第1，
其次為肺癌，第三為乳癌。
　林世強接著介紹，「大腸的惡性腫瘤就是結
直腸癌，9成以上屬腺癌，排便時若出現黑色
血塊可能是胃部腫瘤，紅色鮮血即在大腸，也
有可能是長痔瘡。」腸子的黏膜是光滑表面，
9成大腸癌來自突出的息肉，若未及時處理，
容易演變為癌症，因此早發現，便能早治療。
　林世強呼籲，預防腸癌，除每日5蔬果、達
成運動333、每日不超過350c.c.啤酒、食用紅
肉與加工製成肉品不超過90克，50至74歲民眾
每2年做1次糞便篩檢，「提早檢查可降低15至
20%死亡率，好的生活作息與健康的飲食才能
避免大腸癌上身。」
　衛保組組長談遠安分享，把握校內體檢機
會，多做檢查，「許多病症像是肝癌、肺癌容
易被忽視，若是高危險群應審慎評估是否需做
檢查。」

亞東醫院林世強解析腸癌迷思

▲亞東醫院林世強主任來校分享如何認識大腸
直腸癌。（攝影／鄧晴）

曹馭博重新體悟創造新詩世界

　【記者黃律沄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社
於3月16日晚間在SG602，邀請林榮三文學獎新
詩首獎最年輕得主曹馭博詩人，以「何不認真
談感覺？」為專題，分享個人在創作歷程中所

體悟的感受。
　身為淡江中文系校友及微光現代詩社前社長
的曹馭博分享：「在科技時代裡，大家因為媒
體資訊角度解讀的原因，逐漸喪失感官感受的
能力。像是人們的感官經驗，都正以數位訊息
片段擷取的方式傳播以及被他人所認知，因此
我認為寫詩的時候，能夠重新認知並呈現自己
已被喪失的感官知覺，所以這次演講主題是從
五感著手，而不是以心靈方面進入。」
　社員，公行二林忠廷表示：「講者最後講述
的〈風箏〉，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其中詩人
所敘述的死亡令我感觸良多，詩中所架構的氛
圍與框架讓我深受震撼。」

▲曹馭博於 3 月 16 日回校演講「何不認真談
感覺？」（攝影／高宇彣）

學務處提供法律諮詢服務

　【本報訊】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於本學期
持續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並設置法律諮詢服務
信箱，舉凡交通事故、租賃問題、個人財務、
私人糾紛、智慧專利、家庭問題、勞資糾紛等
問題類別，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多加利用。
　有需法律諮詢服務者，請至生輔組法律諮詢
網頁下載「法律諮詢服務申請表」，以E-mail
傳送至法律諮詢專用帳號（law@staff.tku.edu.
tw）信箱，將安排書面回復或現場諮詢，寒暑
假期間暫停提供服務。相關訊息請洽生輔組學
輔創新人員溫漢雄，校內分機2214、2217。

▲金韶獎工作人員在書卷廣場擺攤，開放現場
報名。（攝影／鄧晴）

　【記者蔡銪晟淡水校園報導】「橫跨經緯晝
夜，只為杯中驚豔」為緯昶義大利葡萄酒貿易
進口商為顧客帶來絕倫酒宴最為貼切的一句
話。吧檯研習社為社員們謀取品酒福利，邀請
該公司的品酒師鄭寯囈到校主講「如何品出一
杯好酒」，現場備有幾款葡萄酒斟給參與的同
學們細品，一同徜徉在觥籌之間。
　社長，經濟四張宇玄表示，他與鄭寯囈相遇
是在一場酒展中相談甚歡，進而邀請他來介紹
如何提升品酒品質，也提供給社員們多元的味
覺新享受。
　產經一黃富閔、沈佩綺兩位同學全程嚐試不
少品項，他們分享細品後的心得，有些口感較
為細緻，有的口感則像是水果飲料般甘甜。產
經一陳筱粧表示，相較以往在外面喝到的調
酒，可體會其中口感的不同，而且一次能嚐到
多種品項，真是太好了。

吧研社品酒宴

▲緯昶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品酒師鄭寯囈到校主
講「如何品出一杯好酒」。（攝影／游晞彤）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覺生紀念圖書
館採編組舉辦「師學愛閱‧櫻花野營篇」的活
動，精選博客來網路書店當月出版新書約350
冊，主題包含春遊、野餐、攝影、露營、小
說、社會等，3月15日至26日於圖書館一樓師
學櫥窗持續展開。每人可從選書中預約3本，
由圖書館優先入藏，提供借閱，除了推廣中文
新書，更能讓讀者透過活動更加了解採購作
業，並符合教學、研究及學習的需求，活動期
間歡迎來感受各具風格的「櫻花野營」。
　承辦人採編組編審許家卉表示，配合三月櫻
花季與野營的主題布置，展出主題性及一般性
新書，開心能夠再次將師學櫥窗的空間活化再
利用，同時將學生喜愛的新書及音樂帶入，營
造閣樓書房的閱讀氛圍，為推廣閱讀盡一份心

力，期盼有更多喜歡走入閱讀的師生。
　產經三王彩嘉認為心理勵志主題的書籍特別
吸引人，透過閱讀療癒，學習放鬆紓解內心壓
力的方式，很適合現代的年輕人，「若下次有
類似的活動，仍然願意報名參加。」

圖書館博客來師學愛閱新書吸睛

▲圖書館採編組「師學愛閱 ‧ 櫻花野營篇」
吸引學生駐足觀看。（攝影／鄧晴）

4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22(一)
16:00

國際處
驚聲大樓 

10樓交誼廳
匈牙利政府國家獎學金說明會

3/22(一)
經濟系學會
管科系學會
書卷廣場

經濟管科聯合週展Clásico

3/23(二)
12:00

土木系
E805

昆士蘭大學3+2雙連學制說明會

3/23(二)
12:00

境輔組
黑天鵝展示廳

2021年境外生國家文物展

3/25(四)
12:00

國際處
T505

美國姐妹校天普大學學士碩士雙聯
學位說明會

活動看板

金韶獎報名開跑
　【記者陳昀淡水校園報導】想要在舞臺上展
現自我嗎？快來報名金韶獎吧！第32屆淡江大
學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報名開始，即日起至
3月26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在書卷廣場與海
報街擺攤開放現場報名。
　吉他社延續金韶獎自然質樸的校園民歌歷
史，努力推廣創作的風氣，鼓勵每個人都能將
生活中的事物化為創作的靈感，透過音樂表達
出來，藉此發掘音樂人才。
　今年的金韶獎一樣邀請各路好手及音樂人共
襄盛舉，一同站上舞台，閃耀屬於自己的光
芒。公關組組員，教科三江佩紋表示，之前參
與外部宣傳感覺很有趣，這兩週在校園內擺攤
宣傳，希望有更多人來報名參加。

學務處提供法律諮詢

校園就業博覽會媒合率逾  成

源社十字繡融入日常傳承技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