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3日僑務委員會在東吳大學舉辦108年度
「北區僑生春節聯誼活動」，吸引80所大專院
校、1,800名僑生和師長與會交流。本校逾30
位境外生參加，港澳同學會亦在現場設攤提供
僑居家鄉小吃，如肉骨茶、咖哩魚蛋、炒泡麵
等，分享生活經驗與交流文化。參與活動的資
管四羅嘉濠來自澳門，他分享：「此行除了宣
傳澳門文化與童年熟悉的小零食，也將港澳美
食介紹給臺灣同學們，參與活動除了校內的港
澳生，還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僑生，一同加入宣
揚家鄉特色，對我們來說，很有意義。」（文
／趙世勳、圖／境外生輔導組提供）

高教深耕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4/9(二)
10:10

學發組
I304

「英文簡報so easy」--英語簡報
技巧

4/10(三)
14:10

學發組
I304

「馬來西亞文化之旅」--馬來文
化及馬來語學習技巧

4/12(五)
13:10

學發組
L110

「翱翔雲端開心學習去」--Google
工具基礎操作 技巧(上機實作)

曲，像是舒伯特、李斯特等作曲家的作品、加
上李友廷、畢書盡等流行歌手的曲目，更有電
影《樂來越愛你》、《海上鋼琴師》的配樂。
幾位表演者更是挑戰自彈自唱，美妙的旋律讓
觀眾大飽耳福。表演者、會計一李配鳳分享，
「這次鋼琴選曲難度較高，想挑戰自己，但表
演中還是太緊張了，只給自己打6、7分。」社
長、全財管二楊琇渝表示，「很謝謝海大跟我
們合作，讓曲風更豐富，表演者表現得很棒！
籌備的過程也讓我獲益良多，謝謝夥伴！」
烏克麗麗社烏克節快閃宣傳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輕快的琴聲歡
度午休！為了宣傳4月8日至10日的「淡江烏克
節——弦情逸致」，烏克麗麗社於3月27日中
午在文學館三樓外全家旁進行快閃活動，分別
彈奏、演唱了耳熟能詳的《The Show》和甜蜜
暖心的《心花開》，吸引同學們駐足欣賞。
  社長、中文二游欣慧說明，「烏克節這三日
的每天早上8點至下午5點，將會在文館前小木
桌進行擺攤，現場有拼豆、手作沙沙球、烏克
麗麗體驗課程等活動，而4月9日晚間7點將邀
請到著名烏克麗麗演奏家——雞湯老師進行
講座課程，4月10日晚間7點則在同舟廣場，進
行烏克傳情的點歌表演活動，幫助同學們講出
內心話，屆時也會有木頭超人、雞湯老師的演
出，歡迎各位有興趣的同學們一同來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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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4
徵才博覽會 4/10 登場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諮商暨職涯輔導組與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中心合
辦的「2019 淡江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將於 4 月 10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3 時在
學生活動中心及海報街盛大舉行，屆時現場共設 100 個徵才攤位，提供約 3,132
個工作機會供同學選擇。有興趣的同學可先至諮輔組網頁查詢此次博覽會的詳
情。職輔組組員鄭德成提醒，「當天同學謹記穿著合宜、因應工作性質、需求
調整表現，突出自身特色。」另外，亦可藉此機會了解僱主重視的人才特質以
及掌握市場走向，為未來做好充足準備、令職涯起飛！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8(一)
8:00:00

大傳系淡江影
像藝術工坊 
黑天鵝展示廳

淡江影像藝術工坊顯影季攝影展

4/8(一)
8:00

海博館
海博館

數位e筆繪畫展

4/9(二)
16:00

土木系
HC305
HC306

技速過人動力科技董事長、土木
系系友許文昉返校演講

4/13(六)
09:00

電機系
達文西樂創

基地

AI自駕車程式開發工作坊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境外生的淡江生活 
歷史三郭芷桐：「我是香
港人，一開始來唸書最無
法適應上課的語速和專有
名詞，最喜歡臺灣的食
物，因為種類繁多，夜市
也開到很晚，很方便！」

淡江盃國標舞賽新生獲雙獎

管樂社 三樂優雅音樂會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3 月 27
日晚間管樂社在文錙音樂廳舉行「三樂
優雅」音樂會，集結薩克斯風重奏、長
笛重奏、豎笛重奏、木琴獨奏等，並演
奏由知名作曲家久石讓所創作的《神隱
少女》、《魔法公主》、《Summer》和
迪士尼《美女與野獸》真人版電影主題

曲《Beauty and the Beast》等優美曲子，吸引
了約 40 名觀眾到場聆聽，而在悠揚樂音下，
整場氣氛毫無冷場。
  管樂社副社長、大傳二易揚芳開心地表示：
「整場音樂會下來比想像中順利，觀眾也比預
期要多，反應都很好，雖然跟上學期相較籌備
時間較短，但大家都很認真，呈現出的效果也
很好！」而觀眾，統計一徐立恩也分享：「表
演非常的精彩，雖然有一些音感覺得出來並不
太穩，但是整體而言是很好的。」
2校鋼琴社 櫻緣情人期中音樂會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鋼琴社與
海洋大學鋼琴社於3月26日晚間7時，聯合舉辦
第55屆期中音樂會「櫻緣琴人」，為了呼應活
動名稱，文錙音樂廳裡布置了一顆大櫻花樹，
十分春意盎然。而精彩的表演吸引82名觀眾進
場聆聽。
  這次14首曲目曲風多元，從基本的古典樂

中文四 梁文瑄 

李易遠談職涯探索個人品牌定位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境外生輔導組
於3月26日中午在驚聲國際廳舉辦職涯探索講
座，邀請到UD資博學習平台創辦人、資博國
際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執行長李易遠來校，以
「從職涯探索建立個人品牌定位」為題經驗分
享，並針對實習注意事項、經濟體與產業結
構變化，以及未來職場必備條件3部分進行解
析，吸引約100名學生參加。
  首先，李易遠以職涯探索的時機點作為開
場，認為東方和西方國家因教育體制的差異，
各自影響了人群在各行各業的表現，並表示科
技的發展掀翻了所有的產業，讓我們不僅要專
注於手邊之事，更要留心身旁之事。他樂於與
現場學生互動，建議大家實習和打工目標要明
確，「認知打工帶給你何項收穫很重要，你必
須確保工作的每一天都要有所學習。」他強
調，提升挑戰並運用所學與世界接軌，如此才
能感受到世界的改變。
  最後，他以各領域人才應具備「專業上的轉
型」、「深度人際互動」及「概念能力的培
養」3個條件作為總結，他說：「思維的跨越
很重要，不要以產業的喜好作為求職的標準，
找一位導師並追隨他做跨領域的發展，對日後

  【記者簡妙如專訪】這名臉上帶著靦腆笑
容、聲調溫柔卻充滿力量的女孩，是目前就讀
中文四的梁文瑄，個性溫和的她在大三時一肩
扛起種子課輔社社長的重任，並代表淡江服務
性社團首次拿下「107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
團評選」服務性優等獎，以及107年教育業務
志願服務獎勵「績優團隊」。
   最初加入種子課輔社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她
笑著分享：「因為我就很喜愛小孩子呀，很想
多親近他們！」在大一導聚時聽同學提起，校
內有個社團致力於幫助孩童的課後學習與教
育，在了解社團宗旨與服務內容後，梁文瑄便
一股腦的投入其中，從社員到幹部再到接下社
長一職，她想將社團的好傳承下去。
  回憶起當初接任社長時惶恐又充滿壓力，梁
文瑄調整心態積極向前，她說：「我想要社團
能有一些突破，所以很努力爭取參與不同活動
的機會。」於是她毅然走出同溫層，不僅在暑
假加入其他服務團體為自我領導力增能，也在

課外組的鼓勵下報名參賽全國社評，「對我來
說社評的意義在於反思我們『服務』的目的，
也檢討活動可以修正的部分，而留下的紀錄與
建議，將幫助學弟妹更完善活動，讓種子的好
能被傳承、被看見。」
  在領導社團的過程中，她曾面臨人力不足的
困境，梁文瑄改變服務的模式，「在人力吃緊
的情況下，我將日常班課輔班和寒暑假營隊保
留，假日班取消，也刪減部分活動，把心力
集中在服務上。」在減少服務天數後，有更多
社員願意全心投入，使課輔過程更順利，也從
中栽培出下屆幹部的人才。雖然她也曾心力耗
盡，但孩子們的回饋是她堅持下去的動力，在
營隊中她看見曾服務過、已畢業的孩子，當她
叫出他們的名字時，孩子們不遲疑地和她打招
呼說：「我記得妳。」她感動地在心裡許下承
諾：「雖然我能做的不多，但我可以讓孩子們
知道，有人一直記得他們。」梁文瑄慶幸自己
曾出現在他們的生命中，和他們一起學習。

   梁文瑄在卸任後依然十分關心社團運作，期
待透過自己的經驗協助學弟妹在今年的全國社
評再創佳績，梁文瑄將自己四年的大學生活都
獻給「服務」，且為了能多元精進自我能力，
她選擇修習教育學程，希望能用專業的知識提
升自己，以更好地幫助孩子們。在投入社團的
日子裡，她了解服務的價值所在，極力落實這
樣的精神並且回饋社會，懷著感恩的心接受挑
戰，她感慨地說：「我相信在社團中學到的將
會影響我的一生，因為身上有責任而感到負擔
是正常的，只有實際付出才知道一切都會是值
得的！」（攝影／羅偉齊）

2社遊食字路口
軟網社食來運轉考驗應變能力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為了增加社員
的凝聚力，並訓練他們的應變能力。軟網社於
3月27日晚間舉辦「十字路口」活動，一邊在
士林夜市玩遊戲之餘，一邊享受美食，共吸
引30人參加。遊戲期間，幹部預備十道「食來
運轉」美食題目，包括：魚蛋、炸鮮奶、章魚
燒等等，社員們需要吃遍美食，中途更要接受
「竹筍竹筍蹦蹦出」及「動作指令」等小遊戲
才能獲勝。
  活動總召、化材二陳昭華表示：「很高興能
擔任這次社遊的總召，讓我有一次學習的機會
同時感謝副召與幹部們的幫忙，活動才能順利
舉行。在活動期間社員們都十分熱情的參與，
希望藉著活動能夠增進彼此的情感。」
羽球社賓果食字路口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羽球社於3月27
日晚間6時在士林夜市進行闖關遊戲，藉分隊
競賽與隊員間的團隊合作下，以此提升社團的
向心力，同時凝聚社員及幹部間的感情，本次
共吸引27人熱情響應。
   活動以「食字路口」為名，共分為四隊，每
隊需在2小時盡可能地吃過賓果版上的指定食
物，且與食物合照。連線越多或吃過越多指
定店家的小隊分數越高，遊戲結束後所有小隊
集合結算成績。財務長、會計二劉合媺說明：
「這次食字路口參加人數比預期的還多，原本
預定9點結束活動，但大家都玩得不夠盡興因
此又延長了一些時間。除了要熟悉士林夜市的
美食以外，另一個很重要的關鍵就是籤運，每
個人都吃很飽，也玩得十分盡興。」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你還在替自己
身材體態煩惱嗎？衛生保健組於3月份每週一
中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SG246韻律教室，舉
辦四場「燃燒吧！脂肪 大家逗陣來運動」邀
請全校師生一起在輕快的旋律下，搖擺瘦身，
並由體育處助理教授趙曉雯及講師郭馥滋進行
專業的指導，並在3月25日最後一次課程中，
頒發精美小禮物給四次全勤者，本次活動共吸
引52人參加。
  參與者、英文四王婷萱表示：「聽老師在課
堂上宣傳，決定和朋友一起來，每次上課真的
都會爆汗，只可惜每週只有一次，如果未來可
以經常舉辦這類瘦身活動，想必瘦身及健康效
果會更好。」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標準舞研習社於3月24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
辦「第25屆淡江盃全國大專國際標準舞公開賽」，本校與來自臺灣大學、成功
大學、東吳大學等9所全國大專院校一同「標」舞競技，而大會邀請到7名職業
拉丁舞者擔任評審，本次共有45位選手同場競爭。本校風保一謝昀辰與資圖二
古 家榕雙人搭 檔摘下新生Chacha第三名和新生Rumba第二名！

   獲得新 生單人Chacha第六名的社員、中文一楊淩沁分享說：「因
為我是交換生，所以這是最後一次參加比賽，機會很難
得，我也格外珍惜在國標社的時光！」國標舞社社長、
淡江盃主辦人航太二邱昱璇說：「這是我們28屆幹部最
後一次主辦淡江盃，謝謝各校友社的支持及評審老師的

專業評斷，最後的冠軍答謝表演和老師的示範表演更
是精彩無比。希望經由淡江盃鼓勵越來越多大專生

接觸到國標舞的範疇，進而產生興趣。另
外，5月26日有我們的大型成果展，歡迎各
位同學多多支持哦！」

領課輔社傳承服務心

社團期中音樂饗宴

北區僑生春節聯誼活動

期1084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吉他社
舉辦「第31屆金韶獎」，於3月30日、31日在
文錙音樂廳進行初賽。
   本次初賽共有77組獨唱組、12組重唱組、
26組創作組進行賽事，而評審陣容則邀請到
ID&MASA主唱游艾迪、渣泥主唱羅西、甜約
翰主唱吳浚瑋擔任獨、重唱組評審，脆弱少女
組主唱陳荒、皇后皮箱團長兼吉他手阿怪與厭
世少年吉他手蕭瑋德擔任創作組評審。
  欲得知更多金韶獎資訊，請關注金韶獎官網
與粉專動態或淡江時報網站，一起共襄盛舉淡
江年度的音樂賽事吧！

31屆金韶獎初賽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日本麻將研究
社於3月23、24日舉辦「第六屆雀鳳盃－日本
麻將交流賽」在覺軒花園如火如荼地展開，這
次共有24位選手報名參賽。比賽過程中競爭激
烈，直到第八場決賽桌才由臺大日麻社教學長
魏士傑，以總積分 210.9分奪得本屆冠軍。
  總召、日文三陳重允表示，「雀鳳盃為臺灣
日本麻將界的大型賽事之一，是少數能聚集這
麼多實力高強的雀士一展身手，在一旁觀賽也
看到許多精彩的賽事，而新生們也對這樣的舞
臺感到很有興趣，希望能夠藉此為動機，促進
他們在日本麻將技巧上的成長。」
  社長、尖端材料三吳侑奇表示，「由於雀鳳
盃是偏向高手的賽事，經篩選後，仍有不少的
新選手來參賽，可見目前臺灣日本麻將圈的實
力有提升不少。」他也預告將在七月舉行新手
也可參加的交流賽，希望能與全國日麻玩家的
互相交流。

日麻社雀鳳盃交流賽 

西音社 3 樂團西音大道開唱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西音社於 3 月
28 日晚間在覺軒花園舉辦「西音大道」，吸引
近 30 人到場同樂。西音社社長、大傳二謝忠
岳表示，「今年的西音大道比較像『同樂會』，
與音樂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同歡。」
  活動中共 3 組樂團輪番上台開唱，首先由樂
團 HRHARDLINER 帶來超脫樂團的《Heart-
Shaped Box》與鋼鐵心樂團的《She's gone》；
接 著， 由 東 城 蛇 舞 演 唱 槍 與 玫 瑰 樂 團 的
《Knockin' on Heaven's Door》等歌曲；由熱島
效應帶來 5 首自創曲，給觀眾煥然一新的聽覺
饗宴。表演尾聲，還有一個即興表演，讓社內
樂手在舞台上盡情發揮、一同享受音樂。
  觀眾、財經二施皓元表示，「西音大道是給
喜歡音樂的人一個表現的舞臺。看完學弟們的
表演，覺得他們很有潛力，期待他們未來在演
奏上更加精進。」

燃燒脂肪來運動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為了響應學校
品德週，並提倡環保以及創意激盪，美術社
於3月25日至29日，在海報街舉辦「手繪布包
趣」活動，提供壓克力顏料與布包讓同學們動
手彩繪，打造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手提包，共
約吸引近40人參加。
  參加者、水環四謝詠翔說：「平時雖明白環
保的重要性，但都不知該如何在生活中身體力
行，很感謝美術社提供這樣的機會，在發揮自
己的創意之餘，也能響應環保。」

美術社手繪環保布包

   國際標準舞研習社於3月24日中午在學生
活動中心舉辦「第25屆淡江盃全國大專國際
標準舞公開賽」，共計9所全國大專院校、
45位選手同場競爭。（攝影／周舒安）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文化研究
社於3月27日在商管大樓115教室舉辦日式髮飾
手作課程講座，此次手作課程是以雙重花瓣布
花髮飾為主題，邀請到了客座講師駱慧珣老師
前來教授同學製作，總計20人參加。
   參與者、法文二何欣芸表示，日式髮飾有著
非常優雅的氣質，第一次做如此精緻的髮飾，
做起來雖然繁瑣，但透過老師的細心指導，手
不巧的我也一步步的完成了漂亮的髮飾，而且
還能搭配在日常的穿著中，非常實用！

日研社手作日式髮飾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一臺電腦、四
個搖桿，位於講臺前方4位電玩好手正在互相
較勁，爭奪誰是電玩手頭銜！動漫社於3月28
日晚間7時在工學大樓E302進行電玩大賽，共
吸引16位電玩好手前來參賽，還有超過40人在
現場觀戰。
  本次遊戲選以STEAM平臺內，被譽為「友
情破壞派對」的知名遊戲《難死塔》（Tricky 
Towers）進行。比賽中分別以競賽、生存與拼
圖三種不同的多人模式進行，採三輪淘汰制，
16位參賽者首先分成4組，初賽中進行4人PK
賽，選出2位選手晉級，最後共由8位選手進入
複賽，最後前四名優勝者分別可獲得模型、
大、小型抱枕及餅乾等獎項。
  在初賽晉級的國企四都新凱說：「之前就有
和其他社員一起玩過這款遊戲，以此練習、熟
練操作，能夠晉級很開心，其他參賽選手都非
常厲害。」

  管樂社3月27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三樂優雅」音樂
會，吸引了約40名觀眾到場聆聽。（攝影／羅偉齊）

   羽球社於3月27日在士林夜市進行闖關遊
戲，共有27人熱情響應。（圖／羽球社提供）

  衛生保健組於三月每週一中午舉辦四場「燃
燒吧！脂肪 大家逗陣來運動」吸引52人一起來
運動。（攝影／李祈縈）

動漫社電玩大賽

  西音社3月28日在覺軒花園舉行「西音大
道」，共有三組樂團輪番上陣，帶來精采表
演。（攝影／羅偉齊）

會有很大的幫助」。
   管科四李祈縈說：「聽完後，了解當實習生
的意義不僅是抱著學習的心態，而是要讓自己
完全融入職場，把每件事情做完、做好。」管
科三邵建發說：「執行長在演講中穿插現今國
際局勢，讓我們也聽到很多實務經驗，理解到
只有一項專業是不夠的，還要透過與跨領域的
人才交流、合作，若是不跟上進步潮流，是很
容易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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