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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人樂當志工

保險三馬酩凱：金韶獎開唱了，讓我看看有哪些未來歌唱之星！

美髮師愛心義剪，連
校外阿嬤都來撿便宜做公
益，嚐鮮在海報街剪髮。
（攝影／羅廣群）

聯合勸募散播愛 市長朱立倫夾克最吸睛
【記者劉昱余淡水報導】用愛做慈善，
今年也不缺席！19日開始一連五天，由商管
學會在海報街上舉辦的「2012北區大學校際
聯合愛心勸募義賣」熱鬧滾滾。19日開幕當
天，除了邀請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學務長
柯志恩，還有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果器法師，一同揭開愛心序幕，更請到
晉升電影咖的運管四郝劭文擔任「愛心大
使」，在開賣前發放100份福袋，排隊人龍
從海報街為起點綿
延50公尺長。商管
學會會長統計三高
郁晴表示，今年總
共335家廠商參與，
志工達300多人，比
去年多募得200萬元
的物資，而當8校義
賣活動皆結束後，
即會在4月底結算募
款，捐給罕見疾病

基金會、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北北區家扶中心、彰化田中家扶中心、臺
東市立豐里國小足球場、臺東市立知本國小
柔道隊，希望集結這些愛心，幫助更多人。
愛心活動多元，不僅有商品8折義賣活
動、許多髮型沙龍的義剪，還有捐血車開進
校園，讓同學可以捲袖捐熱血。且只要到現
場使用智慧型手機「打卡」就可以摸彩抽
獎，甚至有同學將音響組給抽走了！而今年
原本希望邀請市長朱立倫擔任開幕嘉賓，但
他因公務繁忙而無法參加，高郁晴表示，
「市長捐出一件夾克與一對馬克杯，成為最
吸睛的義賣商品，也吸引了相當多同學登
記，希望可以買到這個特別的商品。」
每天都有非常多學生在捐血車前排隊，而
西語一蔡欣彤表示，因為有捐血習慣，所
以看到捐血車都會想要捐血，她說：「這
很有意義啊！而且捐血車都在眼前了！」另
外，運管二蔡文慈認為，這樣的義賣活動能
夠方便一次購足日用品的學生，同時還能

做愛心，希望有更多人一同共襄盛舉，她
說：「如果明年時間上許可，想要來擔任志
工。」
高郁晴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大學加入行
列，讓更多大學生一起體驗公益，「從臺灣
青年開始做起，讓我們傳遞更多的愛，回饋
給這個社會」，高郁晴說，用學生力量帶動
廠商與企業，讓公益這件事更有意義。
愛心連線，蘭陽校園也共襄盛舉，於19日
在強邦國際會議廳三樓圖書館前迴廊，同步
展開義賣活動，每到下課時間都有很多同學
挑選義賣商品，讓不方便下山的同學可以購
買糖果、飲料、餅乾、泡麵、罐頭等民生商
品。工作人員政經二陳彥竹表示，這個活動
的宗旨是要幫助有需要的人，而且同學非常
踴躍。有購買愛心商品的資通四謝秉蓉說，
很高興可以花一點點錢就幫助有需要的人，
也可以買到比市價便宜的商品。

郝劭文為公益站台，發福袋超吸睛，小妹妹也來參一腳。（攝影／羅廣群）

職場起飛 徵才博覽會帶你尋夢

教科系畢展企業結盟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由學
生會主辦的第7屆藝術季「ㄑㄧˊ幻
ㄧˋ想」，從19日至22日在蛋捲廣場
上，吸引相當多人熱情參與，其中
最醒目的就是大型裝置藝術「藝世
界」，有用許多蘑菇造型建築出來的
「ㄑㄧˊㄧˋ魔菇」，還有豌豆造型
的「幻想魔豆」，讓現場許多同學紛
紛拿起相機與之合照。
而創意市集「藝同遊」也吸引相當
多人參與，此次總共邀請23個創意攤位進入
校園，蛋捲廣場儼然成為創意園區般，有手
作飾品、手縫包包、原住民風味點心、
環保紙類包包等等，讓經
過的同
學都多停留了腳步。英
文一闕翎
雅表示，手工創意的產
品 都 很 特
別，「尤其是親眼看到
東西被縫出來
的當下，真的很難
忘」。

另外，今年的藝術季還有DIY彩繪活動「藝
顏堂」，包含了彩繪鏡子及拼圖，讓許多大
學生重新拾起畫筆，一筆一畫勾勒出屬於自
己的風格，英文一陳筠庭說：「一開始是被
送鏡子這點吸引，結果走一圈之後，真的覺
得來對了」。且還有攝影比賽「新藝象」，
讓淡江學生捕捉屬於淡江的美麗角落，並在
網路上及藝術季當週讓同學投票，還會邀請
臺灣攝影協會專業評
審評比，分數最高
者則可以獲得富士拍
立得相機。執行
秘書英文一謝雨欣表
示，活動期間，
看見同學彩繪時開心
的表情，就覺得
活動有達到效益了，
「在某個
下午看見一對父母帶
著
孩子來彩繪拼圖，真
的覺
得有很多感動
就在平凡之
中」。

清大也來觀摩
攝影比賽網路投
票入選前15名作品。
（圖／學生會提供）

北區錦標賽 網羽桌校隊奪大專盃門票
教科系畢展開幕，學生著正式服裝跳舞，伴隨吉祥物熱情邀
請同學參觀。（攝影／李鎮亞）

與校長有約 學生議會為同學發聲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第28屆學生議會於20日與校
長張家宜及學務處課外組、職輔組、衛生保健組等進行座
談，由學生議會議長企管二劉書宇帶領副議長兼秘書長國企
三李孟臻、資深學生議員陸研所碩三廖奕傑等7人為同學的
權益發聲，且提出大家關注的問題。張校長表示，學生議會
成為學校及學生溝通協調的橋梁，只要有任何建議即可一起
討論解決。劉書宇則認為，和師長有良好的溝通橋梁，將有
助於學生權益的保障，從本屆恢復傳統，讓座談會延續辦
理，將為學生做良好的監督，也希望同學對於公眾事務能夠
有更多關注。
在座談過程中，李孟臻說，「有關於外籍生的權益不容忽
視。」因外籍生來臺沒有健保的補助，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
組護士王瑞津表示將願意提供協助，也建議同學可以多利用
校醫資源。

Alexandre甚至以「清唱」一首曲目的方式，表現出音
樂最純粹的一面，清亮的嗓音博得現場一致好評；而
最後他們帶來慵懶抒情的安可曲，並與現場觀眾一同
合聲，畫下完美的句點。會後Alexandre表示，「臺
灣濃厚的人情味很吸引人！」大傳二劉珊伶則驚嘆：
「他們的歌聲唱進我的靈魂，相當有震撼力！」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854-4.indd 1

加拿大樂團慵懶歌聲獲得滿堂
彩。（攝影／鄧翔）

加拿大樂團 臺灣演出 淡江限定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來自加拿大的熱情在淡江Live演
唱！法文系邀請「加拿大樂團Alexandre Désilets Trio」於16日
在文錙音樂廳開唱，近百人到場聆聽，同享自魁北克遠道而來
的法文好音。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表示，今年為第3年舉辦樂團
演唱，本活動與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合作，十分感謝他們
的活動企劃經理Chloé Chen提供協助；而淡江為此次Alexandre
Désilets Trio樂團亞洲巡迴演出的第一站，也是他們在臺灣唯一
的一場表演，令人倍感榮幸。
主唱Alexandre Désilets以靦腆的笑容用中文「你好！」問
候大家，拉開表演序幕，帶來Changer d’air、Cracher、J’
échoue、À pas de Géant等14首曲目。Alexandre將法語獨有的
唱腔與嗓音，結合或快或慢的曲調演唱，透過旋律營造出一股
濃厚的異國氛圍，激昂的樂音令人情緒亢奮！除了音樂之外，
更加上細微的肢體動作，舞臺上2位吉他手Daniel和Je’rôme，
與主唱一同踏著步伐數拍子，三人渾然忘我的演奏，讓舞臺
儼然成為令人沉醉的法語音樂小天地。整場演出的過程中

四林仕駿表示，今年表現不理想，該贏的點沒有把握住，原
因應出自練習強度不夠，未來將加強基本球路的練習，目標
要提升穩定度和體能。
桌球團體賽則贏得男團第1、女團第6，男單成績有水環三
陳人豪第1、資管一楊迪文第2、物理一林昊瀛第5，陳人豪
表示，致勝關鍵是穩紮穩打，才能降低失誤率，比賽當天每
場比賽都受他校關注，「被全天錄影跟拍，想說跟他們借看
自己比賽的影片，還不願意給完整版的。」得到冠軍後有無
形壓力，「預賽只有想先拿到資格。」隊長會計三莊仕敬
說：「去年團賽沒有拿到名次，但今年男、女生全都扳回一
城，現在全隊練球氣氛和士氣都很好，要憑著這股氣勢繼續
衝進大運會。」

對於選課系統也讓外籍生感到困擾，蘭陽校園學生議員政
經二郭宇璇說，在蘭陽有許多外籍生因校內選課系統未雙語
化，而造成選課不便。對此張校長表示，將會儘快與教務處
討論並改善。
關於實施社團必修化，有同學反應可能會造成清寒學生的
負擔，學務處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李意婷說明因社團必修化
首次實施仍在加強規劃中，「會將清寒生補助納入考量。」
李孟臻認為，這次為座談會蒐集許多相關資料與師長們交
流，是一次很好的對談，將會繼續與各議員為學生權益做更
多努力。而已擔任4屆學生議員的廖奕傑則說，座談有助於
拉近議會與學校的距離，且進一步了解問題找出合理解決的
方法，這次只是初步的座談，「冀望未來可以舉辦對於各議
題深度的座談。」

中西樂團對抗賽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教科系第十二屆畢業專題成果
展「20E2˙轉機」19日於黑天鵝展示廳展出，開幕式由校長張
家宜、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與企業代表康軒文教集團人資長郭
國平等人代表剪綵及揭幕。校長張家宜於致詞時表示，看到老
師們花心力指導和學生們持續的努力過程，非常感動，「也希
望教科系老師們的專業能帶動其他老師運用多媒體；教科同學
們也能發揮所長，在教育科技的領域努力。」
參展作品共分為18組，依性質分為娛樂、交通、公共、金
融、飲食、科技以及生活類。在娛樂類中，由教科四凃珍佑、
廖家瑜與張晏瑋，與臺灣佳能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的「Canon客
服展示中心新進員工輔助教材」，以精緻的界面和簡單易懂的
動畫，介紹員工相機構造與光學原理等專業知識。組員張晏瑋
表示，在教材介面的設計上花了很大的工夫，「而香港和臺灣
的攝影名詞有些許不同，我們也和公司開會還有對照才將教材
整理到最好。」
曾在教科系任教，木人巷執行長田冠鈞，則對外發送了約2
千封邀請函，邀請其他企業來參觀學生作品，「本校教科系的
作品可說是全臺灣最好，藉由這樣的機會讓學弟妹的作品都能
夠被看見。」此外，清華大學學習科學研究所師生共15名，也
專程包車蒞校看展。看完展覽後的中文三張育婕覺得，教材用
多媒體的方式呈現比一般紙本的文字更生動有趣，「如果我是
員工，用這些教材一定學得更快。」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網球、羽球，以及桌球
校隊於14日至16日，參加101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北區錦
標賽，與北區20多所學校競爭5月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的比
賽資格，成果豐碩。
網球部份，團體賽有男團第3的佳績，單打賽國企四陳昕
妤表現亮眼，不僅拿下女單第2，和會計四葉純妤又奪得女
雙第2。陳昕妤表示，平常就很要求跑位、角度等戰術和技
巧，打球比別人還穩，「最希望女雙可以在大運會奪冠。」
隊長中文四林哲緯表示，今年全隊都取得會內賽資格，保持
往年水準，將再針對發球、抽球做訓練，提升信心穩住比賽
局勢，「預賽暴露出的缺點，要在短期內改進。」
羽球項目獲得男團第7、保險二陳俊呈男單第3，隊長資管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26(一)
08:00

網路報名

3/26(一)
08:00

網路報名

諮輔組

職輔組

活動名稱

「『揮灑性別色彩』電影觀
後感徵稿」活動報名（http://
spirit.tku.edu.tw:8080/tku/
main.jsp?sectionId=4）
邁向職場-促進就業職前研習

3/26(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巴黎我愛你」
5F多媒體室

3/27(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3/27(二)
18:45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3/28(三)
12:30、18:30

產經系
E308

3/28(三)
22: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產經之夜
「TQC EXCEL2010認證研習」
活動報名（http://enroll.tku.
edu.tw）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正經好人」
5F多媒體室
詞創社
詞創大成發經典之夜
覺軒花園表演聽
尋寶社
L417

3/29(四)
19:00
3/30(五)
12:30、18:30
3/30(五)
15:00

FM48.6 NTK PIANO 2淡江大
學&台灣大學 雙鋼琴之夜

體適能有氧社
Body Attack
SG246

3/29(四)
12:30、18:30
3/29(四)
18:00

播放影片「真情假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險路勿近」
5F多媒體室

3/28(三)
18:30

3/28(三)
20:30

增添校園DIY風潮

藝術季奇趣藝想
學生會舉辦藝術季，不少
人在祈願版上寫下自己的願
望。（攝影／黃資詒）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你找到未來「頭
路」了嗎？本校學生事務處職涯輔導組將於28日（週
三）上午10點舉辦一年一度的「101年校園徵才博覽
會」，在海報街及活動中心盛大舉行，不同類別的職
缺等你來爭取。
共有50多家企業擺攤覓尋人才，較去年特別是邀請
到許多新廠商，如：廣達電腦、和碩科技、花旗銀行
及味全食品等，另外還有夯熱的餐飲服務業，有瓦城
泰統、鼎王餐飲及三井餐飲等。展中服務臺將提供同
學就業輔導專刊，幫助同學充實生涯知識，只要填問
卷即可索取，限量1500本發完為止。諮輔組也設立幸
福驛站，以趣味生涯小遊戲及性向測驗幫助自己找出
適合的工作類型，現場也會提供生涯諮詢輔導，同學
可以善加利用。
蘭陽校園共有131位同學也將遠赴淡水共襄盛舉，
職涯輔導組組長朱蓓茵表示，大四同學一定要把握難
得的機會，更歡迎大二及大三同學先了解職場趨勢，
從自己不足的地方做加強，本次邀請到眾多電子科技
廠商，非常鼓勵就讀工科的同學去瞭解自己所適合的
工作。

活動看板

尋寶蛋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真實的勇氣」
5F多媒體室
體適能有氧社
Runing Club + Attack（複習）
SG246

泳情連載22屆 齊聚為教練黃谷臣祝壽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游泳隊一
向都是各大專校院中的常勝軍，在去年的大專
盃，他們就達成了「稱霸全國」的目標，但他
們除了在場上表現耀眼之外，與前輩之間的
感情也非常深厚。10日為替泳隊教練黃谷臣慶
生，在淡水大腳印餐廳舉辦盛大的慶生和聯
歡活動，人數多達70多位，當中包含許多已經
畢業多年的學長學姐，畢業的年份更橫跨了22
屆，十分難得。黃谷臣表示：「此次聚餐重要
的是透過機會把校友們串連起來，看到這麼多
校友返校，真是令人感動的一個夜晚！」
曾經擔任泳隊2年隊長，已經畢業的學長黃
百宏表示，每個老師和學長都對大家很好，即
使多年不見，很多學長依然可以叫出大家的名
字，能夠舉辦這樣的活動，跟已經在工作的學
長姐認識，擴充人脈，對大家將來的就業都很
有幫助。機電四的黃柏勛表示，學長們給予游
泳方面的經驗，是個很難的的機會！

讀英文拿獎金 檢定考試領獎學金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國際處特定
「101年度淡江大學學生參加英語檢定考試獎
勵作業要點」，凡於100年度參加英文檢定且
符合檢定門檻者，將能獲得獎勵金，名額有
限，請把握機會。
申請成績標準，托福iBT成績68分以上、多
益（TOEIC）達620分以上（英文系700分以
上）、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以上、雅思
（IELTS）4.5級以上。凡是具備上述標準之
一即可申請，並以1次為限，欲申請之同學請
備齊申請書及相關資料，於4月9日至5月11日
送至驚聲大樓10樓T1003，詳情請洽國際處
網站查詢（http://www.oieie.tku.edu.tw/main.
php）。
97學年度入學新生注意，日間部同學需通
過全民英檢中級初試，或多益450分、托福
CBT114分、iBT37分，或雅思3.5級等檢定之
一才可畢業。尚未通過畢業門檻者，可修習
「進修英文」課程替代，詳情請洽註冊組。

諮輔組心靈存摺 記錄你的成長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你，「Know
yourself」嗎？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啟用心靈存
摺，只要參與諮輔組所舉辦的演講就可領取乙
本，帶著存摺參與演講並蓋章，即可獲得１張
抽獎券。活動配合資傳系畢展，將於4月30日
公布獲獎名單，最高大獎有2000元禮券。學生
事務處諮商輔導組輔導員許凱傑表示，存摺上
能寫下對每場演講的反思，在未來回首時就能
知道自己成長多少。
首場演講將於29日下午4點在B502舉行，邀
請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助理教授簡宏
江為大家談論壓力與情緒管理的相關知識。另
外，歡迎大家用臉書搜尋「Know yourself！」
按讚集氣，就能獲得抽大獎的機會！

西音社8樂團 唱翻活動中心

表演樂團包括Before Dying
Sign、絕對樂團、Vast &
Hazy，最後由滋事凱蒂壓軸
演出。第一次在活動中心表
演的絕對樂團貝斯手大傳二
余則寬表示，在活動中心表
演除了可以比較接近觀眾，
整體的效果也不錯。而之前
的表演多在覺軒花園，這次
西音社在活動中心舉行成果發表，將舞臺「搬」到臺下，讓全場一起
在活動中心表演後，社員資
Rock。（圖／西音社提供）
管三劉光辰看完整場表演覺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西洋音樂社日前舉
得，有「征服場地」的感覺。因為成發時間在週會
辦「嚴肅的私立淡江大學西洋音樂社期中成果發表
後，所以場佈時間相當短，副社長英文二夏君儀
會」，共有8個樂團在活動中心輪番搖滾！社長公
說：「雖然時間很緊迫，但大家團結分工逼出潛
行三曾名浩表示，選擇在活動中心並把舞臺設置臺
力，讓整場表演成功！」
下，是為了要讓觀眾可以更貼近舞台，「希望大家
都可以把耳朵打開，嘗試聽不同的音樂！」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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