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運作健檢室      開跑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自同學們接任社團幹部以來，社團便如火如
荼地展開一系列活動，同學們從活動中學習、汲取經驗，接著「改進」將是
一個重要課題。課外組將在 28 日（週二）晚間 7 時在 B713 開辦「社團運作
健檢室」，首波主打「組織章程與年度計畫」檢視，由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
會理事長蔡志賢帶領社團幹部釐清觀念，講解組織章程、年度計畫對社團運
作的重要性及概念，此外課外組同仁也將帶大家檢視自己社團現有的資料，
發現問題並著手解決，歡迎各社團社長、副社長等重要幹部踴躍參與。

校園徵才博覽會      登場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由職涯輔導組與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合
辦的「2017 淡江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將於 29 日（週三）上午 10 時在學生
活動中心及海報街盛大展開！規模與去年相比更加盛大，多達 100 個廠商參
與。參加公司與廠商類別涵蓋科技、銀行、文教、影視、餐飲、服務等，滿
足各學系學生需求，如鼎泰豐、王品集團、UNIQLO、巨匠電腦、技嘉集團、
上銀科技、東森集團、台新金控等各領域的指標性公司。同學們可藉此了解
職業類型所需人才，進而評估未來工作取向，歡迎同學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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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詩社聲明稿揪讀詩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睽違 6 年，本
校足球運動代表隊保持本季不敗金身，於 18
日在輔仁大學進行的 105 學年度大專足球運動
聯賽（UFA）冠亞軍賽傳出捷報，5:3 擊敗戰
功彪炳的海洋大學，勇奪一般男子組冠軍，稱
霸全國 33 所大專校院，成為場上最大贏家！
　同時，英文二飯塚章悟勇奪象徵本賽季進球
數最多的金靴獎榮耀、國企二盧曼為獲銀靴
獎；航太二林家宏拿下表彰當屆最佳守門員的
金手套獎。這是本季戰無不勝的本校足球校
隊，繼 16 日 UFA 準決賽以 6:0 完勝東海大學，

搶得冠軍
賽門票後
又一輝煌
戰役。
　體育長
蕭淑芬興
奮地說，
「太振奮
人心了！

今年氣勢銳不可擋，一切歸功於優秀的子榮教
練與認真學習的球員們，讓根基不錯的足球校
隊如虎添翼，同時給本校的體育課程打了一劑
強心針，感謝現場助陣的盛大親友加油團熱情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文字不是接觸現代詩的唯一媒介！微光現代
詩社與視障資源中心攜手，20 日起於視障資源中心外側走廊以「盲生讀詩計
畫：聲明稿詩展」為題，展示為期一週的詩展，讓視障同學了解現代詩之美，
展區規劃有「點字詩」、「聲音詩」兩區，皆是社員詩作。前來體驗的視障
生公行一趙晨凱開心地說，「聲音詩的形式讓我能以輕鬆的方式了解現代詩，
非常貼心。」社長中文三陳品婕感動地表示，這次嘗試顛覆紙本上閱讀，意
外獲得許多同學的支持和回饋！期許未來能繼續朝多元方式呈現現代詩。

（攝影／閩家瑋）

視障生讀詩趣

社團繽紛樂

學生大代誌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30(四)
10:10

學發組
I304

「讀你千遍也不厭倦」─報考研究
所書面審查資料準備技巧

3/30(四)
10:10

海事博物館
海博館4樓

影片欣賞：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
哪兒

4/01(六)
11:10

海事博物館
海博館4樓

影片欣賞：海底總動員2：多莉去
哪兒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活動看板

的鼓勵！這份榮耀是屬於淡江大學的！」
　教練黃子榮提到，此役在預、複、決賽中，
「球隊準備萬全，除針對每個隊伍球賽影像去
擬定戰術，更在寒風中練球，雨中則進行室內
階梯及重量訓練，做好萬全準備，希望爭取佳
績，因此很高興能成功達標。」對於陣上多位
球員能榮獲金靴等獎項，同樣也是金靴獎前鋒
球員出身的黃子榮表示，「平常很嚴苛要求前
鋒與中場在射門技術上的訓練，也鼓勵彼此良
性競爭，並將團隊贏球的目標擺在第一位。」
　飯塚章悟謙虛表示，要感謝隊友的幫助才能
進球，他認為隊友們的防守做得很好，彼此默
契配合上也將平常練習的成果展現出來，「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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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18 個體育性
社團結合不同運動項目，聯合舉辦校園闖關活
動「玩家 60- 闖貳壹」，19 日下午，32 位玩
家以 2 人一組方式進行闖關，途中設置大小障
礙，最後由歷史一易偉騏、電機一蔡明佑拿下
冠軍，獲得獎金一千元。
　活動總召經濟三蘇博駿表示，希望透過活動
讓大家認識體育性社團，他非常感謝團隊在討

18
西音社期中成發展歌藝。（攝影／朱樂然）

體育性   社團玩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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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足球運動代表隊榮獲 105 學年度大專足球運動聯賽冠軍。（圖／體育處提供）

康樂輔導研習快報名

論與執行階段激盪出許多創意，展現了體育人
的行動力與熱情。易偉騏表示，過程很辛苦且
每個關卡都具挑戰性，但還是堅持完成，很高
興認識許多朋友，也體驗了各社團的性質。

西音社   樂團嗨唱期中成發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西洋音樂社於
21 日晚上，在覺軒花園舉辦期中成發「想＿
就＿，想＿就＿。」社長產經三鄭旭璟說，活
動主題讓每個樂團展現創意玩填空。當晚有 6
個樂團接力演唱 15 首歌曲，多樣的音樂風格
吸引近 40 位觀眾聆聽。其中樂團「三個南部
人」演出魔力紅樂團的「Lost stars」，熟悉的
旋律再編曲，主唱國企三海赫飛迷人的聲線讓
台下觀眾沉浸其中。鄭旭璟很感謝詞創社在人
力及器材上的支援，也預告 4 月 27 日將邀請
「Vast & hazy」樂團在牧羊草坪分享創作理念，
希望同學來參加這場草地音樂會。

插花社 學藝月繽紛花草傳春意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插花社傳達春
天到來的訊息！ 23 日社團指導老師葉寶詡進
行「花藝設計分享」，使用紅火鶴、康乃馨與
太陽花等鮮豔花類，並以柏為底，再輔以蓮花
竹等綠葉，展現出新穎而活潑的花盆藝術。
　社員英文四李姿蓉分享，「這次老師準備的
花材好豐富，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創意創作，而
聞到花香也使人感到心情舒暢。」社長中文二
黃郁庭表示，「因應學藝月，老師這次插花設
計更為活潑創新，希望讓第一次參與的同學也
能發現插花的趣味，加入我們的行列。」

同進社 認識多元性別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更多人
加深對多元性別的認識，22 日同進社邀請同
志諮詢熱線南部辦公室志工─可可米，以「超
強腐女力！有愛就沒問題！」為題分享。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即將踏出校園
的社會新鮮人，如何獲得他人第一眼的好印
象？職輔組主辦「職涯月」講座，於 20 日邀
請資生堂講師黃星沛、陳小琪、張莉冠來校，

以「職場彩妝講座」為題，傳授職場美姿美儀，
鍾靈中正堂湧進近 200 位同學聆聽。
　講者首先以「我的美麗重點」開場，讓同學
了解正確的基礎保養知識、面試彩妝技巧與服
裝禮儀，並提供獎品鼓勵同學回答問題，現場
踴躍舉手搶答。第二部分主軸為「完美風範」，
分享如何透過良好的肢體應對與說話技巧，達
到印象加分，現場更邀請兩位同學上台示範。
　俄文二林才紜表示，感謝學校舉辦此講座，
她學到平常不易接觸的職場彩妝技巧，相信未
來在求職時會有幫助。

職涯月職場彩妝秘笈傳授

同學踴躍詢問職場彩妝。（攝影／何瑋健）

29
MAR

謝這一路上所有親友與師長的支持和付出！」
　猛將之一盧曼為分享，「每個球員都必須學
會控制情緒，這雖然很難卻是得勝的關鍵。」
林家宏則表示，「教練要求我們要儲備體能，
要有『打完一場還有一場』的心理建設，要保
留體力，團隊合作，讓每個人都能發揮實力。」
因此一路挺進決賽，展現高度團結的向心力。
　足球校隊擁有眾多的外籍生，來自布吉納法
索的財金碩一巴格元面對冠軍，直呼「I can’t 
believe ！」今年總決賽場邊加油團一點也不輸
其他觀眾，國企一阿魯說，「有他們的支持，
是球員最大的動力，也是我們在臺灣的大學生
涯中最感動的回憶！」

足球校隊稱霸全國    奪冠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康輔營，是很
多人曾經的回憶與共同的記憶，在學生時代參
與社團的活動中，常透過康輔的熱情與活力，
讓社團更加凝聚與團結。
　課外組與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將於 4 月 9
日在 E302 教室舉辦「2017 公益康樂輔導研習
營」，透過 8 小時的營隊活動，培訓同學溝通
表達、團隊合作、領導統御、服務學習等軟實
力，讓參與的夥伴有更加多元的學習及發展，
同時提升同學康樂輔導活動辦理能力。
　有興趣的同學請於 4 月 1 日前上活動報名系
統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詳
情請洽課外組承辦人許晏琦，校內分機 2220。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的聯
合文化週邁入第十四屆，以「文化尋旅，突破
忙常」為主題，在淡水校園好幾處熱鬧登場。
活動總召教科二林宥吟表示，「這次主題希望
大家脫離忙碌，出去旅行，也嚐嚐當地美食。」
　21 日中午由花東、中投等 6 校友會參與的靜
態成果展「文化鐵道 - 蒸汽一點」，在黑天鵝
展示廳開幕。學務長林俊宏、校長室祕書黃文
智等師長親臨現場鼓勵，林俊宏致詞時表示，
文化週是各校友會大展身手與團結力之時，他
們不遺餘力推廣各縣市歷史與飲食等各項文
化，同時也促進了師生間的交流。
　靜態展以車廂為主題，加入各縣市的景點元
素。其中花東會搭配影片「我們眼中的花東」，
展現東臺灣樣貌；中投會精心製作早上與晚上
不同景緻，介紹臺中與南投特色；屏友會則以

互動式展品提供拍照，讓大家能了解當地農
耕、風景、民俗等文化特色。
　雄友會以捷運車廂呈現當地特色建築，並透
過地圖、展品及互動桌來宣傳旅遊；以新竹火
車站為主題的竹苗會除了美景介紹外，還擺放
全套擂茶用具，讓大家了解客家擂茶文化；二
齊會則讓大家了解臺南的夜市文化，並介紹奇
美博物館。活動負責人電機二李皓群表示，
「展場串連起每個校友會的車廂，讓展覽更有
整體性，希望我們用心安排的內容，能讓師生
了解不同縣市的文化。」
　本屆文化週還首次舉辦戶外文物品展示，從
13 日起一連兩週在書卷廣場進行，李皓群表
示，希望利用戶外，讓路過師生能駐足欣賞，
也讓沒參加成果展的校友會能介紹家鄉，內容
展示著各校友會選出的縣市最具代表景點、文

物等，有嘉
雲會製作的
阿里山小火
車模型；屏
友會則以月
琴為代表。
　21 日 晚
上在學生活

動中心的「文化週之夜」，也是首次嘗試舉辦，
以跳舞、戲劇表演與互動式遊戲「Kahoot」進
行，並以競賽問答方式累積得點，題目都與各
地文化特色有關，優勝者可獲贈名產，掀起陣
陣歡呼與鼓掌聲。
　在海報街由 15 個校友會舉辦的特色名產擺
攤，於 24 日圓滿落幕，除了嘉雲會的人氣鴨
肉羹、中投會熱銷第一的星野銅鑼燒、澎友會
人手一支仙人掌冰外，還有金友會的牛肉乾、
屏友會的雙糕潤、蘭友會的鴨賞飯糰、桃友會
的乳酪球等，都是詢問度極高的名產。另外，
基友會的芋泥球更是在短短 3 天售罄，賣了近
150 盒。每個攤位都人龍不斷。林宥吟表示，
「我們用心地介紹自己家鄉的美麗景點，希望
大家除了名產與美食外，更深入了解臺灣各個
縣市的風土民情與歷史文化。」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曹雅涵專訪】宗教是人類生活的依
託，多元融合的社會中，自然有著不同的信
仰環繞在身邊，而你對伊斯蘭教（回教）的第
一印象是什麼？清真寺、古蘭經，或是不吃豬
肉？這些對創立「台灣穆斯林青年會」、土木
碩二蔡昌旻來說，卻是日常不過的事情。
　在臺灣出生，擁有回族血統的蔡昌旻，自幼
跟父母信奉伊斯蘭教，他解釋，穆斯林就是伊
斯蘭教徒之意，「因為爸爸攻讀碩士的關係，
我兩歲時去了約旦，前後約兩年時間待在那
裏，那是中東少數沒有產石油的國家，建築、
交通都較落後。」另一個中東記憶，則是在沙
烏地阿拉伯，他在那裏讀了 3 年國際學校，一
直到 13 歲回到臺灣。蔡昌旻描述，「沙烏地
阿拉伯雖因石油而富有，但生活機能卻不高，
思想與臺灣想比，是相對封閉的。」他笑說，
「去了中東，才發現在臺灣生活有多便利。」
　但不管在約旦或沙烏地阿拉伯，蔡昌旻一家
人的齋戒與敬拜卻是自在且自然。他指出，伊
斯蘭教對於中東國家人來說，是一種生活的歸
屬感。尤其談到聖地麥加，蔡昌旻說那內心的

　蔡昌旻說明，透過這個組織，便能互動交
流。回想創立之初，就有其他青年朋友主動聯
繫，大家一同聚餐、規劃活動，以增進雙方感
情，「雖然起步辛苦，但能藉此拉近彼此距離，
是件很值得的事情。」現在他們也會與國際穆
斯林學生會，一同合辦活動、展覽，讓更多人
認識伊斯蘭文化。
　「或許會有人對於伊斯蘭的記憶是恐怖攻
擊。」蔡昌旻分享去年參與大傳系畢業專題拍
攝經驗，首度嘗試街頭實驗，在一旁擺著「我
是穆斯林，我不是恐怖份子，相信我，就給我
一個擁抱」的板子，帶起眼罩、舉起雙手，在
人來人往的西門町街頭，等待願意前來的人，
這對他來說，「不只需要克服心理恐懼，也是
一個了解臺灣人對於穆斯林態度的機會。」所
幸每一個前來擁抱的人，都像在告訴他「多多
站出來吧！加油！」
　蔡昌旻說，古蘭經所提的「聖戰」影響自己
最深遠，意思為「努力」、「奮鬥」，而不是
字面解讀的打仗，期許自己未來不管面對什麼
樣的挫折，就是要不斷的和自己戰鬥，進而成
長茁壯，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澎湃是難以用文 字說明的，「每年到
那裏的穆斯林數 以萬計、規模龐大，
令人感動！」
　 蔡 昌 旻 接 著說，「但對臺灣的
穆斯林青 年來說，其實是很孤

單的，會不清楚自己定位在哪兒。」這也是他
創立「台灣穆斯林青年會」的最大動機，加上
在大三升大四的那年暑假，與其他青年朋友一
起到香港參加穆斯林青年夏令營，「短短的 3
天時間，深刻感受到當地青年與長輩的用心規
劃、感觸很深。」回臺之後，他便下定決心與
朋友共創組織，以活動凝聚穆斯林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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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碩二蔡昌旻 我是穆斯林 我熱愛和平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為拓展服務學
習的深度，本校與「臺灣蝴蝶保育學會」攜手
合作，進行深化綠色行動。18 日由少校教官林
宥馨帶領英文一 A 的 52 位同學赴大直劍南蝶
園進行淨山環保綠活動，以實際行動實踐「共
生」理念。
　林宥馨介紹，劍南蝶園是唯一種植臺灣原生
植物、原生的蝴蝶食草及蜜源植栽物種的蝴蝶
園。她很感動地說，在春寒中，同學們齊心拔
除小花蔓澤蘭、大花咸豐草、黃金葛等強勢外
來入侵的藤蔓及植物，整理並維護適合蝴蝶棲
息的環境，最後整理出許多大型垃圾袋。
　英文一陳昱年分享，除草過程很累很辛苦，
但同學們分工合作，大家都希望盡力為自然生

態奉獻心力，落實環保行動。而當日蝴蝶保育
學會導覽員的生動解說，也讓同學們學到許多
關於蝴蝶的知識，大家都深刻體會生態保育及
守護山林的重要。
　生輔組承辦人何啟豪表示，本學期「校園與
社區服務學習課程」共與 12 處機構合作，以
「綠色淡水 ‧ 環境保護」、「金色淡水 ‧ 社
區文化」、「多元學習 ‧ 教育輔導」和「有
愛無礙 ‧ 弱勢關懷」4 大面向進行。譬如，
與荒野保護協會合作的五股溼地環境維護、綠
色公民行動聯盟進行沙崙及貝殼海岸維護、淡
水無極天元宮的櫻花季活動、至育英國小進行
性別平等教育戲劇演出等等，未來會和更多機
構合作，加深學生對社會服務的精神，豐富學
習的深度與廣度。

英文一Ａ總動員 淨山護蝶綠行動

文化尋旅 突破忙常美食美景

　社長國企二蘇柏睿表示，腐女是指喜歡以男
同性間的愛情為題材作品的女性，腐女文化則
是以女性觀點出發，同時抒發對情慾表達的論
點。可可米以漫畫為例，認為在目前異性戀為
主的漫畫、小說故事裡，女性多被視為需要別
人保護的；腐女文化相關作品則從創作內容中
擺脫，以男性為主體。社員英文四吳東穎表示，
「講者將腐女這種次文化連結傳統異性戀中父
權社會的解讀，對我來說是很嶄新的體驗。」

魔術社 兩小時變身魔術師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如何利用簡單
的邏輯技巧或生活中隨處可得的物品，完成令
人驚艷的魔術表演呢？魔術社於 23 日邀請現為
專業魔術師、同時也是前魔術社成員的校友龔
庭偉以「兩小時讓你變身魔術師」為題分享。
社長歷史二蔡兆曦表示，「我們希望以學長姐
回校教學的方式，加深社團凝聚力，這次座談
後社員們都給予正向回饋！」社員國企一鄭世
均則說，很開心能在魔術社與大家一起學習特
別的知識，參與團隊互動感覺很棒，以後如果
有更多類似的講座機會，也會好好把握。

插花社以花藝宣告春天來到。（攝影／林俊廷）

UFA

文化週 報你知

海報街攤位人潮絡繹不絕。（攝影／閩家瑋） 歡唱文化週之夜。（攝影／閩家瑋） 文化鐵道靜態展詢問度高。（攝影／閩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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