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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 康輔社
經濟系學會

會計三吳家慧：春天要來燃燒卡路里，為短褲、短裙的季節做準備！

活動看板

全國社評大顯神威 勇抱三獎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淡江社團
有多厲害？本次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及
全校性自治組織評鑑暨觀摩活動，由經濟
系系學會、康輔社、學生會3個社團代表淡
江參賽，全數抱得大獎！經濟系系學會獲
「自治、綜合性社團」優等；康輔社更是
蟬聯2年得到「體能、康樂性社團」特優，
而學生會首次獲得「全國性自治組織」特
優獎，對此學務長柯志恩表示，「代表學
生的聲音又回來了！」她認為今年實施的
社團學分化是本校三環五育概念的貫徹，
而淡江也年年蟬聯企業最愛私校第一，對
本次社評獲得佳績表示，「不意外！因為
淡江社團這麼優秀，是他們應得的！」

經濟系系學會會長經濟二李佩君表示，
各屆的緊密連繫、團結精神就是最大的優
勢！從接任幹部後的幹部訓練、嚴密的組
織架構、每個活動和財務細節都小心謹慎
的看待，「而且有問題時學長姊都是我們
的顧問！」經濟系系主任莊希豐也提到，
招生的時候系學會成員都會幫忙，「新生
家長都可以直接看見我們孩子的模樣，他
們是最好的模範！」
對於學生會今年獲獎，柯志恩特別感動
地說，淡江從李雙澤時代就倡導學生要有
自己的聲音，但到後來似乎漸漸消失了。
在去年，學生會積極爭取參與學校的重大
會議、並有效傳達學生的聲音，擴大了參

與度，加上學生會一直以來長期的努力，
應是獲獎的極大主因。學生會會長財經三
徐振傑表示，這次的社評真的花了很多心
思，也和各屆的學長姊討論，不斷更改計
畫。「未來希望能夠更完整地傳達學生的
聲音，我們也會主動去找尋學校裡、學生
的問題，並有效、確實地告訴學校。」
康輔社更是連續2年拿下特優！執行幹部
財金三李美儀表示，準備社評的過程非常
辛苦和難忘。總共只有3個幹部的他們，幾
乎是做到出發去社評的前一刻才結束。但
很幸運的是，一路上有老師和學弟妹們的
幫忙，「而且恰好指導老師給我們的方向
跟評審的方向很一致！」李美儀也提到，

淡水校園

本校學生會、經濟系學會，以及康輔社在全國社評獲佳
績，學務長柯志恩（左二）及經濟系系主任莊希豐（左三）一
同與學生慶功。（攝影／劉代揚）

連續2年拿到特優，明年便沒有參賽資格，「等於是畢業
了！」但指導老師李美蘭也給了他們一個新的方向，希望
他們往青輔會和平志工團績優團隊的競賽邁進，李美儀
說，「透過和全國的團隊競爭的機會，把眼光再放大、放
遠！」

（攝影／謝佩穎）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事務
Q.學生希望在徵才博覽會上獲得什麼機會？ 處職涯輔導組舉辦「2012校園徵才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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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樣本／53家企業、156份學生有效問卷

於上月28日在海報街熱鬧開跑，共有53家企
業來本校招募新鮮人，參與開幕剪綵的校長
張家宜表示，同學透過徵才博覽會可以了解
就業市場，「把握機會，也許在現場寫好履
歷，一畢業就能擁有金飯碗了。」
學生最想進入的企業排行，根據本報現場
進行問卷調查統計，前3名分別為廣達電腦、
富邦金控，以及福容飯店；在「假設明天就
是畢業典禮，你的就業準備程度」評分中，
學生自評平均為67.7分，僅高於及格分數7.7
分。中文三楊凱如表示，也許有些人已具備
很好的能力，「只是還沒正式踏入職場，難
免沒自信，總覺得自己還需要加強。」
日前《Cheers》雜誌評比本校在「企業最
愛大學生」的「8大能力指標」皆為私校第
1。對此針對53家企業調查「印象分數」及
「實際接觸淡江學生」，進行徵才博覽會前
後的指標滿意度評比。結果顯示「抗壓性
高」在實際進行徵才面試後，滿意度由17票

校長盃報名歷年最踴 航太土木保住冠軍盃

企圖心表現

成，2成5則認為是社團經驗，企業重視
的打工僅佔1成2，顯示學生與企業著重
的目標略微不同。寶來曼氏期貨陳柏維
建議，學生應該多加強實務經驗，以及
多準備金融相關證照，「像是期貨、證
券、壽險業務員證照都是學生可以準備
的方向，以提升職場競爭力。」財金系
系主任邱建良建議同學先掌握好自己的
專業知識，抓緊機會到業界實習，更要
積極準備證照，「財金系提供本系學生
考證照的模擬系統，若外系學生有需要
也可提出申請。」

歌手胡夏演場時下臺與學生互
動，學生尖叫聲不斷。（攝影／謝佩
穎）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春天音樂盛事，第
7屆忘春瘋於上月23日下午6時，在學生活動中心熱情開
唱，縱使午後突如其來的大雨，也澆不熄排隊人龍的興
奮，水環二李冠毅說：「我中午就來卡位了！」
藝人蕭賀碩一開場就讓現場陷入音樂的瘋狂，因為
團員中許多人和淡江大學都有關聯，因此唱了一首
「Family」獻給淡江人；接著由擁有清新歌喉的「阿福」
鄧福如帶來一連串膾炙人口的歌曲。中場還安排了小遊
戲「忘春瘋拳」，讓觀眾上臺與主持人星瀚互動，讓現
場笑聲不斷。接續在後的旺福，不僅帶來許多輕快、易

頓時陷入瘋狂，大喊「A-Lin我愛你」！並開放現場點歌
與主持人星瀚合唱，甚至將「If I Ain't Got You」與「酒後
的心聲」結合，她說：「好久沒唱校園了，真的很喜歡在
校園中可以近距離互動的感覺！」統計四郭弋綸說：「真
的很喜歡這次的陣容，來參加的人都賺到了！」而管科一
李振皓說：「高中時就有聽過淡江忘春瘋，果然精彩！」
此次執行長化材一邱建文表示，氣氛有達到預期，並謝謝
同學熱情參與，「這一晚很棒，也希望後續學生會辦理的
活動，同學都能來共襄盛舉！」

金韶獎初賽 25組入圍決賽 開啟音樂之路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第24屆金韶獎初賽於上月
24日舉行，來自全臺各大專院校的參賽者，共145組報名，
進行為期約12小時的評選，最後入圍：創作組9組，獨唱組
10組，重對唱組6組，共25組。決賽將於5月4日在學生活動
中心舉行。
今年為第2屆開放全臺大專院校報名，金韶獎總監中文
二吳哲瑜表示，今年外校表現十分亮眼，來自中興大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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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度表現

上口的歌曲，主唱「小民」姚浚民還談起許多學生時代在
淡江大學的趣事，逗得全場哄堂大笑，並獻給忘春瘋最新
創作「給我一個讚」，在副歌時與臺下互動，讓現場此起
彼落的「讚」聲，小民甚至一口氣喝完整瓶礦泉水，全場
不斷大喊「偶像」！
而胡夏演唱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主題曲
「那些年」，甚至跳到臺下與前排觀眾擊掌，又掀起一波
高潮；樂團棉花糖的吉他手沈聖哲忘情搖滾，甚至彈斷
了一條弦，主唱「小球」莊鵑瑛更邀請觀眾上臺互動，產
經一莊椀筌不僅被餵飲料，還與沈聖哲擁抱，她下臺後大
呼，「真爽！」。壓軸登場的A-Lin演唱「我很忙」時，
還走上二樓與觀眾近距離接觸，與觀眾擁抱及合照，現場

棉花糖主唱小球（左）在臺
上餵歌迷喝飲料，學生一口氣就
喝光光。（攝影／鄧翔）

議員補選 催出超高投票率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第28屆學生議會議員補選結果於上月
27日出爐，本次議員選舉參選人數共5名，全數超過最低門檻60票，全
員當選。本次議員補選總投票率4.5%，其中投票數商學院203張、管理
學院298張、外語學院146張、全創學院71張。當選名單為保險三許綵
羚、資管三鄭兆晏、會計一陳佳伶、日文四黃玉珊、政經一蔡萱燁。
學生議會議長企管二劉書宇表示，補選的投票率比預期要高，歸功
於學務處課外組對補選活動提供相當多的資源與幫助，課外組工讀生
賣力鼓催路過學生投票，是締造這次高投票率的重要因素，「相信這
些新議員的加入，會為學生議會帶來不一樣的新氣象，我們今後也會
一同為學生權利做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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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春瘋席捲 今年偶像超親民
歌 手 A-Lin
獻唱，學生直呼賺
到了。（攝影／鄧翔）

【記者賴奕安
淡水校園報導】
100學年度校長
盃籃球、排球、
壘球賽，於上月
24、25日熱鬧開
打！男籃冠軍土
木系和壘球冠軍
航太系，蟬聯冠
校長盃開打，各系使出渾身解數力保獎盃。（攝影／ 軍2連霸，體育事
李鎮亞）
務處表示，今年
各系報名踴躍，尤其是籃球項目與去年相比增長不少，顯示體育風氣
盛行。
男籃項目，土木系完成連霸的目標，隊長土木三陳立宇說：「主力
學長們紛紛畢業，大家都知道今年會是場硬戰。」為此全隊都不懈怠
練習。冠亞賽對上統計系，面對籃球好手統計四黃郅銘，大家都專注
防守位置，緊盯對手進攻，才好不容易將冠軍寶座留在自己系上。
女籃由會計系奪下第1，會計四李宛錡攻守兼備，常在分數落後的緊
急時刻，帶著大家逆轉勝，是全隊的定心丸。隊長會計三陳怡伶說，
為了要更瞭解每個系隊的攻守陣容，透過與各系隊的友誼賽中，認真
觀察別人的戰術和策略，「冠軍等了好久，也是我們近年來最棒的成
績。」
男排部份，機電系以黑馬之姿贏得冠軍，隊長機電二許博淳表示，
首次搶進前4強，又一舉奪下冠軍，將此突破歸功於機電碩一王琮鴻，
他亦是隊上的MVP。許博淳說：「以前系隊練習比較鬆散，可是王琮
鴻很有號召力，讓大家開始熱衷練習，才能有這次的成果。」
女排氣勢不落人後，財金系以完備的防守摘冠，財金四陳佩琪控球
得宜，多次Ace發球一擊得分，隊長財金二林庭萱表示，去年校長盃拿
到亞軍後，就開始做戰術的修正，提防對手吊球攻擊，防守變得更嚴
謹是致勝關鍵，「今年大一學妹的素質很好，可以跟上練習進度，學
姐回來都稱讚我們進步很快。」另外，季軍公行系帶來威震全場的啦
啦隊，在每一次球員發球的同時，會跟著大聲疾呼「殺！」來增加全
隊氣勢，讓其他系隊又震懾又羨慕，堪稱最佳應援團。
壘球方面，航太系連續2年稱霸，隊長航太三易威廷表示，其實今年
遇上了銜接的問題，很多已畢業學長的位置無人頂替，所以打球方式
做了修改，加重接球、打擊的基本練習，「讓每個隊員攻守都能隨時
到位，變成每個人都很重要。」

提高至23票；「團隊合作」項目，由24票
提高到27票，不少廠商表示，淡江學生能
經由面試展現團隊及抗壓性的表現分數。
本校公行系校友、壹傳媒人力資源部專員
李宜諭就認為淡江人在職場上能屈能伸、
能力很多元，的確能為就業加分。在「學
習意願強、可塑性高」、「具有解決問題
能力」、「融會貫通能力」票數上，則在
實際面試後略為下滑，部分廠商分析，學
生未能準備完整的履歷，無法在面試時針
對上述能力提出具體表現，這也顯示學生
在履歷撰寫及企業了解度上略顯不足。首
次參與徵才的鼎王集團人資訓練部專員程
紀蓓指出，「同學應具備完整履歷，並對
自己想投入的產業必須有更多了解再求
職。」
另外，企業對於「學生具備哪些能力
將影響錄用資格」項目中，3成4的企業認
為實習最重要，打工佔2成6、社團經驗及
系上專業則各佔2成。學生自評的部分有
4成同學認為系上專業課程有助於能力養

王彙筑一個人帶著吉他北上，在獨唱組和創作組皆入圍決
賽。來自真理觀光數位學系和本校企管系兩位同名同姓的
「張壹翔」一同報名重對唱組也拿下好成績。由本校合唱
團以acapella方式演唱，以聲音突顯分部和節奏，搶眼的表
現也入圍決賽為淡江保住名額！吳哲瑜說：「這次從各地
來的選手都有，外校比率大增，也希望之後淡江人能夠多
參與，把冠軍留在淡江！」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4/9(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絕對陰謀」

4/10(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隔離島」

4/11(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空中危機」

4/12(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達文西密碼」

4/13(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亡命殺鎮」

李青芳獲總統頒發
青舵獎

服務有成的李青
芳，獲青輔會頒青舵
獎。（圖／李青芳提
供）

徵才博覽會搶人才 學生最愛廣達電

Q.53家企業對淡江學生在徵才中的表現滿意度？
履歷撰寫能力

日期/時間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服務就是在
一片未知的土地上灑下很多種子，不知道它們
會不會發芽。」這是甫獲得101年青舵獎志願
服務獎的教政碩二李青芳對「服務」這件事情
的定義。青舵獎由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
辦，每年約有600多人報名，今年個人獎僅有7
人獲得，由總統馬英九親自頒獎，鼓勵投入志
願服務、對社會貢獻的青年。李青芳從大學時
期就投身服務至今近6年，將希望帶至各種不
同的地方，期盼它們發芽茁壯。
李青芳表示，主辦單位或許是看見他持續不
間斷的服務精神，透過分享，發揮影響力，加
上6年來服務歷程的累積，成為這次得獎的關
鍵。「跟大多數的人一樣，我一開始並不知道
自己在做什麼。」李青芳回想起投入志願服務
這條路的過程，是在一次一次的服務中發現它
的價值，「服務是一種互惠的過程，去那些地
方教小孩子數學、電腦，你很難保證這些會有
什麼成效，但是可以啓發他們、引發學習的興
趣。」他提到有次去南部帶營隊，因為鄉土連
續劇的影響，竟然有孩子跟他說以後想當黑道
老大，因為這樣比較不會被欺負，但營期過
後，那孩子改變志向希望可以當英文老師。
「更不用提有些家庭會對小孩子灌輸不用念
書、念書沒有用的概念。」
「但我一個人的力量還是有限，」李青芳
說，「一群人一起投入比一個人埋頭去做有效
得多！」未來，他也希望透過自身經驗的分
享，帶給大家對於服務不同的想法，進而投入
志願服務，去幫助更多的人。

服務隊成果分享 種下愛種子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打開心視
界，看見你我他」由課外組主辦，分享23支
隊伍在寒假時於各地服務的心得，分「返鄉
服務類」和「知能專常類」以及「主題育樂
類」三類，於上月29日進行成果發表。「有
些事情不做不會怎樣，但做了會不一樣，相
信今天在場所有服務隊的隊員，我們都在做
不一樣的事情。」新竹苗栗聯合校友會返鄉
服務隊隊長運管三徐晧在臺上分享時感性說
道。
活動現場採靜態及動態分享，靜態部分以
各服務隊在服務及籌備過程中拍攝的照片集
結而成的成果照片集為主，讓參與分享的各
服務隊各自翻閱交流，動態的部分則是每個
服務隊各有5分鐘的時間以影片輔以解說的
方式分享服務過程及心得。今年寒假服務隊
數為歷年最多，共有23支服務隊在淡水、新
竹、花蓮、屏東、高雄、金門等，都看得到
他們的身影。金門校友會返鄉服務隊今年是
第1屆，隊長財經二李介盛也說：「辦服務
隊以前，我不知道我到底能夠做什麼，但返
服過後我才知道，我們竟然可以帶給小朋友
這麼多，不只是玩樂，我們希望像我們返服
的主題一樣，在他們心中種下服務的希望種
子，將來能夠回饋給更多的人。」

英文歌唱比賽 獎金3000等你挑戰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將於
5月3日晚上6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全校
「英語歌唱比賽」，得獎同學可獲最高獎金
3000元，個人或團體合作的形式不拘，比賽
將以卡拉OK伴唱方式進行，即日起開放報
名。相關訊息請見英文系活動網站（http://
www.tflx.tku.edu.tw/app/news.php?Sn=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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