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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蔡晉宇專訪】湛藍天空中，飛機噴射
引擎拖曳出一道白煙，藍白交映，讓人想多看
一眼。記者隨口問了一起出採訪任務的本報攝
影記者電機四閩家瑋：「你該不會這樣看就知
道是什麼機型了吧？」未料他一本正經地回
答：「太遠了不能確定，不過看它側翼尾端有
點內彎，有可能是波音 787。」連一個小黑影
都能從其細節推斷機型的他，除了喜歡拍攝與
研究飛機外，也專注鐵道等領域。
　「小時候的暑假，媽媽都會帶我從高雄搭好
久好久的火車到臺北外婆家。」在同儕中，較
為寡言的閩家瑋只要聊到飛機、鐵道、列車，
便會侃侃而談，「大約是小五時，我在爸爸書
櫃的一堆歷史書籍中翻到洪致文寫的《台灣鐵
道傳奇》，覺得有趣就拿來看。」從那時開始，
他期待每年一次回外婆家的火車之旅。
　後來又以零用錢買下自己第一本鐵道書：蘇
昭旭撰寫的《高速鐵路新時代》，「陸續我又
仔細看了蘇老師的《台灣鐵路火車百科》、《世
界捷運與輕軌圖鑑》等書，漸漸拓展鐵道領域

的知識。」一般人看起來外型差不多的車
型，在他眼中都是獨一無二。以大眾熟悉的
臺北捷運為例，閩家瑋說，「北捷使用的車
型不只一種，單是高運量的路線就有 5 種不
同型號，其中 C321 型是發動時引擎聲會有
音階……」他仔細描述各型號列車的細節。
　談起鐵道話題，閩家瑋熱切地分享，「我
最常去拍攝的是日治時期就設置的八堵車
站，它是西部幹線和東部幹線的分歧站、交會
點，日治時期明治年間稱為乘降場，大正年間
稱為宜蘭線……」他對運輸工具的背景與看
法，深受喜歡研究歷史的父親影響，「對我而
言，飛機、列車並不是冷冰冰的運輸機器，更
反映著時代的發展與演進。」
　閩家瑋收藏不少列車與飛機模型，「但有些
是我目前無力收藏到的，所以我努力存錢，高
三時買下第一臺單眼相機，開始鐵道攝影；大
二時開始拍攝飛機。」這一拍就沉醉其中，他
儘可能用一張張相片記錄它們的身影，甚至出
國時，閩家瑋總帶上長鏡頭，為的就是候機
時，能捕捉到在臺灣看不到的客機身影。

　他還為此專備存放硬碟，內容是照著機型排
列的資料夾，「目前拍攝有大概 30 種機型、
257 班次，有飛臺灣的機型幾乎都拍過了。」
　拍攝過程必然挑戰著忍耐與等待的功夫，
「曾為捕捉全日空航空公司 R2-D2 星際大戰
彩繪機的降落身影，早上 7 點就到機場附近卡
位，等到下午 3 點半，只為拍攝的那 10 秒鐘。」
他承受著緊張感，也享受拍攝完成的成就感。
　閩家瑋說，「拍攝列車與飛機影像不只是出
於蒐集的興趣，對我而言，這些象徵當代潮流
的特殊塗裝，都是值得我紀錄的瞬間。」他期
許自己以時代變遷角度，長期記錄運輸工具，
建立屬於自己的完整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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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工桌球 保齡球賽報名囉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為倡導全民體育，推廣桌球運動，增進全國
大專校院教職員工情感並切磋球技，教育部體育署主辦的 105 年度全國大專
校院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將於 11 月 27 至 29 日在逢甲大學舉行，即日起
開始報名至 13 日止。
　體育署為推展正當休閒活動、提倡保齡球運動，另將於 106 年 1 月 5 至 7
日，舉行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教職員工保齡球錦標賽，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11 月 28 止，報名事宜請洽體育活動組黃子榮，分機 2173。

浮潛研習等你來體驗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想學專業浮潛嗎？體育處於 1、15、16 日在
紹謨紀念游泳館舉辦 3 梯次「大專院校 105 年浮潛研習暨體驗營」，透過專
業的教育訓練培育同學們建立浮潛運動專項技能，同時提升師生海洋運動的
專業素養，建立維護水域活動安全之觀念。全程參與者頒發研習證書，通過
考核者更能拿到中華民國浮潛協會核發的高級浮潛員證，是一個專業知識和
實作並進的研習暨體驗營。錯過第一梯次的同學，趕快到體育處網站「最新
消息」（http://www.sports.tku.edu.tw/main.php）下載報名文件。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穿越時空，來釣魚！上週在覺生紀念圖書館
出口處的打卡活動，以斗大的黑白老照片將過往「牧羊魚池」開放垂釣場景
搬回現代。不少學生手拿相機手板、釣竿，作勢釣魚，彷彿搭上時光機回到
過去，各式賣萌打卡！這是配合校慶公關文宣組「尋找五虎崗上的青春歲月」
所舉辦的活動。打卡活動持續至 7 日止，有興趣參與者，快到圖書館打卡，
便有機會獲得 line 貼圖代幣。中文二周怡霏表示，第一次知道淡江原來曾經
有魚池，透過打卡活動更認識學校，覺得很有意義！

　【記者楊喻閔、胡昀芸、張書涵、劉必允淡
水校園報導】開學後，各社團的活動如火如荼
地展開，夜晚的校園顯得生氣蓬勃！

實驗劇團  公演 4 場「變形記」
　變、不變？實驗劇團於上月 22 日至 24 日在
實驗劇場接連上演 4 場期初戲劇「變形記」。
劇情描述與人有不一樣想法的主角小明，對自
己的價值感到無所適從，漸漸地變得與多數人

一樣，並認為多數
才是真理，同時使
用權利去逼迫他人
跟他一樣，直到真
正醒悟到自己的真
實價值的過程。戲
劇企圖反映民主的
多數決所隱藏的許
多社會問題。
　導演英文四楊子
瑩說明，「當人發
現自己異於常人，
在面對多數人時，
是選擇追隨多數，
還是為自己發聲和
抗爭呢？我們多會
在兩者間不斷地拉
扯吧。」
　演出中，還探索
政府與國家認同的
問題，以記者的角
度，用嘲諷的手法
描述政治人物的黑
暗，以及群聚群眾
的盲目。公行四盧
生 原 有 感 而 發，
「戲中記者所說的

台詞『看事情要有一定的冷感，才能看見最真
實的一面』，讓我心有戚戚焉，唯有如此才能
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盲目地與他人相同。」
　這次觀眾席與演出區與以往大不同，把演出
區劃出觀眾席，把觀眾席變成演出區，使得看
戲人能更易入戲，保險系校友黃有志讚嘆，
「實在讓我感到衝擊！這樣的表演方式使得戲
更生動，演員與觀眾也更有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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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社  彩繪水壺袋向老師致敬
　上月 26 日教師節前，美術社舉辦「LET'S 
POP ！向老師致敬！」進行彩繪水壺袋活動，
社長土木二鄭丁豪表示：「希望同學們藉由活
動表達對教師的感謝，送給教師獨一無二的手
作禮物。」
　活動中，鄭丁豪發現同學們發揮許多巧思與
創意，也十分投入地繪製，「雖然當天是颱風
前夕，風雨不小，但大家的熱情並未被澆熄，
除了感謝參與同學的熱情參與外，也謝謝課外
組能協辦這次活動。」
　參與者運管三黃昶智感性地說，「這次所繪
製的水壺袋是想要送給運管系系主任溫裕弘，
因為主任剛上任，前兩年都是我們的班導師，
所以想藉由這次的機會謝謝老師的照顧，希望
主任能夠不要那麼勞累，教師節快樂！」

陸友會  小陸盃陸生組隊籃球 PK
　陸友會於上月 24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第
一屆小陸盃籃球賽，分為 5 隊，以 5 對 5 的方
式來進行籃球 PK 賽，競爭過程激烈，最後冠
軍由建築五黃雋楠、經濟四胡智辰、財金四任
熠、產經四麥澤中等 7 人組成的「老年夢之隊」
奪得。
　隊長建築五黃雋楠分享奪冠感言，「能有一
群人一起熱愛一項運動，真的挺不容易的。所
以比起奪冠的興奮，更多的是對陸生籃球隊的
感謝。」新生大傳一姜一凡表示，「雖然在賽
中被學長電，但我們非常享受比賽，期待未來
有更多籃球比賽。」

桃友會  食字路口制服 pa 迎新
　 上 月 29 日 桃 友 會 舉 辦「 食 字 路 口 制 服
pa ！」桃友會新生都穿著不同高中的制服一起
逛士林夜市，回味高中生活時光。
　活動以猜出謎語中所指定要吃的食物並拍照
吃完進行，不僅增加挑戰與趣味，也讓桃友新

職涯講座傳授小撇步

 快來尋找五虎崗上的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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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吃喝之餘，藉由活動互動更加了解彼此、
更加深認同感。
　副活動長會計二陳德宇，「跟同樣是桃園人
的大家一起穿著制服，又看著學弟妹雀躍的樣
子，就萌生親切感，讓大家都想同心協力破
關，尤其結束時唱著各校校歌，感覺回到了高
中，這實在是難忘的回憶。」

Beatbox 社  嘻哈癮迎新
　淡江 Beatbox 社於上月 29 日晚間在體育館社
辦廣場，舉辦《迎新•嘻哈癮》，吸引近百位
同學一同享受音樂。本次活動皆由社團幹部、
前任幹部，以及指導老師完成，藉由 DJ、饒
舌、Beatbox 組成多層次的表演。
　社長產經三連中愷表示，「雖然梅姬颱風
來襲，導致活動延後一天，但觀眾卻比預期
的多！在活動開始前反覆檢查細節，只為讓活
動更完美。」來自四川的交換生財金三毛孟儒
說，「因為喜歡饒舌表演所以參加這個社團，
在今天的活動中最喜歡兔子先生的表演。」

　【本報訊】你正為撰寫英文履歷抓破頭不知
如何下手嗎？英文履歷是進入熱門外商的重要
關鍵，在國際人才相互競爭的舞台上，一份好
的英文履歷將會讓你脫穎而出！
　職涯輔導組於 6 日（週四）中午 12 點在鍾靈
中正堂（Q409）邀請英語系校友陳傳非，舉辦
「踏出成功求職第一步～打造你的專屬英文履
歷」講座，講座中將告訴你該如何用對英文表
達方式，讓人資主管看見與眾不同的你！
　陳傳非具備超過 40 年人力資源管理與發展專
業管理歷練，同時擁有顧問輔導經驗，輔導臺
灣中大型企業之職能體系架構建置、人力規劃
暨任用、績效管理等。
　職輔組每學期都規劃職涯系列講座，本學期
共安排 14 場，10 月份即有 6 場，已陸續開放
報名。各場詳細內容與活動報名時間，詳見本
校活動報名系統：http://enroll.tku.edu.tw/

穿越時空釣魚
學生賣萌打卡

紀錄運輸工具 見證潮流更迭
　本報攝影記者
電機四閩家瑋喜
歡拍攝與研究飛
機，也專注鐵道
等領域。（攝影
／蔡晉宇）

　對於西
式點心與
蛋糕的烘
焙、製作
有興趣的
同學，請
注意囉！
本學年度
新成立的
社團—西
式餐點研究社應是個好選擇。
　社長化學三陳百新說明西餐社的特色：「我
們針對西式小點心領域，走比較專業路線，
課程安排知名蛋糕店老闆，與擁有甲級廚師
執照的養身麵包店老闆來指導，藉此提升社
員的烘焙技巧。」
　平時陳百新會自己在家手做麵包，談起創
立西餐社的初衷：「希望這個社團可以成為
讓大家互相學習的地方，沒有基礎也沒關係，
大家一起開心地烘焙最重要！」
　社課內容分為在教室內進行食材變化講解
的理論性課程，還有到校外跟著專業老師體
驗自己動手做的實作課。不但有簡易的漸層
飲料、各式小餅乾製作，還有後期進階的麵
包、蛋糕烘焙，由淺入深引領大家邊學邊吃。
　為了讓社員有專業器材練習，實作課的地
點則安排到真理大學租借大型專業的烹飪教
室進行。
　由於實作教室人數容量限制，西餐社本學
期只招收 30 名新社員，陳百新說：「歡迎來
不及加入我們的同學們，來參加我們聖誕節
舉辦的手作翻糖蛋糕活動喔！」（文／簡妙
如、攝影／何瑋健）

社團大聲公

10/06(四)   踏出成功求職第一步～打造你的專屬英文履歷

10/12(三)   養職場黃金即戰力～就從實習開始

10/13(四)   不知的商業禮儀，你都GET了嗎？

10/18(二)   提高職場競爭力～不可或缺的簡報技巧和溝通力

10/20(四)   邁向成功求職路～實戰英文模擬面試在這裡

10/26(三)   夢想當老闆，你必須知道的創業甘苦談

11/02(三)   贏在求職起跑點～打造你的專屬中文履歷

11/03(四)   CEO最在乎的事：工作態度與職場倫理

11/24(四)   求職停聽看～大學生職涯規劃大哉問

11/29(二)   外國月亮真的比較圓？台商外商文化大不同

12/06(二)   職場達人的必勝面試秘笈～如何展現不凡的你

12/08(四)   塑造獨一無二的自己～建立自我品牌

12/14(三)   赴日就職或在台日商工作！？你，怎麼選？

12/15(四)   踏入國際競爭的戰場～培養國際人才必備的特質

　【記者詹雅婷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4 日新北
市北海岸國際風箏節在白沙灣熱鬧展開，本校
韓建慧教官帶領參與「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
課程的 45 位保險一 B 同學，前往協助交通、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3( 一 )
8:20

視障中心 圖
書館

圖書館閱活區

 「逆境飛翔 彩繪人生」主題展暨
Wendy 的異想世界畫展

10/4( 二 )
10:00

師培中心
黑天鵝展示廳

2016 年史懷哲暑期輔導團成果展 -
知識大富翁

10/7( 五 )
10:10

會計系
B503

ACCA（英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
會計師認證說明會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活動看板

梅姬颱風攪局
  活動延期

　【記者陳岱儀、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梅姬
颱風來勢洶洶直撲臺灣，因停課兩天，連帶影
響到學生會、微光現代詩社、禪學社原訂活動
均延期舉行。
　學生會「B 計畫認證講座活動」原訂上月 27
日舉辦「嘻哈的歷史─非裔美人如何透過音樂
解讀美國政治」演講，因風雨過大而取消。學
生會會長資管四陳信宇表示，想聽講座的同學
別擔心！演講延期舉行，舉辦日期另行公告。
　陳信宇說明，講座特別邀請嘻哈樂史、關鍵
評論網及 SOSReader 的專欄作家吳念達前來分
享對嘻哈文化的看法及歷史，歡迎想了解嘻哈
文化及尚缺認證的同學密切注意。
　另外，學生會與必勝客及肯德基合作，推出
淡江學生專屬優惠，只要持學生證及學生會粉
專上的折扣圖檔至店家消費，就能享有優惠。
趁著颱風剛走，趕快去大快朵頤吧！
　微光詩社原訂上月 28 日舉行迎新茶會，延
至 3 日（週一）晚間在 L413 舉行。微光詩社
社長中文三陳品婕表示：「雖遇颱風而將茶會
延期令人感到遺憾，但幹部們在颱風夜裡一起
跑流程的經驗很特別，也希望延期後的茶會能
順利圓滿！」
　陳品婕說明，迎新茶會準備了關於現代詩的
小遊戲讓新生分組對抗，分別是「無差別文學
大會」、「失物招領 2.0」以及「詩非對錯」3
關卡，準備了精美獎品送給優勝隊伍，希望透
過遊戲的方式激發大家對現代詩不同的想法，
並且讓新生在活動中進行合作交流。
　歡迎對現代詩有興趣的同學今日（週一）來
參與，相關資訊請持續關注「淡江大學微光現
代詩社」粉絲專頁。
　上月 28 日，禪學社原訂舉行「認識獨一無
二的自己─生命靈數」講座，延至 5 日（週三）
晚間 7 點於 SG602 舉辦。
　禪學社社員尖端材料二陳岱延說：「很可惜
這次的講座因為颱風延期，希望 5 日能順利舉
行，我已經迫不及待想計算自己的靈數了！」
禪學社社長保險四曾瀅先提醒，歡迎大家前往
活動系統報名、本週三晚間踴躍參與。
　曾瀅先也分享，「生命靈數是由古希臘哲學
家所提出，他們相信每個人皆有其獨特的生命
靈數，可由此找到自己的生命藍圖，此次講座
將教導大家如何簡單計算生命靈數，歡迎大家
來聽講座。」

　新北市北海岸國際風箏節於上月 24 日舉行，韓建慧教官帶領 45
位保險一 B 同學，前往白沙灣服務。（圖／軍訓室提供）

　Beatbox 社在體育館社辦廣場，舉辦《迎新•嘻哈癮》，吸引近百位同學
一同享受音樂。（攝影／何瑋健）

　實驗劇團在實驗劇場上演期初戲劇「變形
記」。（圖／實驗劇團提供）

行政、清潔、周邊服務及安全維護等。
　韓建慧教官表示，原擔心同學們難以承受服
務一整天的疲勞，沒想到他們各個精神抖擻樂
在服務，連民眾都大大稱讚「淡大同學們真

讚！」她說，「每組都有
其任務，像行政組的同學
負責服務台，得挑戰客服
難題，但同學們都好有禮
貌，也認為自己學習到不
同於校園的人際溝通。」
新北市市長朱立倫也前來
服務台，豎起大姆指稱讚
所有本校的服務同學。
　保險一楊博丞開心地分
享，「我是交通組的一員，

雖然在大太陽下維護交通很累，但有好多民眾
跟我們道謝，還有可愛的小朋友跟我們熱情地
打招呼，讓我覺得服務群眾真有成就感！」
　本校吉他社、合唱團及中文系校友周楚恩也
為風箏節帶來一連串精彩表演，吉他社以吉他
彈唱「你的行李」、「HOME」等曲目，參與
活動的中文三楊于瑄認為能在繽紛的風箏下唱
著歌十分舒服，也為現場熱鬧氣氛感動。
　合唱團則以「ROAR」、「艷火」等流行歌
曲展現合唱團鮮少表演的流行歌實力，參與演
唱的土木四王明堯表示，能在海邊表演是十分
難得的經驗，很開心能以表演為活動增添更多
歡樂。中文系校友周楚恩自彈自唱 5 首歌曲，
更演唱自創曲「日出飛行」，他分享，現場除
了風箏很美之外，也感謝觀眾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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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門風箏節保險系   生服務民眾稱45 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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