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中文二余浩鉻：春假過後、期中考將至，開始要「難過」了！

中華民國102年4月8日

職場卡位前哨站 校園徵才博覽會爆人潮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校園徵才博
覽會開跑囉！學生事務處職涯輔導組舉辦
「2013年淡江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於上月
27日由華僑同學聯誼會醒獅團以精采的舞龍
舞獅揭開序幕，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新北市勞工局副局長許秀能、學務長
柯志恩、機要秘書黃文智、與學務處各組組
長等多位貴賓一同與會開幕。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各校從2月開始陸
續展開徵才活動，顯示大學對就業銜接的重
視，淡江學生從大一開始培養對未來生涯的

今年校園徵才博覽會於上月27日在學生
活動中心及海報街登場，各家廠商派員進
駐解說職務，學生們也在攤位前留下個人
履歷。（攝影／謝佩穎）

規畫，希望培育具心靈卓越的人才，核心能
力、課外活動與專業三環缺一不可，希望學
生除了基本知識，更要加強自我能力。最後
感謝眾多廠商蒞校，希望學生都能找到理想
工作。」
本次徵才博覽會總計有54家廠商，釋出
3,200個職缺，蘭陽校園約120名應屆畢業生
也前來參與。諮商輔導組在海報街設「Your
Career We care幸福驛站」攤位，藉由工作興
趣與工作價值觀兩項檢視表幫助同學尋找未
來方向。諮輔組約聘輔導員莊賢彥說：「每
個人在職場追求的方向不盡相同，有人在意
薪資、有人重視成就感，需先瞭解自我價值
觀及興趣，才能選擇對自己最好的職業。」
許多同學手拿多張DM穿梭在攤位中，復興
航空、大同公司、臺灣大哥大等首次參加廠

教科畢展日出 創新教案帶業界迎曙光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教育科技學系
在上月25日至29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第13屆
畢業專題展覽「日出」。開幕式請到競技啦啦
隊開場，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教育學院院長張
鈿富和教科系系主任張瓊穗出席開幕剪綵。開
幕同時舉行畢業專題期末考核的頒獎典禮，第
一名是阿原肥皂新進人員多媒體輔助教材；第
二名是臺北老爺大酒店員工基礎實務語言訓練
課程，第三名是鼎泰豐通識課程數位輔助教
材，佳作則由Studio A門市新進人員基礎訓練
數位教材獲得。
此次展覽的教案，教科系以專業、完整、創
新的方式介紹，其中與教科系合作的阿原工作

室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吳榮燦更是對合作學生設
計的新進人員多媒體輔助教材讚賞不已。組員
教科四黃婷、蘇芯平、陳建民表示，剛開始遇
到找不到合作廠商的困境，經過不斷地拜訪和
聯絡後，終於取得合作契機，過程中從一開始
的面談、提案、呈現，學到的不僅是產出一份
好的數位教材，當中在實務上的應用和與企業
的交流、互動，讓他們更了解職場上的運作模
式。同時相當感謝阿原讓他們有更多心靈上的
體悟，也成就他們在畢製中的表現。
高柏園致詞時表示，一直以來對教科系的表
現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此次畢展展場設計、
安排展現出教科系的將氣之風，由此可見學生

對於教案設計的重視與執著，並勉勵學生未
來能秉持著認真態度，透過專業教案設計來服
務、回饋社會，最後期許未來教科系能跟業者
有更好的合作互動。
張瓊穗對於本屆學生設計的創新教案給予肯
定，並表示他們透過團隊合作與業界緊密連結
與溝通，設計出深受合作企業讚賞的教案。而
此次參與畢展的學生從一開始不熟悉，到現在
能清楚表達想法、與業者溝通，過程中他們的
努力、謙虛及展現出對教科系的熱忱，更是讓
人深感欣慰。

校長盃戰況激烈 男排機電蟬聯冠軍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101學年度校長
盃籃球、排球、壘球賽於上月23、24日熱烈開
打！冠軍戰於25日中午舉行，由校長張家宜在紹
謨紀念體育館為籃、排球決賽開球，場邊加油聲
此起彼落，在鏖戰近1個半小時後，成績陸續出
爐。男排冠軍由機電系贏得冠軍2連霸、女排由
統計系贏得第一、土木系摘下慢速壘球冠軍，而
男、女籃冠軍則是分別由企管系和資管系奪得。
榮獲男排冠軍的隊長機電碩二王琮鴻開心地
說：「因為有隊員的合作才會有2連霸的成績，
在團隊訓練中主要加強體能，在8強賽中對戰經
濟系是場硬仗，幸好大家互相鼓勵，做好動作藉
此降低失誤率。」
女排冠軍隊隊長統計三張晴晴表示，「這是統
今年校長盃競賽於上月25日中午在紹謨紀念
體育館進行決賽。圖為男籃決戰終場由企管系
以53比42獲得勝利。（攝影／謝佩穎）

計系第一次得到冠軍，對手都相當堅強，只能在
失誤率上互相較勁，在決賽和中文系對戰時，大
家互相鼓勵不氣餒，把平常練習的實力展現出
來。」
男籃決戰終場由企管系以53比42獲得勝利，隊
長企管三林恒謙說，每組隊伍實力都相當堅強，
這學期有針對去年不足處加強練習，也多參加校
外比賽增加上場經驗，進而在比賽時發揮平常練
習的成果。
女籃冠軍隊隊長資管三張喬閔說：「很感謝每
位隊友盡心盡力練習，比賽過程雖然辛苦，但卻
贏得很有成就感。在對戰西語系時，團隊士氣一
度低迷，但在學姐帶領下奮力一搏，且在戰略上
有很大優勢，才能讓我們沉著應戰。」
壘球項目由土木系贏得第一，隊長土木三徐巾
哲說：「賽前大家進行晨練，雖然練習很辛苦，
但能得到好結果就很值得。」

商吸引眾多同學駐足詢問。復興航空人力資
源處專員賈乃萱認為，「一般學生對公司的
營運方式不太瞭解，藉由徵才博覽會的機會
可以多加接觸。」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組織管
理專員洪肇谷指出：「校園徵才博覽會可增
加學生與廠商的互動，就以過往經驗來說，
許多同學參加完即來信詢問甄選細節，顯示
對未來就業的積極。」觀光四吳承樺說：
「即將畢業面對職場生涯，希望能藉由徵
才博覽會對廠商有所瞭解！」法文四歐書函
說：「連續2年都來參加徵才博覽會，今年
增加許多服務業廠商，感覺更多元，讓不同
系所的學生有更多機會；另外，今年還看到
國防部與海巡署等公家機關，他們都穿著制
服，覺得很有趣、也非常感興趣！」

實驗劇團探討微妙成人情感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實驗劇團於
上月22日展開3天的第28屆畢業製作《愛講∕
話》，取材自澳洲作家Andrew Bovell的劇本
《Speaking In Tongues》，且特別邀請「曙光劇
團」團長高華麗參與演出。本劇共分上下部，
上半部描述2對夫妻、4種個性，在一次雙重外
遇後，讓彼此信任感崩解，透過對話、爭吵，
最後在愛裡疑惑。下半部加入迷樣男子Nick、
心理諮商師Valerie和丈夫John、失去愛人的Neil
及渴望愛卻害怕愛的Sarah，嘗試探討5人微妙
且複雜的情感。而劇中看似無關的9人，在對
話中，卻又發現彼此有如此密切的互動。
該劇本曾為臺灣大學戲劇系第七屆畢製組的
演出作品，因此也特別邀請曾參與演出的臺大
校友鮑奕安來擔任導演，透過他對於劇本的熟
悉及體悟，引領演員進入角色。鮑奕安表示，
這部戲難度很高，除了有大量臺詞外，戲劇主
軸偏向中年人的愛情，所以要花費心力讓演員
們進入狀況，透過不斷地溝通和講解，讓演員
們充分了解劇中人的心態和想法，希望觀眾們
能從中得到一些感觸或感動。中文四藍硯琳
表示，劇情很複雜，每位演員至少扮演2種角
色，考驗演員的能力和觀眾的理解能力，而這
次公演請到專業演員演出，讓整齣戲的專業度
大幅提升。（文／楊蕙綾、攝影／林俊耀）

逐，春藝眾星雲集 陳綺貞壓軸獻藝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8日由國企系系
「天啊！我的雞皮疙瘩都起來了。」
學會與保險系系學會主辦「逐，春藝 輕聽微青春」
現場不時傳來震耳欲聾的尖叫聲，魏如萱
春季校園演唱會邀請知名歌手魏如萱、陳綺貞、白
唱〈沒有星期五的無人島〉一曲，以乾淨清
安、李佳薇、鄧福如、許書豪等人在學生活動中心，
脆的嗓音搭配優美歌詞，讓在場觀眾陶醉
一同唱出青春的步伐。本次陣容堅強的程度，從排隊
其中。事後，她也在臉書上發文表示，「第
等待進場的人群一路延伸至驚聲銅像，可見一斑。場
一次台下的同學們是安靜的在聽這首歌，真
內座無虛席、尖叫聲不斷，且場地特設延伸舞臺，拉
好。」擔任壓軸演出的陳綺貞以吉他彈唱〈旅
近觀眾與歌手間距離。
行的意義〉，全場一同大合唱，溫柔感性之聲帶
開場由創作歌手白安打頭陣，渾厚嗓音一出即造成
來青春元氣，讓整場活動圓滿結束。
全場轟動，而接續登場的鐵肺歌姬李佳薇，以〈煎
由國企系、保險系系學會主辦春季校園演唱會的卡司陣容堅強，圖為歌
熬〉一曲再次引起現場騷動。中文一陳心彤直呼： 手魏如萱以率真性格、清亮嗓音，贏得觀眾如雷掌聲。（攝影／賴意婕）

藝術季藝元復始 推創意市集尋寶趣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
會及尋寶社聯合主辦第8屆藝術季「藝
元復始」於上月29日圓滿結束，除了藉
由播放「PASSION」電影，讓學生「藝
起」感受春暖花開的校園藝文風情外，
這3天在蛋捲廣場也有創意市集、淡江
文化大會考、彩繪復活蛋等多場活動。
活動執行長資圖二黃婕表示，在春季腳
步接近的同時，希望讓學生感受春天氣
息，「也感謝所有到場支持的同學，建
議大家可多到戶外走動，一同感受校園
文藝氣息。」
創意市集「什麼玩藝兒」，讓蛋捲廣

場充滿文創園區的氛圍，吸引眾多學生
到場參觀；而淡江文化大會考「藝起動
動腦」考驗淡江人的生活常識，保險四
涂意証說：「遊戲不僅讓我們更認識校
園，還能獲得獎品，真是太棒了！」
另外，由尋寶社主持「彩繪復活蛋－
藝起來尋寶」，讓參與學生索取復活
蛋、進行彩繪，同時喚起大家童年勞作
課的回憶。運管三許翼揚說：「還是喜
歡親手製作，這樣的東西很有溫度，」
而尋寶社也會在本週選出最美的彩繪
蛋，並送出神秘禮物。

學生會及尋寶社聯合主辦第8屆藝術季「藝元復始」於上月27日在蛋捲廣場登
場，有創意市集、淡江文化大會考及彩繪復活蛋等活動。圖為創意市集一隅，吸
引有興趣的同學駐足，由攤位老闆解說產品製成與其特色。（攝影／羅廣群）

「逐，春藝 輕聽微青春」壓軸邀請到歌手陳
綺貞演唱，以吉他彈唱一曲〈旅行的意義〉，
讓觀眾聽得如痴如醉。（攝影／羅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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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一生的投資理財架構與
現階段投資建議（http://
enroll.tku.edu.tw/）
用點心，做點心（一）
母親感恩心（http://
enroll.tku.edu.tw/）
用點心，做點心（二）
畢業送友情（http://
enroll.tku.edu.tw/）
教學設計與數位教材製作
經驗分享研習
（http://enroll.tku.edu.
tw/）
學習策略工作坊－「用英
文簡報，你也可以！」－
英文口頭簡報技巧
（http://enroll.tku.edu.
tw/）
學習風格線上問卷調查
（http://w5.tku.edu.tw/
feedback/style/index.
php）

4/8(一)
8:00

員福會
網路報名

4/8(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4/8(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4/8(一)
8:00

遠距組
網路報名

4/8(一)
8:00

學發組
網路報名

4/8(一)
8:00

學展組
淡江網路校園

4/8(一)
10:00

諮輔組
商管大樓前

「性平小學堂」性平知識
大考驗擺攤活動

4/8(一)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4/8(一)
17:10

法文系
L416

法文電影播放
《莎岡•日安憂鬱》

4/9(二)
12:00

學發組
I601

101(2)學業成績學習進步
獎頒獎暨心得分享活動

4/9(二)
12:00

職輔組
Q409

國防部電訊發展室
徵才說明會

4/9(二)
18:30

管樂社
文錙音樂廳

管樂社期中室內樂
驚奇4樂園

4/9(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總複習

4/10(三)
12:00

職輔組
Q409

長榮海運股份有限公司
徵才說明會

4/10(三)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4/10(三)
18:10

法文系
T505

法文電影播放
《我會好起來》

4/10(三)
18:30

職輔組
鍾靈中正堂

「Up你的職場軟實力」
微軟告訴你
大學生應具備的競爭力

4/11(四)
18:30

未來所
滴咖啡

回家的故事：香料共和國
（影片播放）

4/11(四)
19:00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淡江x海洋x長庚鋼琴社
聯合音樂會

4/11(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歡樂基本劍

4/12(五)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未來學年會前進芝加哥 甄選開跑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配合本校國際
化、未來化政策，未來學研究所將徵選學生出
席「世界未來學會2013年年會」，提供大學部
1個名額。申請時間為即日起至17日中午12時
止，將於19日進行甄選。
申請資格必須曾在本校修習未來學門課程，
且成績須達80分以上的大學部一至三年級學
生；或正在修讀未來學門，獲授課教師推薦參
加甄選（檢附推薦函）。通過審核的學生，將
由學校補助經濟艙來回機票費用、註冊費用之
總額半額及會議期間每日部分生活費用。
本次學年會，本校將由未來學門教師鄧玉英
講師帶領前往美國芝加哥參與世界未來學年
會，本年度會議主題為「World Future 2013：
Exploring the Next Horizon」歡迎有興趣的同
學們，至未來所網站（http://gifs.taiwans.tw/）
下載申請書填寫，並檢附學業成績單、未來學
學習心得報告，於期限內繳交至未來學研究所
辦公室ED504。

童軍棕熊營 教孩子環保兼自律 即日起開放線上租借學士服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第30屆「棕熊
營」，淡江童軍團帶小朋友從玩樂中認識環
保與自律！上月23至24日在新北市興福國民小
學，由淡江童軍團同學帶著35名小學三至六年
級的兒童們展開為期2天1夜的宿營。棕熊營旨
在訓練孩子脫離爸媽身邊也能獨立自主、照顧
自己，執行秘書日文三王嘉茲表示，配合本次
主題，也在康樂活動、戲劇表演中加入創新元
素。總計36名工作人員，包括淡江童軍團、以
及明湖高中、石門高中的童軍伙伴也來幫忙，
籌備期約3個月，希望帶給學齡兒童們印象深
刻的週休二日。王嘉茲提到，營期結束、爸媽
來接小朋友的時候，「不斷問我們之後還會不
會再舉辦，要我們一定要通知他們！讓我很感
動。」航太二廖昱璋說，有小朋友從小學三到
六年級年年都參加，每年也都覺得很好玩！

諮輔資傳 用眼睛 Keep In Touch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諮商輔導組於今
日（週一）至11日在商管大樓前舉辦「友善校園人際關
懷-eye touch眼神拍立得傳情」，現場會利用拍立得記錄
下傳情者的臉部特寫照，且附上一張明信片讓傳情者撰
寫。諮輔組約聘輔導員許凱傑表示：「友善校園人際關懷
是本組一直在推動的活動，首次嘗試以『眼神拍立得』來
展現人際間最直接的交流。而現代人多數透過3C產品做
為互動媒介，希望能藉由這次增加同學、好友間的實際接
觸，讓彼此可以更直接傳遞情感。」
收信者可至官網（https://www.facebook.com/
eyetouching）查詢傳情照片及明信片內容，實體明信片則
可至傳播館資訊傳播系辦公室旁放置eye touch小樹上尋
找。若是寄給校外人士，領取地點則是與資傳系合作，將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活動看板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又接近驪
歌高唱的季節了！應屆畢業生注意囉，總
務處事務整備組即日起至30日止開放網路
（http://163.13.180.119/clothes/）線上租借
學、碩士服，以系所或班級單位登錄為原則，
恕不受理個人登錄。歸還時以個人為單位，至
前述網址列印保證金繳費證明、辦理退費。而
領取碩、學士服確切時間及領取地點將另行公
告，相關訊息可洽事務組組員黃錦桐（校內分
機2232）。

加退選補退費 8日起開辦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加退選
後收退費辦理時間為今日（8日）至28日止。
補繳、退費單於今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學親自
簽收（就貸生暫不辦理），請同學簽收後務
必儘速至出納組（B304）或臺北校園D105辦
理；補繳費者亦可利用信用卡及ATM轉帳方
式繳納。加退選後之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
本處另將E-mail至學生學校信箱，或可至財
務處網站（http://www.finance.tku.edu.tw）查
詢。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102學年度
第一學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

於黑天
鵝展期5
月6日至
10日及
四四南
村展期
5月24日
至26日
做搭配，在策展期間來攤位領取即可。
資傳四李柏彥說：「人際間原始的溝通逐漸被忽略，其
實透過眼睛所能傳遞的訊息遠比文字來得多，因此想藉此
喚醒人們對視覺的重要性，而諮輔組致力於人際關懷，透
過合作、希望能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