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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才博覽會會場人潮絡繹不絕。（攝影／盧逸峰）

同學向廠商諮詢瞭解職缺內容。（攝影／盧
逸峰）

徵才博覽會

企業肯定 搶徵淡江人

960 期
風雨無阻單車環島去

（文承一版）謝政達表示，淡
江人多年在職場的表現，屢獲業
界肯定，「許多廠商都爭相想來
淡江徵才，但受限於攤位數，因
此本次廠商經過嚴格篩選，祝同
學能順利找到工作。」
現場設有履歷健診攤位，協助
同學完成職涯規劃，同時提供

《Cheers雜誌》與本校合作「淡江大學就業輔
導專刊」供學生參考。觀展同學拿著各式資料
詢問，與企業面對面瞭解職缺內容，尤其鼎泰
豐、玉山銀行、壹傳媒、永慶房屋等攤位前人
潮絡繹不絕。
GU台灣攤位人員表示，「淡江每年榮登企
業愛用私校第一，同學都熱忱有活力，來此設
攤除讓同學更認識品牌之外，更期能找到適合

的人才。」德文四莊靜表示，藉此深入了解各
行業工作的職務內容，建議學弟妹多加參與，
對未來有很大幫助。一早從蘭陽校園搭車前來
的觀光四戴昀庭分享，透過與現場人員諮詢，
提升對該行業的認識，更能為進入職場前做充
分的準備。大傳二范愈翎表示，雖然才二年
級，但此活動可讓自己提前思考未來方向，做
好生涯規劃。（文／曹雅涵）

「打開心世界，看
見你我他！」課外活
動輔導組於上月25日
舉辦寒假服務隊分享
會，31支隊伍輪番分
享今年冬天到各地散
播愛的種子經驗。
會中由大專院校社
團培訓講師高郁萍、
聖約翰科技大學服務
學習中心助理曾珮京
等校內外4位評審委
員針對分享會內容，
以服務計畫投注心力
及持續性、規劃執行
能力等5項標準，最
終選出康輔社、部

冒雨志氣出航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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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4/7( 二 )
8:00
4/7( 二 )
8:00
4/7( 二 )
8:00
4/7( 二 )
8:00

4/7( 二 )
8:00
4/7( 二 )
8:00
4/7( 二 )
8:00
4/7( 二 )
8:00
4/7( 二 )
12:00
4/7( 二 )
12:10
4/7( 二 )
12:00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讓我們「劇」在一起 - 心理
諮輔組
劇團體（網址：http://enroll.
網路報名
tku.edu.tw/）
諮輔組
「開心時刻」徵圖活動（至
諮輔組 B408 諮輔組 B408 室索取）
諮輔組
從夢想走向實踐 - 生涯探索
諮輔組 B408 報名 工作坊
應屆畢業生就業轉銜計畫
職輔組
「個別職涯諮詢」( 限大四
網路報名 及研二以上 )( 網址 :http://
enroll.tku.edu.tw/)
應屆畢業生就業轉銜計畫
職輔組
「3~5 人小團體職涯諮詢」
網路報名 ( 限大三以上 )( 網址 :http://
enroll.tku.edu.tw/)
心靈園丁社區兒童心理關懷
諮輔組
志工（網址：http://enroll.
網路報名
tku.edu.tw/）
女聯會
網路報名
實驗劇團
文學館前木桌
職輔組
Q409

化學遊樂趣（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野餐說故事活動報名
公司徵才說明會 --UNIQLO

攝影社成果展「映景」；茶
攝影社、茶藝社
藝社成果展「茶航－乘著茶
黑天鵝展示廳
香旅行」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交響情
驚聲 2 樓川堂 人夢完結篇前編（上）

4/7( 二 )
19:00
4/7( 二 )
19:00

電影賞析社
Q306
新聞研習社
L307

影評人膝關節 當代電影 - 十
年間不容錯過的十部電影
一本雜誌的誕生 - 黑潮文化《秋
刀魚》、《藍鯨》的創刊之路

4/7( 二 )
19:30

文錙中心 牧山純子與三琴士樂團音樂
文錙音樂廳 會

4/8( 三 )
12:00
4/8( 三 )
12:00

職輔組
Q409
文錙中心
驚聲 2 樓川堂

公司徵才說明會 -- 陽明海
運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交響情
人夢完結篇前編 ( 下 )

4/8( 三 )
14:00
4/9( 四 )
10:10
4/9( 四 )
10:10

村上研究中心
I 501
海博館
海博館 4F
學發組
I304

多和田葉子原發文學作品
《不死之鳥》對談

4/9( 四 )
10:10

保險系
B503

新光人壽、國泰人壽、國泰產
險、富邦人壽企業徵才說明會

4/9( 四 )
12:00
4/9( 四 )
12:00

職輔組
Q409
文錙中心
驚聲 2 樓川堂

公司徵才說明會 -- 富蘭克
林證券投顧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交響情
人夢完結篇後編 ( 上 )

4/9( 四 )
13:10

保險系
B606

中國人壽、富邦產險、新安東
京海上產險企業徵才說明會

4/9( 四 )
18:30

學發組
S106

學習策略工作坊 ~「上台簡報
最吸睛」-- 投影片製作技巧

4/10( 五 )
10: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 ~「誰偷走了
我的時間」-- 時間管理

4/10( 五 )
12:00

影片播映─鐵達尼號沈船記
學習策略工作坊 ~「TED talk
Don't regret regret」-- 英聽練習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交響情
驚聲 2 樓川堂 人夢完結篇後編 ( 下 )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4/8( 三 ) 學生會蘭陽事務部
才華羊藝異能大賞
18:00
強邦國際會議廳

本週我最 靚
資圖四
吳美欣：春
假結束整理
好 心 情 ，
準 備 期 中
考。Work
hard,play
hard!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
風雨無阻單車環島行！單車社主
辦「2015淡江大學單車環島-騎
翼恩典」上月27日上午8時在蛋捲
廣場舉行啟航典禮。學務長柯志
恩、總務長羅孝賢、課外活動組
組長江夙冠等師長親臨授旗，為
55位單車騎士勉勵，並祝福一路

平安順利。
柯志恩表示，下雨天騎單車是志氣的展現，
期許這十天九夜的旅程不僅能領略臺灣之美更
能學習挑戰困難。羅孝賢表示，若路上遇到難
行的道路可回來通報，會再請相關單位協助處
理改善。

國際志工服務研討會 10日登場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為交流各學
校、組織推動國際志工服務之經驗與做法，
學務處主辦「繞著地球做服務－國際移動樂
學習」研討會活動，將於10日（週五）上午8
時30分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學務長柯志
恩、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副理事長邱建智主
持。
上午專題演講邀請臺灣世界青年志工協會
秘書長鄧繼雄主講「非營利組織與學校合作
進行的國際服務學習」。「國際服務學習團隊
論壇」邀請多元形式的服務學習團隊，以社團
形式、專業課程、跨國姊妹校合作等方案激盪

國際服務方式。「社會企業焦點論壇」則邀請
「棉樂悅事」創辦人林念慈、「可汗學院」創
辦人兼「社企流」編輯賴菘偉，討論國際服務
的延續價值。最後一場世界討論會將邀與會者
共同思辨「國際服務的學習形式、未來持續性
及發展性」。
服務學習專任研究助理吳恩慈表示，藉此活
動讓學生能延續國際服務的感動，付諸行動，
同時也能讓學務人員思考未來推動相關業務
方向。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與。活動報名至
8日中午12時止，詳情請至「活動報名系統」
（http://enroll.tku.edu.tw/）報名。

放客兄弟樂團主唱小伶暢談音樂創作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西洋音樂社上
月25日邀請「放客兄弟」樂團前主唱Airy小伶
蒞校暢談音樂路，吸引30餘位同學參與。
活動以Q&A方式進行，小伶對在場同學提
問有問必答，親切態度和大家就像朋友般熟
稔。她娓娓道來自15歲開始學習打鼓到成為主
唱的心路歷程，並分享自己的創作小撇步，
「錄音筆從不離身」，將隨時哼唱的靈感即時
錄下。小伶更鼓勵同學切勿自卑認為自己不夠
好，「因為音樂不該是別人告訴你怎麼做，
而是你要在音樂中學習感受，才能做出好音
樂。」同時更推薦同學去音樂場所體驗即興創
作，能幫助尋找創作靈感。
平時有在接觸音樂的企管四郭俊余表示：
「透過前輩分享更清楚未來方向，以及如何實
現音樂夢想。」

志工培訓習服務價值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擊劍校隊
再傳捷報！擊劍校隊於上月21、22日參加國立
臺灣大學「第二十七屆椰林盃擊劍邀請賽」，
在164人競賽中脫穎而出，表現亮眼。公行一
蘇朗軒及化材系校友李鎮全，分別拿下男子軍
刀個人賽冠、亞軍。男子、女子鈍劍團體組也
不遑多讓，皆抱走亞軍寶座。
蘇朗軒對於能獲此殊榮表示，感到欣慰，而
擊劍比賽不僅是技術的競爭更是智力考驗，因
對手不同，得因應相對的應戰方式，「決賽戰
況相當激烈，因嘗試使用不熟悉的劍術，對方
急起直追打到平手，最後以1分之差險勝。」
擊劍校隊隊長數學碩一李盈臻
表示，在男子鈍劍團體組冠亞軍
爭奪賽中，對上臺大擊劍強手，
戰況進入僵持，雖最後
以些微分數落敗，但仍
獎項
對全隊隊員的努力感到
男子軍刀個人賽冠軍
驕傲，因為更重要的收
男子軍刀個人賽亞軍
穫是透過比賽培養個人
女子鈍劍團體賽亞軍
的責任感，並增進團隊
男子鈍劍團體賽亞軍
默契、聯繫彼此情誼。

散播愛的種子 4 績優寒假服務隊勝出

騎翼恩典

（ 攝影／吳國禎）

擊劍隊椰林盃
摘1冠3亞

上月21、22日由課外活動輔導組主辦、樸毅
志工社承辦的「百
香果的滋味─志
願服務基礎訓
練」共31人參
與。課外組學
務創新人員曾
育琳表示，「服
務是互惠過程，希望
透 過
本次服務訓練，讓學生有更完美的出隊表現，
並認識服務的美與價值。」
活動邀請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3位專任講
師邱建智、游佳瑞、吳旻樺分別講授「志願服
務發展趨勢」、「志願服務內涵」、「志願服
務法規」、「志願服務經驗分享」等基礎志工
課程。西語二柯慧欣認為，「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藉由團康遊戲來發掘問題與反思同理心。」
另外，「戀戀百香果－志願服務特殊訓練—成
為達人的必經之路」也將在11、12日展開，即
日起報名至10日止，詳情請見活動報名系統
（網址：http://enroll.tku.edu.tw/）。（文／黃
怡玲，圖／課外組提供）

顯影季展空間獨特視角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影像藝術
工坊第九屆顯影季「一個屬於我的空間」於上
月23日正午在黑天鵝展示廳開幕，秘書長徐錠
基、教務長鄭東文、大傳系系主任紀慧君及多
位大傳系教師皆蒞臨參與，校長張家宜也於上
月25日前往參觀，仔細聆聽參展同學的導覽。
鄭東文致詞時表示高度肯定，「隨著時代演
進，影像藝術工坊融合傳統與創新，保留傳統
黑白放大及手工沖洗技術，並於數位媒材方面
不斷創新。」紀慧君表示，「藝術工坊展現技
術傳承，也為同學們的策展能力感到驕傲。」
本展以15位同學作品呈現15種相異世界，同
時展出影展徵件活動「淡江藝術影像工坊獎」
及「網路票選人氣獎」2項得獎作品。活動總
召資傳三莊欣家表示，「藉展覽傳達攝影理
念、能力及能量。」大傳二陳冠妤表示，「我
十分好奇攝影者的構圖，每組作品的創作理念
也值得細細品味。」

畢業生服務獎申請開跑

放客兄弟樂團前主唱小伶（主講者）向同學
分享音樂創作。（攝影／朱蔚雅）

國企二林妤臻
「今天角色扮演的是《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簡稱LOL）的阿卡
莉，請問妳平常也打LOL嗎？」，「會啊！
昨天剛升到30等，超開心的。」眼前的她有
著一雙愛笑的眼睛和白皙皮膚，扮演起阿卡
莉的護士造型連細微假髮調整都相當講究。
拿起小提琴，一股優雅而不失幹練的氣質，
自然而然地從她身上散發出來，在纖細的外
表下，
擁有一
顆勇於
嘗試的
心，她
是弦樂
社
社
長，就
讀國企
系二年
級的林
妤臻。
談起為
什麼喜
歡角色
扮演，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課外組主辦
「103學年度畢業生服務獎」申請開始！申請
至4月17日下午5時止。共取30名，將於5月4日
舉行服務甄選簡報。最終通過者，將於畢業典
禮時公開表揚。只要符合應屆畢業生且未領過
此獎，在學期間熱心參與社團經營及社區服務
工作，對本校學生事務工作推動有功且有優良
表現具體事蹟，並未受校規處分者皆歡迎申
請。詳情請至課外組網站查詢：http://spirit.tku.
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3

落服務隊、親善大使團、花東校友會臺東隊4
隊績優團隊，各獲得3千元獎金。教務長鄭東
文、課外組組長江夙冠等也親臨現場，頒發證
書以茲鼓勵。
服務隊透過影片、簡報方式分享服務經歷與
收穫，互相觀摩學習。其中，親善大使團以
「動物狂歡節之有禮真好」為題，到高雄市鼓
山區龍華國小舉辦第十屆禮儀營，教導小朋友
西餐禮儀、美姿美儀等，同時發現都市國小生
承受課業壓力大，也較同齡生早熟。另外，花
東校友會臺東隊赴富山國小利吉分校服務，傳
授環保與科學知識。該小學因人數少面臨裁校
危機，讓臺東隊曾再三思考是否挹注資源，最
後在討論過程中體認到返鄉服務的目的在於進
行服務，而非人數多寡，堅持赴該校服務。
屏東校友會返鄉服務隊隊長中文三楊沛容分
享，服務隊的精神在於「服務」的態度和精
神，也能與服務對象共同創造美好回憶。（文
／陳羿郿、攝影／黃國恩）

《怪物》反思人性慾望

看似真理的世界即將到來，但真理究竟何
在？實驗劇團於上月20至22日展開為期3天的
第三十屆畢業製作「怪物」，取材自匈牙利劇
作家雅歌塔‧克里斯多夫的作品。故事闡述一
個瀕臨世界末日的原始部落，以詭譎的氣氛、
沉重的配樂開場，引領觀眾進入另一個世界。
固執己見的男主角諾伯，一心想打倒人們口
中的「怪物」，但被慾望驅使，不惜殺死摯愛
的親人、伙伴，但最後卻只剩下他一個人。製
作人教科四林瑋雯解釋，「怪物」是因人被自
我內心恐懼所吞噬，越是想擊敗他，反而讓自
己成了怪物。劇中也加入許多科技元素，是有
鑑於現代人越來越依賴科技產品，臆測將來可
能被科技支配。前來看劇的中文四曾貴麟認
為，劇中雖未演出怪物具體模樣，但透過演員
的生動表演，感受到它巨大的威脅，以及男主
角深刻的恐懼，原以為「怪物」是指核能或污
染，實則卻是讓人反思如何與慾望和平相處。
（文／陳羿郿，圖／實驗劇團提供）

琴聲裡躍動的百變丰姿
林妤臻表示，是因為從小喜歡看漫畫、動
漫，現在甚至會扮演自己喜歡的角色到各
大動漫展與同好彼此交流。不只拉小提琴、
角色扮演，林妤臻課餘的社團生活和她的興
趣一樣豐富。「弦樂社社長、彰化校友會總
家族幹事，然後最近開始籌備的返鄉服務隊
擔任舞研長，接下來計劃要參加淡海同舟、
創意造型氣球社。」她一邊細數參加的社團
一邊說明，「社團不僅建立人脈，在辦活動
的過程中更培養組織、統籌與解決問題的能
力，且接觸許多不同領域的人，彼此能激盪
出新的想法，這些都是我熱愛社團活動的原
因。」
豐富的社團活動更提供林妤臻多元創新的
機會。在去年的社團之夜活動中，她以一身
虛擬歌手初音未來的角色扮演，帶領弦樂社
登臺演出，而演奏曲目正是初音未來的《千
本櫻》，創新的結合成功地聚焦全場目光。
在這看似順利演出的背後，習琴已14年之久
的林妤臻，也曾在高中時期因課業繁重，未
能持續練琴。「上了大學，再不練琴，就要
把琴賣掉了。」父親的一句話，點醒了她，
重拾最愛的小提琴，加入弦樂社和社員一起
團練。二年級當上社長後，更成了弦樂社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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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招牌，未來她也希望弦樂社能跳脫傳統
演出方式發展，在演奏中和觀眾能有更多的
互動，讓更多人體驗到不同風格的音樂之
美。
勇於創新加上多才多藝的她，越來越多社
團與她合作宣傳，去年社團招生博覽會，競
技啦啦隊成員將林妤臻高舉，她演奏著小提
琴，讓人目不轉睛。在這學期創意造型氣球
社的宣傳文宣上，也能見到她角色扮演《冰
雪奇緣》安娜招牌的甜美笑容。人氣逐漸攀
升不僅止於校內，校外媒體《時報周刊》更
曾以《淡江史上最正妹》為標題報導過她，
在臉書上也有著3千多位的粉絲固定追蹤，
近期更被推薦參加淡江月曆女孩甄選。
「喜歡人與人接觸時，那份最誠摯的情
感。」這是林妤臻不管在角色扮演、帶領弦
樂社，或參加其他社團活動時的初衷。絲毫
不浪費大學時光，她要用手上的琴弦感受
著，這世界一點一點的變化。未來林妤臻規
劃將出國修習有關藝術方面的學位。「老實
說，儘管偶爾會感到迷惘，但我仍期待著未
來每一個挑戰。」帶著堅定的微笑，從每一
次的嘗試新事物，她認識了自己，更認識了
生命。（文／蔡晉宇、攝影／吳重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