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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進社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同進社於
24 日邀請自由台灣黨第九屆不分區立法委員
候選人及 TAAZE 讀冊生活社群經理周芷萱演
講「老娘就是反骨！選戰之後，談女性參選與
性別處境」講座，吸引近 40 位同學前來參加。
講座中周芷萱分享參選時作為女性參選人所面
臨的處境，並解釋女性主義的意涵。
　前社長大傳四劉禮碩表示，「同進社一直致
力於性別平等的議題。本次演講透過女性參選
的角度揭露了提倡性別平權的社會現實下，社
會結構實質的不平等的現實，希望能帶給同學
們除課堂學習外的更多思考。」
　參與活動的獨立書店店長許赫表示，「女性
立法委員候選人這個議題本身就很有趣，吸引
我前來參加活動。」

穗茗文學研究社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9 日晚
間，穗茗文學藝術研究社邀請輕小說作家小鹿
傳授輕小說的寫作技巧及經驗分享，吸引逾
50 位校內、外人士參加。會中，作家小鹿表示：
「寫作就像寫字，先定下形狀後，你才能寫出
自己的個性來。」提醒大家創作出自己獨有風
格，不要隨波逐流。而對於未來有志成為作家
的同學，她笑說：「追夢的過程是痛苦且漫長
的，請做好覺悟！」盼同學面對夢想不要空

談，當夢想與現實生活牴觸，更要繼續努力。
　社長中文二連苡妏表示，「作家小鹿的談話
獲得非常多的迴響，也給大家無論是寫作抑或
成為作家的過程，給予諸多建議及反思，同時
也希望參與的人都能明白追夢的過程雖困難卻
值得。」

iPower 社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iPower 社於上
月 28、31 日及 1 日在海報廣場舉行「愛心製
造機 2.0」，募集大家所捐贈的物品並同時義
賣，透過「iPower 發展中心」將大家所捐贈的
物品，捐助弱勢和偏鄉學童，把愛心傳到 GPS
找不到的地方。
　社長機電四李易庭分享，「我們得知泰國北
部 Maesamai 村莊的孩子們資源缺乏、求學
不易，即或考上市區的學校也容易被都市
的孩子欺負，因此想為他們做些什麼，幫
助他們有更好的求學環境。便策劃了這次
愛心製造機 2.0 的行動。希望在冷天中，營
造暖呼呼的氛圍！」期望更多同學能投入
志工工作，同時邀請全校同學踴躍參與 7
月 11 日至 13 日的 iPower 夢想體驗營。
　管科二易政霖表示：「身處在富裕的臺
灣，我們很難想像落後國家學童求學過程
的艱辛，希望能透過自己小小心意，給予
他們一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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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一 )
8:00

教發組
網路報名

教學研究系列研習 - 質性研究入
門（http://enroll.tku.edu.tw/）

4/11( 一 )
8:00

學發組
網路報名

招募 105 學年度「學習策略工作坊」種子講師
（http://sls.tku.edu.tw/news/news.php?Sn=133#）

4/11(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MCSA 微 軟 認 證 系 統 工 程 師：
Windows Server 2012 安裝及組態
認證研習 http://enroll.tku.edu.tw/

4/13( 三 )
15:30

學發組
I301

學習策略工作坊 -「你所不知道的韓
國」- 韓國文化學習與交流經驗分享

4/14( 四 )
10:10

海事博物館
海博館 4 樓

影片欣賞 - 工程大突破：布希號
航空母艦

4/14( 四 )
12: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 -「多元視角的學習和
撰寫」- 碩博士生論文及文獻引述技巧

4/15( 五 )
9:10

學發組
S106

學習策略工作坊 -「一手掌 Word 書
面報告」-MS Word 基礎彙編技巧

4/15( 五 )
12:00

教發組
I301

教學研究系列研習 - 量化研究與
統計方法入門

4/16( 六 )
10:10

海事博物館
海博館 4 樓

影片欣賞 - 工程大突破：布希號
航空母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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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盧逸峰）

騎兵騎遇 單車環島授旗

　冒險社社員試膽，淡水街頭隨機採訪。（圖／冒
險社提供）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為
慶祝 329 青年節，課外組公開遴選
出本校 13 位「105 年青年節表揚大
專優秀青年」，其中教科四劉育名
獲選為本校全國代表，於上月 28、
29 日為期兩天一夜，在劍潭活動中
心參加表揚典禮，並至總統府由總
統馬英九親勉。資工四周志康獲選
為縣市代表於上月 26 日在致理科技
大學參加表揚典禮。
　劉育名表示，在學校角逐時，見

　【記者盧宏維、黃詩晴淡水校園
報導】（文承一版）職涯輔導組組
長吳玲表示，「本次徵才博覽會為
本校近年最大，共釋出 3758 職缺，
較去年多了近 10 家廠商參與，也
多釋出逾 1000 個職缺。」今年廠商
類別廣，最特別的是有許多飯店集
團與餐飲集團來校徵才。承辦人鄭
德成表示，「經統計，投遞履歷約
1541 人次，廠商擬錄用 567 人次，
媒合率約為 36.8%。」
　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學生在業
界廣受好評，不僅在溝通與領導方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1 日學生大代誌4

面，在解決問題上更有好表現，因此本校將繼
續培育具心靈卓越人才，讓同學們在專業與通
識等各方面均能和業界接軌。新北市政府勞工
局局長謝政達感謝本校多年來的合作，也肯定
本校畢業生在企業界相當搶手。
　現場除徵才導覽與廠商介紹外，也設有履歷
健診，協助同學在履歷上能有更加亮眼的表
現。機電四陳昱安表示，今年有許多不同領域
的產業來校設攤，不僅能從自己的專業去了解
工作，也可以從自己的興趣去尋找，「讓我對
於業界的需求與方向有更清楚的認識。」

求職 Plus 生涯諮詢
　諮商輔導組配合徵才博覽會，上月 30 日在

海報街舉辦「生涯
諮詢幸福驛站」擺
攤活動。安排專業
心理師透過「生涯
卡」，將嚴肅的生
涯議題遊戲化，為
同學進行一對一、
客 製 化 的 生 涯 諮
詢，並協助同學進
行自我探索，分析
工作價值觀。
　到場參與生涯諮詢的同學多是即將面臨就
業、求職現實的畢業班學生，利用逛徵才博覽
會的機會，到場檢視自己目前的生涯選擇，是
否符合自己的核心價值觀，或希望藉此找到對
自己更有意義、價值的人生方向。歷史四葉恩
豪分享，「每張生涯卡呈現的內容比想像中的
還要具體，透過生涯諮詢讓我更確定自己的人
格特質，並掌握自己在求職上的優勢。」

到來自各系所、社團的同學也都為社會盡心
盡力時，覺得自己要學習之處還很多，「參與
表揚大會最深刻的印象，莫過於認識他校的代
表了！看到各校的優秀青年在各個領域皆有所
長，覺得自己何其榮幸，期勉自己要更加油。
謝謝學校給我這個珍貴的機會。」
　周志康表示，「得到這個肯定，我非常意外，
覺得很榮幸！在表揚大會上認識許多來自各校
的代表，很開心！未來我將持續努力。」課外
組組員劉豐齊表示，其他優秀青年將擇期在校
內公開表揚。

企業肯定淡江 媒合率近    %

　 本 校 足 球 隊 於 29 日 在 操
場舉行「2016 足球友誼邀請
賽」，邀請實踐大學足球隊蒞
校切磋球技，吸引逾 70 名師
生到場讚聲支持。
　比賽由本校足球隊先馳得
點，現場觀眾也伴隨形勢消
長，時而屏氣凝神，時而放聲
驚呼，全神投入其中。
　一番激戰後，本校以 4 比 1
獲勝，並向對手致意，實踐足
球隊也展現君子風度，合影為友誼賽畫下圓滿
句點。
　足球隊教練、體育活動組教師協助行政黃子
榮說明，本次比賽以小組配合為戰略，增進團
隊默契，同時亦培養隊員對於足球的拚勁。
　足球隊隊長國企二吳梓揚表示，致勝的原因

之一，是隊員個別具備優秀的能力，同時也給
新生一個上場實戰的經驗，替明年的足球比賽
做準備，期許能獲得佳績。
　大傳二鄭博隆興奮地分享，第一次觀看校內
足球比賽，非常熱血，風馳電掣的攻防，讓人
目不轉睛。（文／陳照宇、攝影／吳國禎）

本校優秀青年代表獲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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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多元課程 活力熱血分享愛
冒險社 

　【本報訊】冒險社於上月 30 日晚間設計「街
頭採訪」活動，讓社員們出走校園，藉由隨機
向路人採訪來訓練勇氣、練習突破人際間的陌
生感。社長航太二林琬庭表示，「冒險沒有一
定的形式，沒有確定的答案，希望透過活動讓
大家知道，原來生活中有各種不同的冒險，每
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冒險。」
　社員資管二賴思妤分享，「這個活動讓我了
解到，並不是挑戰極限才叫做冒險，人生中，
最冒險的事在於突破自己。」參與活動的航太
二何宜庭補充，「一開始我們被拒絕許多次，
但我們不放棄，終於有人願意被訪，這次活動
讓我直接與陌生人接觸，也讓我做到以前不敢
做的事情，覺得突破舊的自己。」

落   等你拍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欣逢本校 66
週年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社團活動組特
舉辦 66 週年校慶象徵圖案（LOGO）徵選活
動，設計主題為「淡江 66，燦爛 99」。
　參賽對象不限本校教職員生，凡對本設計有
興趣者，不分年齡、性別皆可參加。報名者請
繳交電子檔光碟及紙本資料，需包含報名表、
切結書，以及 LOGO 設計稿的 ai、jpg 檔等資
料。收件截止日期為 29 日，依郵戳時間為憑，
掛號寄至「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學務處

課外活動輔導組收」，並於封面註明「淡江大
學 66 週年校慶 LOGO 甄選」，獲獎名單將於
5 月 31 日本校課外組網頁公告，取前 3 名及佳
作 5 名，獎金最高 8 萬元。
　課外組組員劉彥君表示，「獲選的 LOGO 將
公告給相關處室使用，並運用在校慶週邊的相
關文宣品。」請詳課外組網站（http://spirit.tku.
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3），或於上
班時間洽詢劉彥君，分機 2220。

校慶 LOGO 全國甄選報名至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上
月本報舉行新進記者招考，經筆試、
面試篩選錄取文字、攝影記者共 24

名，並於上月 29 至 31 日在傳播館及體育館辦
理培訓研習課程。
　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鼓勵新進記者向資
深記者學習，同時期勉大家在本報能夠提升
自己，並盡情發揮，也歡迎大家參加時報發
行 1000 期茶會。培訓
課程由本報 4 位編輯
分別介紹每週作業流
程、獎懲規定，講述
人物專訪技巧、新聞
採訪的寫作注意事項
以及專題寫作經驗分
享等，並邀請資深記

本報廣納新血 培養媒體人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正智佛學社與
教職員佛學社於上月 29 日起一連 4 天在黑天
鵝展示廳舉辦「靜觀正智 素得自在」素食展。
開幕式邀請指導老師運管系教授范俊海、普學
禪寺住持見閎法師、課外活動組組長陳瑞娥等
7 位師長及貴賓進行剪綵，開幕後貴賓一同進
行供燈祈福，現場熱鬧又溫馨。

　展場內設有佛教文物的展示，還設有祈福
區、供燈區、拓印區和靜坐區 4 區闖關活動，
只要在各區體驗後蓋章，即可免費兌換美味素
食便當。現場也提供精美的結緣品供觀展者領
取，吸引許多師生共襄盛舉。
　見閎法師表示，「素食展舉辦多年，希望能
持續推展素食，同時希望同學能體驗禪修，透
過靜坐達到心靜安定。」社長電機二楊勝凱表
示，「為展現多樣性，今年特別設置靜坐區，
希望同學們能感受靜坐的好處，素食便當的兌
換也期待能達到推廣素食的美好。」中文四翁
郁玟說：「第一次體驗拓印，非常很有趣！拓
版上的靜思語很發人深省。」

佛學社感恩祈福 師生素食結緣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年度盛
事「第 28 屆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如火如荼
展開了！上月 26、27 日於文錙音樂廳有來自全
國大專院校共 180 組隊伍進行初賽對決。經過
激烈競爭後，選出獨唱組 8 組、重唱組 6 組、
創作組 10 組進入決賽。
　金韶獎決賽將於 5 月 6 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
心舉行，屆時將邀請到河岸音樂有限公司總經
理黃中岳、StreetVoice 音樂頻道總監陳弘樹等
4 位重量級評審。吉他社社長、金韶獎總監郭
佐治表示，此次主題為「闖」，希望凝聚更多
創作的能量，「初賽非常精彩，很期待參賽者
在決賽時有更多不一樣的創意。」另外，金韶
獎從本月起將有一連串的活動如展覽、講座、
市集等，歡迎大家共襄盛舉！

金韶獎  組拚決賽
萬安演習 應試注意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注意！
105 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 39 號」演習北
部地區將於 18 日（週一）下午 1 時 30 分
至 2 時舉行，實施警報發放、人車疏散、
避難及交通管制。由於正值本校期中考週，
軍訓室少校教官黃文鳳提醒全校師生注意
時程以免延誤考試，「請應試時間在當日
第四節課（下午 2 時 20 分）的同學與監考
老師提早到校，以免考試受到影響。」

生輔組籲 留心網路詐騙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近年因網路購
物便利，使得民眾遭詐騙事件也跟著激增，且
手法創新多變。
　生活輔導組近日接獲學生通報遭受網路購物
詐騙事件，一名學生在知名網路購物平台網購
商品，遭訛詐其帳戶誤設為分期付款帳戶，若
不依指示「解除分期付款設定」，往後每月將
持續扣款，要求學生前往 ATM 提款機操作。
這位同學未及反應，帳戶已完成匯款程序，最
後共損失新臺幣 1 萬 6 仟元。
　生輔組中校教官蕭智育提醒，同學若遇到詐
騙案件，可先至軍訓室請求相關諮詢、協助，
如真的不幸遭遇詐騙，因每位同學狀況及對校
園環境認識的情況不同，軍訓室教官可協助處
理，並陪同至就近警察機關報案，交予警察機
關依法偵辦。蕭智育並重申，ATM 提款機僅
能操作提款及轉帳功能，並不能「解除分期付
款設定」，同學如有任何疑問，也可撥打反詐
騙諮詢專線 165 查詢。

校長盃籃排壘報名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體育處主辦的
「104 學年度校長盃籃、排及壘球賽」報名至
11 日（週一）下午 5 時止，各組優勝前 4 名可
獲得獎盃、獎金及獎狀，歡迎同學組隊參加。
　校長盃將於本月 30、5 月 1 日在紹謨體育館
籃球場舉行，共分為籃球、排球及慢速壘球 3
個項目，欲報名同學須以系所為單位參加比賽。
意者請至體育室網頁 http://www.sports.tku.edu.
tw/main.php 下載報名表格，或洽承辦人黃子
榮、羅少鈞，分機 2173。

劍道賽 奪男子團體亞軍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上
月 26、27 兩日，劍道隊在「104 學
年度第 40 屆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
中奪佳績！在來自全國的 28 支隊伍
環伺下，男子組於團體得分賽及團
體過關賽分別奪得亞軍及第五名，
女子組則雙雙拿下季軍。
　隊員劍道社社長物理三葉佳宇表
示，很開心看到隊友們能獲得好成
績，但也深深體會到自己的不足之
處，他認為，「出去比賽最大的收
穫不是勝負，而是其中獲得經驗」，
他期望在下次比賽之前能夠更認真
練習，再打一場精采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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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智佛學社「靜觀正智 素得自在」素食展
現場，吸引同學拓碑。（攝影／林俊廷）

　徵才博覽會的學生活動中心現場擠滿關心未來就業的學生。（攝影／盧逸
峰）

輕鬆角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哪個校園角落
最讓你感到愜意呢？哪個角落給你正向能量
呢？諮商輔導組舉辦的「我的輕鬆角落」攝影
活動開跑囉！即日起至 29 日止，只要拿起手
機或其他攝影器材，拍下校園中屬於你的輕鬆
角落，並將照片及簡單的文字介紹傳至「淡江
諮輔組」FB 粉絲專頁，即可獲得參賽資格。
快和大家分享你的輕鬆角落！
　諮輔組輔導員林運翔表示，參賽作品將於 5
月 1 日至 13 日於粉絲專頁上進行票選，最後
根據按「讚」數，票選出 10 件作品，並將獲
選作品製成 2017 年份桌曆，得獎者不僅能獲
得獎金 500 元還有印有自己作品的桌曆 1 本，
詳情請洽 B408 諮輔組林運翔，分機 2221。

足球友誼賽 淡江實踐一家親

　淡江時報新進記者在培訓
課程中專注聆聽並踴躍提
問。（攝影／吳重毅）

者分享採訪寫作經驗。
　新進記者在自我介紹時，紛紛表示自己對於
媒體工作非常感興趣，此外也期望能夠多磨練
自身口才及待人接物的得宜態度等技能。
　新進文字記者中文一簡妙如說，「感覺自己
正一步步認識、熟悉記者工作，雖然對一切事
物還很生澀，但希望未來能夠累績豐富的經
驗。」

　劍道隊於第 40 屆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奪佳績！（圖／
劍道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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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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