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本報資料照。）

學生大代誌 4

活動一覽表
日期 / 時間
3/16( 一 )
|
3/20( 五 )
10:00
3/16(
一)
|
3/18( 三 )
10:00
3/17( 二 )
13:10
3/17( 二 )
18:30
3/18( 三 )
13:00
3/19( 四 )
18:00
3/19(
四)
|
3/20( 五 )
10:00
3/20( 五 )
10:00
3/23(
一)
|
3/24( 二 )
10:00
3/24( 二 )
18:00
3/25( 三 )
10:00
3/26( 四 )
18:30
3/27( 五 )
13:00

958 期

文化週＠黑天鵝

地點

活動名稱

福園前廣場 幸福希望旅程七站
B307

職涯講座 -- 由校園到
職場的生涯規劃
ED107 「我的職涯在手中」
工作坊第一場
ED107 「我的職涯在手中」
工作坊第二場
資訊處 CPAS 職涯適性測驗解
電腦教室 析第一場

SG314

模擬求職面試
生命的非定式 ~ 生命
意義分享會活動

B307

職涯諮詢

B1012

CPAS 職涯適性測驗解
析第二場

學生活動中
心及海報街 校園徵才博覽會
ED107 「我的職涯在手中」
工作坊第三場
ED107 「我的職涯在手中」
工作坊第四場

（表／淡江時報製作，資料來源／學務處提供）
（ 攝影／吳重毅）

█淡水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養專業能力，達到學用合一的目的。」
今日至20日（週五）上午10時起，在福園
前廣場一連五天舉辦「幸福希望旅程」共7站
攤位，包含生涯目標、探索與生命意義等多種
互動活動，協助同學了解自我志向、檢視工作
價值觀。
除外，還有「中文履歷健診」、「由校園到
職場的生涯規劃」講座、「適性測驗解析」、
「職涯諮詢」、 「模擬求職面試」等多種面
向活動，協助規劃未來道路。活動詳見活動報

名系統查詢（http://enroll.tku.edu.tw）。
接著在25日上午10時登場的重頭戲是本校與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合作舉辦的「校園徵
才博覽會」，在學生活動中心與海報街將會有
50家廠商蒞校擺攤徵才，開放多元類別職缺。
另外，19日晚間7時在鍾靈中正堂（Q409）
的「2015台灣微軟校園巡迴講座」，本校水利
工程學系（現水環系）系友、現任台灣微軟總
經理邵光華也將蒞校與學弟妹座談分享。

大專團體組」
優等，口琴社
則在大專團體
組「口琴合
奏」、「口琴
四重奏」皆獲
優等。
管樂社參加 103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決 國 樂 社 在 與
賽，在競賽場地前合影留念。（ 圖／管樂社提供） 其他16所大專
院校、強敵環伺的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超越
【記者姜智越、陳怡如淡水
政大等勁敵，自選曲選擇張永欽作品「阿里
校園報導】捷報！國樂社、管
山的日出」，以澎湃旋律詮釋阿里山風光。社
樂社、合唱團及聆韻口琴社參
長歷史二張人太表示，奪冠覺得非常榮耀，
加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歸功於寒假密集訓練，不僅提升技術同時培
北區決賽，為本校囊括2特優3優
養團員默契才有此顯著成果。勉勵下一屆保
等殊榮。國樂社勇奪「絲竹室
持，將冠軍留在淡江。管樂社在20個參賽隊伍
內樂合奏—絲竹樂—大專團體B
中，以穩定度跟熟練技巧勝出，僅次臺大，以
組」特優第一，管樂社抱走「管
「Yasuhide Ito: Gloriosa III. Dies Festus」為自選
樂合奏—大專團體B組」特優第
曲，指揮老師帶領50位團員完美呈現。社長化
二，合唱團榮獲「混聲合唱—

學二李佳展表示，感謝團員的付出及幹部的支
持。雖決定曲目時間較晚，但大家仍努力勤練
才有此佳績，期許未來能有更好表現。
合唱團首次參賽，便拿下優等，在42位團
員努力下，以「Prayer of St. Francis」作為自選
曲，結合手語動作發揮創意。社長土木三林靜
轉述評審評語，合唱團因音色優美溫暖及樂團
相當和諧獲肯定，感謝團員的辛苦，希望未來
獲得更好成績。對於抱走兩項優等，口琴社社
長物理二吳至翔表示：「大家開學前幾乎每天
練習非常認真，雖獲優等，但大家的努力在我
心中是第一名。」社員經濟二江果叡表示，參
賽是很好的體驗，成果也十分良好。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園報導】
為讓同學提前了解自身優勢，
順利尋找求職管道，學生事務處
於16日（週一）起舉辦為期兩週
共計19場「職涯啟航週」系列活
動。職涯輔導組組長吳玲表示，
本活動對象將應屆畢業生擴大至
在校生，「規劃講座、互動攤
位、模擬面試與工作坊等活動，
協助同學提早掌握自我優勢，培

全國音樂賽傳捷報 2特優 3 優等

中文履歷健診

B116

B307

職涯啟航週 16 日登場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6 日

文化週咱ㄟ食代 名產美食完售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
寒流來襲，抵擋不了學生參與
「聯合文化週」的熱情！活動
邁入堂堂第十二屆，今年以
「咱ㄟ食代」為題，吹起濃濃
懷舊風，靜態成果展開幕式9日
中午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行
政副校長胡宜仁、教務長鄭東
文、學務長柯志恩、社團學習
與實作召集人黃文智等師長皆
出席剪綵，並於臺南林百貨頂
樓神社造景投幣許願，氣氛熱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3/16( 一 )
8:00

衛保組
網路報名

3/16( 一 )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3/16( 一 )
8:00

資訊處
網路報名

3/16( 一 )
8:00

人福組
網路報名

3/16( 一 )
8:00

人福組
網路報名

3/16( 一 )
8:00

人福組
網路報名

3/16( 一 )
8:00

人福組
網路報名

3/16( 一 )
8:00
3/16( 一 )
8:00
3/16( 一 )
8:00
3/16( 一 )
8:00
3/16( 一 )
8:00
3/16( 一 )
9:00
3/16( 一 )
10:00
3/16( 一 )
12:00
3/17( 二 )
10:00
3/17( 二 )
12:00
3/18( 三 )
12:00
3/19( 四 )
10:10
3/19( 四 )
12:00
3/20( 五 )
12:00
3/21( 六 )
10:00

活動名稱
104 年度健康促進計畫─守
護愛的不二法門
( 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
心靈園丁社區兒童心理關懷
志工 ( 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物聯網與 4G 寬頻在智慧校
園的運用 ( 網址：http://enroll.
tku.edu.tw/) 限教職員工
「職場 EQ 和情緒壓力管理」
課程 ( 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比出國更有效的美語學
習法」課程 ( 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雲端辦公室 : 知識工作者
的雲端大腦與智能助理」課
程 ( 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問題分析與解決思維邏輯
運 用 」 課 程 ( 網 址：http://
enroll.tku.edu.tw/)
愛的千百問 ( 網址：http://
goo.gl/forms/UWxcfpcHDX)
我愛我自己 ( 網址：http://
goo.gl/forms/4RKi2CySyw)

諮輔組
網路填答
諮輔組
網路填答
統計系
第 9 屆問卷設計與統計資料
統計系系辦
分析學術競賽
B1102 報名
資管系系辦
TKU Hackathon 2015
B1111 報名
體育處
103 學年度校長盃籃球、排
SG301 報名 球、壘球競賽報名
關懷動物社
花卉愛心義賣
圖側自習室旁
吉他社
27 屆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
網路報名
( 網址：http://ppt.cc/5vQN)
書卷廣場前報名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歌舞青
驚聲 2 樓川堂 春
人資處
勞保業務相關規定說明會
驚聲國際會議廳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歌舞青
驚聲 2 樓川堂 春 2( 上 )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歌舞青
驚聲 2 樓川堂 春 2( 下 )
海博館
影片播映─地中海沈船之謎
海博館 4F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歌舞青
驚聲 2 樓川堂 春 3( 上 )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歌舞青
驚聲 2 樓川堂 春 3( 下 )
教政所
教政所友回娘家
ED201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16( 一 ) 蘭陽校園主任室 愛情宣言 - 有獎徵答擺攤
11:00
阿力哥便利商店前 活動

本報寒訓 培養新聞素養

縱使寒流來襲也不減學生逛聯合文化週的熱情；各校友會
夜晚輪番在攤位守夜；二齊校友會熱力表演。（ 攝影／王
政文、吳重毅、黃國恩）

學生服務淡水櫻花季

三月淡水櫻花季展開！本校秉持
服務學習精神，由化材一C約50位
學生於7、8日前往無極天元宮支援
櫻花季活動，分組協助遊客接駁導
引、撿拾垃圾等園區清理工作。承
辦人學務處社團輔導與服務學習輔
導人員李庭瑜表示，本校持續配合
櫻花季第三年，21、22日將由會計
一同學接棒服務，藉此學習愛護環
境及服務社區精神。化材一陳姻竹
說：「以淡江學生身份服務他人的
經驗特別，跨出校
外和同學組成清潔
組、車務組彼此感
情更好並從中學習
服務精神。」（文
／范熒恬、圖／學
務處提供)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
本報於7日在臺北校園舉行記者
冬令研習會，行政副校長胡宜
仁蒞臨開訓典禮表揚優秀文字
和攝影記者，胡宜仁致詞時表
示：「時報的實習經驗是寶貴資
產，期許學生記者多累積實務經
驗。」
本次研習邀請4位不同領域的
媒體人授課。《PanSci 泛科學》
主編陸子鈞與《Punchline娛樂重
擊》執行主編陳柏全分析社群媒
體運作模式，同時介紹自身經營
新媒體社群經驗；前淡江時報記
者、現任《聯合報》攝影記者黃

多，同名臉書粉絲專頁也擁有逾3千粉絲訂
閱，帥哥KJ的筆名在影評同好間更是小有
名氣，他是大傳二的姜皓昀。
有著一頭略長的自然捲，不時地發出率
真笑聲，姜皓昀侃侃而談他的影評寫作歷
程，「國二時流行無名小站，我也想寫點
東西，正好對電影有點著迷，就這麼開始
寫作。」這一誤打誤撞不但寫出興趣，而
且一寫就是不間斷的8年。過程中，他特別
感謝網路論壇巴哈姆特電影版版主「不營
養大雞排」，「一開始分享文章時沒什麼
人氣，但前輩每篇都會回應，給我很多鼓
勵。後來經他拉拔成為該論壇電影版副版
主，認識更多影評圈人，對我意義重大。」
閱讀是姜皓昀培養文筆的方式，不同於一
般人，他特別喜歡看書的序文。姜皓昀說，
「序文就像作者在和讀者交流、聊天一樣，
和我寫的電影心得分享有異曲同工之妙，因
此特別有共鳴。」閱讀加上不間斷的勤寫，
姜皓昀的電影分享越來越有迴響，他的同學
大傳二李昱萱就說：「皓昀的電影分享既有
深度又不會劇透，無論質或量都非常好，已
成為我現在進戲院前的重要選片依據呢！」

不僅部落格「帥哥看電影」人氣穩定成長，
近來更有聯合國際影業（UIP）、采昌國際
多媒體等片商提供試映會電影票給他，可見
帥哥KJ在影評同好間越來越有份量。
姜皓昀的厲害不僅止於人氣，曾在臉書粉
絲專頁上對第87屆奧斯卡得獎名單做出預
測，並成功命中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
角、最佳導演等超過一半的獎項。憑著對電
影的高度專業賞析能力，他近期最推薦的電
影是《金牌特務》，姜皓昀分析，「該片導
演馬修范恩執導的特色是呈現一股現在的動
作片所沒有的青春活力，有別於最近的動作
電影讓人覺得一切製作程序標準化，彷彿是
工業化的產物。」
「動機越單純，做起來越開心。」姜皓昀
的文章不特別著重行銷、宣傳，而是對電影
百分百的熱愛。儘管在影評圈小有名氣，他
仍謙虛地說，「我寫的還不能算影評，那得
要有更大的影響力才稱的上。」未來他將持
續寫作電影分享，並計劃成為跑電影線的記
者，加上多方面努力，以一顆學無止境的
心，朝著成為專業影評人的標竿前進。（文
／蔡晉宇，攝影／吳重毅）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於10日
舉辦「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會長，我的錢
呢？」說明會，前學生會會長歷史四吳承翰表
示，藉此活動出發，讓學生會的改變從公開透
明開始，讓同學了解本會具體作為。
會中，學生會說明近3年內積極向學校提出
學生權益申訴案件包括：放寬二一制度、建議
增設社團大樓、溜冰場、籃球場等。吳承翰表
示，相信本會為學生發聲的努力，學校都很重
視，今年將著力建議學校將社團必修改為選
修。另外近期將舉辦「社團認證『B』計畫」
活動，安排7場講座，選擇3場出席即可獲得社
團活動認證，第一場將於24日18時30分在B118
邀請企管系副教授洪英正主講「人格分析」。
中文四王薏婷提問學生會會費如何運用，吳
承翰回應：「繳費會員會費優先使用於學生權
益包括：購買忘春瘋演唱會門票享優惠、購買
特約商品享尊爵優惠等。」歷史三林珉安表
示，從中得知學生會默默耕耘貢獻，希望能繼
續替學生爭取權益。

士航透過一系列攝影作品，帶領學生重返新聞
現場，分享攝影經驗；資圖系校友、廣播金鐘
得主蔡宜穎（季潔）則提點在人物專訪中，仔
細聆聽、用心觀察受訪者的重要性。
結訓典禮由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頒發聘書
與結訓證書，並勉勵學生記者在淡江時報汲取
養分、發掘自我潛能，也提醒在新學期要帶著
使命感與榮譽感繼續努力。中文三王心妤分
享：「研習課程每次都超豐富，受益良多，不
僅學到採訪技巧，也見識到攝影的奧妙。」土
木三吳重毅表示：「很喜歡黃士航學長真實新 行政副校長胡宜仁（主講者）
聞照的作品分享，從中學到許多攝影技巧。」 於淡江時報寒訓給予學生記者
勉勵。（ 攝影／盧逸峰）
想加入本報嗎？招考記者報名至20日，可
18日中午12時在商
至傳播館Q301洽詢或上淡江時報網站報名。
管B428還有一場說明
（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會，歡迎有興趣同學
前來聆聽。

實驗劇團戲劇季揭序幕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
實驗劇團舉辦為期3個月的「淡
江戲劇季」，以「生活即是藝
術」為題，10日中午在福園舉行
開幕儀式，以精彩的快閃舞蹈表
演為活動揭開序幕。實驗劇團指
導教師、日文系助理教授施信余
蒞臨剪綵並致詞表示：「劇團團
員用心的準備，希望全校同學能

大傳二姜皓昀 影評部落客帶你看電影

「我是谷阿莫，今天要說的故事是……」
相信大家對此口白一定不陌生，靠著將熱門
電影濃縮成幾分鐘短片，在短時間內累積巨
量人氣，谷阿莫的竄紅是現代資訊爆炸造成
懶人包盛行的縮影。但在大家越來越習慣接
收簡化資訊的同時，有個人卻依然堅持一年
進場看120部電影，並持續不間斷地在部落
格上分享對每部電影的賞析見解，他不是片
商寫手，也沒從中獲利，憑藉著僅是一份
對電影的熱愛，如今他的文章已累積不少
粉絲，部落格「帥哥看電影」人氣達40萬之

絡。參展的6間校友會別出心裁的復古設計相
當吸睛，包括中投會的磁卡電話亭、竹苗會的
內灣大戲院等。機電一張皓甫則說：「二齊校
友會臺南林百貨的電梯造景超酷！」
與此同時，海報街更是熱鬧滾滾，15間校友
會搜羅全臺各地美食，造成搶購風潮，二齊
校友會4天內賣出7百顆姑姑茶葉蛋、蘭友會則
推出鴨賞飯糰，開賣2小時內2百份全數售罄，
而屏友會的里港炸餛飩同樣熱銷，3天賣了1千
顆。相偕的國企三潘又寧、吳欣霓笑說，「今
年買了金門貢糖、彰化玉珍齋糕餅，文化週可
在短時間內買齊全臺名產，相當方便。」

學生會會員權益說明

用實際行動支持。」
戲劇季總召產經四陳韻伶認為，「戲劇本
身來自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希望藉由為期3個
月的系列活動來推廣戲劇，將同學拉近與戲
劇間的距離。」20至22日將在實驗劇場進行畢
業製作《怪物》演出，25日在牧羊草坪舉行
「野餐說故事」，有找彩蛋抽獎品等活動。
4月舉行「第17屆轉身藝術節－《廚房、時終
以後》」、「故事工廠工作坊」等活動。詳
情請至臉書粉絲專頁（網址：https://www.
facebook.com/theatre.life?fref=ts）查詢。

戲劇季 10 日在福園舉行開幕式，實驗劇
團團員帶來快閃表演。（ 攝影／張令宜）

覺軒Live House 4百人嗨唱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魔術表演 觀眾稱奇

魔術社於10日舉辦「THE P.A.S.S」魔術表演
秀，帶領觀眾見證奇蹟時刻！表演人員身著黑
西裝帥氣亮相，帶來6段魔術表演，穿插「如
何不被21」的情境劇撩起觀眾興味，期間也不
忘與觀眾互動，令人眼睛為之一亮。此外，還
贈送小魔術道具給觀眾，最後的憑票根抽獎活
動，由經濟一吳雨凡奪得最大獎新臺幣1200
元。表演中除帶來撲克牌變色及移位的精湛表
演，也有搭配悠揚音樂流暢翻玩鐵環及小球，
讓人眼花撩亂更不禁稱奇。電機四蔡靜如表
示：「整體很不錯，表演內容除有情境的橋段
外也密切地與觀眾互動，這讓我感受到魔術社
的用心。」(文／莊博鈞、攝影／朱蔚雅）

詞曲創作社11日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辦「覺軒Live House」邀請知名獨
立樂團Trash、Random隨性、夾子電動大樂隊，逾4百人共襄盛舉。社
長產經三徐振宗說：「有感於大學生較偏好中文流行歌或國外搖滾樂
團，因此辦活動推展臺灣獨立音樂，讓大家免費欣賞同樣值得重視的
本土音樂。」開場的Trash在氣氛高點時甚至跳下臺較勁吉他，讓觀眾
大呼過癮，Random隨性豐富肢體動作帶動全場氣氛high翻天，而演出
國片《海角七號》「水蛙」一角的「夾子電動大樂隊」主唱小應（左
圖演唱者），以音樂融合脫口秀表
演展現多元面貌，以安可曲「無樂
不作」為活動畫下完美句點。大傳
二的郭珮君說：「3個團都極具特
色，其中Random隨性強烈的音樂
風格令我完全沉醉其中！」（文／
李昱萱、攝影／王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