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夏天然、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白晝漸長、
夜晚綿雨，帶來春天的感覺！19日至21日攝影社和實
驗音樂社在十八號冰淇淋舖聯合舉辦「春夢，音樂攝
影聯展」，吸引50餘人參加活動。實驗音樂社社長電
機二張宗翰表示，「活動取名『春夢』是因20日正好

是春分，希望表演和照片能帶給參觀者一場好夢。而
本社首次和攝影社合作，非常感謝大家幫忙完成這個
夢，未來希望也可以和其它社團合作。」
　展場牆上展示出攝影社和實驗音樂社成員們的照
片，室內襯著幽暗的黃色燈光、門外悠揚的歌聲和春

風 細 雨 ， 觀 衆 們 沉 醉 其
中，別有一番情調。現場
由Noel  Young、魚皮、

Anna & Angela等多位歌手參與，表演者「魚皮」俄文
四張郁平邊彈吉他邊唱，表演〈金魚〉、〈迷路〉等
曲子。表演之餘，她鼓勵大家參加下圭柔山的插秧活
動，希望大家能體驗純樸鄉下的人情趣味。
　攝影社社長會計三鄭人豪表示，為了推廣攝影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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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3/25(一)

8:00

國際事務處

T1006

「中美大學生暑期教育扶

窮社會實踐活動」報名

3/25(一)

8:00

學生學習發展

組

網路報名

世界很大，只要夠勇

敢的話－西班牙交換

學生經驗分享，我在

歐洲停看聽

（http://enroll.tku.edu.

tw/）

3/25(一)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3/25(一)

17:10

法文系

L416

法文電影播放

《我一直深愛著你》

3/25(一)

18:30

職涯輔導組

網路報名

「Up你的職場軟實力」

微軟告訴你大學生

應具備的競爭力 

3/26(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複習：二教、迴轉摔、

四方摔

3/27(三)

10:00

學生會、尋寶社

蛋捲廣場

第8屆藝術季

「藝元復始」

3/27(三)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3/27(三)

18:10

法文系

T505

法文電影播放

《茉莉人生》

3/28(四)

18:30

衛保組

P106
腸道保健─健康動起來

3/28(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逆單手抓：步法、破勢

3/29(五)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3/30(六)

12:00

國標社

學生活動中心

第13屆淡江盃大專

國際標準舞競賽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校園徵才博覽會週三登場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你找到未來方
向了嗎？職涯輔導組於27日（週三）與新北市
政府勞工局代表共同舉辦一年一度的「2013年
淡江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校長張家宜、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學務長柯志恩及新北市政府
長官將於上午10點在活動中心進行開幕剪綵。
　職輔組組長朱蓓茵表示，今年景氣回溫，同
學應盡早卡位，藉由與廠商面對面的溝通，可
以更瞭解職場實際需要。往年理、工學院同學
顧慮兵役問題，相較其他學院的學生參與較
少，本次邀請到眾多電子科技廠商，非常鼓勵
就讀理工科的同學提前瞭解職場性向，對未來
提早規劃。
　徵才博覽會在海報街與活動中心共有53家企
業擺攤覓尋人才，開放3,200個職缺，較去年
特別的是首度邀請到〈少年Pi的奇幻漂流〉特
效公司「節奏特效」，大同公司、臺灣大哥大
等廠商也是首次蒞校參與，鼎泰豐更開放現場
面試。職輔組將在現場發放精美「就業輔導專
刊」，諮輔組也將於海報街辦理「Your Career 
We care幸福驛站」擺攤活動，利用簡單的生
涯探索測驗，就能瞭解並掌握自己的未來生涯
方向，歡迎同學「好康逗相報」踴躍參加。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春雷終
響，一掃冬雨的濕冷，為淡水帶來晴空萬
里的好天氣。第十屆聯合文化週「鐵旅十
年，新嚐臺灣」於上週熱鬧展開，為期5
天的美食饗宴，讓16個校友會的攤位天天
門庭若市，彷彿是場大型園遊會。18日在
黑天鵝展示廳舉行「第十屆聯合文化週」
開幕式，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學務長柯志恩等師長皆出席。
　首先，新竹苗栗聯合校友會展現熱情，
帶來一段精彩舞蹈。緊接著登場是源社，
將家鄉舞蹈「原」汁「原」味呈現出來。
張校長致詞表示，「每年聯合文化週一定
會參加，走一圈海報街如同逛臺灣一圈。
這次結合『品德年』，有別於以往的文化
週，意義非凡。」
　名產天天有限量！最令同學扼腕的是花
東會的奶油酥條，當日開賣8分鐘後全數
售罄。英文三吳文凱失望的說：「在網路
上聽說奶油酥條的盛名，這次買不到覺得
很可惜。」另一高人氣商品是澎友會的

仙人掌冰，吸引2位將畢業的英文四林汶
萱、鄧雅文搶購，舔著仙人掌冰酸甜的口
感邊說，「以後一定會很想念各地美食齊
聚一街的文化週。」而金門的一條根藥膏
和一口酥、屏東的紅豆歐蕾、澎湖的魷魚
絲等多樣商品，皆是今年新網羅的商品。
走完海報街，水環二劉醇和、產經三陳宛
儷拎著戰利品開心地分享：「每年文化週
一定要掃貨，尤其是戚風蛋糕、奶凍捲等
名產。」
　除了海報街外，黑天鵝亦上演精彩的靜
態展！竹苗會以「鐵路」為主題，將展場
佈置成臺鐵和高鐵車廂，還能化身車長駕
駛小火車。屏友會則以「國境之南」為主
題，讓都市人可以遠離喧囂，來感受純樸
的風情。首次參展的二齊校友會將藍曬
圖、赤崁樓等景點以手工品呈現，連成年
禮的習俗也能現場體驗。身為高雄人的機
電二陳奕達說：「體驗後覺得很特別，若
爬過轎子，或許有『長大』的感覺。」統
計二黃柏維、柯鈺筠相約遊臺灣，說道：

「臺南孔廟的展品非常精緻，佩服製作者
的巧手。各校友會的導覽員態度良好，活
動整體設計很棒！」
　此外，當週免費
發送第十屆聯合文
化週資料夾，做為
紀念品，藉以回饋
全校師生十年來對
於文化週的支持。
閉 幕 當 天 ， 現 場
抽出10名幸運兒，
送出iPod touch5、
LOMO相機、魚
眼 相 機 等 多 項 大
獎 。 抽 中 壹 獎 的
化學二洪崇仁開心
地的說道：「灑了
破千元的鈔票，抽
中人生第一次的大
獎，蠻感動的。」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與歐盟中心於21日在宮燈教室
舉辦「101學年度德語朗讀演講比賽」，吸引朗讀21人、演講3人共24
人參賽。由德文系教授施侯格（Hoger Steidele）與講師唐岱霞擔任評
審，經過2小時激烈的競爭，最後，朗讀比賽由德文一林紘萱與德文三
鄭昀姍獲得第一名，演講比賽則由德文四范于真奪冠。
　活動總召德文二王怡文表示：「不論是大一的鼓起勇氣說德語，還
是大二、大三的自我驗收，或者是大四的留下珍貴回憶，都是希望可
以帶給同學的收穫。」
　參賽者各個聚精會神，發揮所學。評審唐岱霞表示：「很驚艷！看
到比以往還要多學生願意開口說德語並挑戰自己；可惜這次出的題目
較為艱深，對於大一生可能太過吃力，希望下次可以選擇更有彈性的
題目。」
　范于真很開心的說：「在準備的時間裡曾想過要放棄，但是，我總
覺得總該在最後1年好好給自己一個挑戰。」未來，范于真將和其他各
項第一、二名代表學校參加全國萊茵盃朗讀演講比賽。

德語朗讀演講 考驗學生會話實力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於18
日在福園舉辦「淡江品德年」誓師大會，校
長張家宜主持揭幕儀式，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學務長柯志恩等行政及教學一、二級主
管出席盛會。張校長期勉道：「今年是『品
德年』，品德教育最重要的是落實。學生從
生活周遭、社團活動等層面，能實踐樸實剛
毅、關懷行善、公平正義、尊重生命、自主
自律、淨境淨心、孝親尊長、賞識感恩和公

品德教育首重落實 師生共營造品德文化城 

　學務處舉辦「淡江品德年」暨「品德文
化週」開幕儀式於18日中午12點10分在福
園登場。圖為誓師大會中，由學生代表物
理二黃越帶領師生進行宣誓。（攝影／賴
意婕）

民實踐9項，並培養淡江品德文化。」
　活動首先由熱舞社登場，透過動感的表
演釋放學生的熱情，炒熱現場氣氛。接著
宣誓代表學生物理二黃越帶領全校師生進行
宣誓，以9品共勉之。由張校長、高柏園、
柯志恩3位師長進行拉綵，隨之「淡江品德
年」斗大字樣落下，為揭幕儀式畫下完美句
點，並宣告淡江品德年正式開跑。
　學務處專員陳瑞娥表示，「誓師大會」為
品德年系列活動第一炮，本學期接續有品格
夜店、有你真好、禮讓天使、大師論壇、淡
江禮記5項活動，而Facebook亦成立「學生
有品，淡江有德」粉絲
專頁，將會不定期更新

消息，讓品德教育深耕校園及生活，歡迎全
校師生共同經營「淡江品德文化城」。
　物理二黃越表示，誠如張校長勉勵，對
師長最基本的禮貌、對環境的公德心等品
德項目都該落實，透過宣誓期盼同學能一同
培養個人品德。陳瑞娥補充說明，品德文化
站牌間的距離皆標註為9.16公里，是因為品
德年結合文化週，故隱喻有「九品」和「16
個校友會社團」，而即日起亦可至學務處
（B403室）及課外組（SG315室）索取「淡
江大學品德文化城」地圖。

　品德文化週靜態展於18日中午12點
30分在黑天鵝展示廳開幕。圖為參與
開幕表演社團之一的「源社」，帶來
一段精彩的舞蹈表演。（攝影／鄧
翔）

　第十屆聯合文化週於上週在海報街
登場。其中，高雄校友會表演藝術組
設計「憤怒的熊」、「大畫高雄」及
「台語拼蝦毀」3款遊戲，由工作人
員隨機尋找路人互動。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
導 】 服 務 學 習 佳 話 再 添 一
樁！資管一、產經一學生發
揮服務精神於9日、16日接
力在天元宮協助新北群櫻會
淡水場次「櫻雪春語－賞櫻
祈福好保庇」活動，為陸續
登場的花期準備及宣導環境
保護，以迎接絡繹不絕的賞
花客。帶隊中校教官陳衍正
表示，透過這次活動，可以
發現近年國人的生活水準明
顯提升，隨意亂丟垃圾和攀

折花木的比例有下降。
　學務處社團輔導與服務學
習輔導員李庭瑜表示，參與
學生化身成「護花使者志工
隊」，透過撿拾廢棄物和呼
籲遊客莫亂丟垃圾，以維護
環境整潔，同時推廣友善賞
櫻的理念，讓學生們繪製標
語、看板，藉以宣導勿攀折
花 枝 ， 共 同 守 護 美 麗 櫻 花
林。
　第一次體驗服務學習的資
管一郭奕圻興奮地說：「這

是很難得的經驗！身為志工
的 我 很 樂 在 其 中 ， 享 受 服
務 的 當 下 和 現 場 熱 絡 的 氣
氛。」產經一蔡孟倫、賴韋
湘分享道：「結束後，整個
人很有成就感。甚至有路人
為我們的服務鼓掌，真的很
開心！」李庭瑜說明，本週
末假日亦有企管一學生前往
實踐服務學習，讓護花使者
志 工 隊 的 服 務 精 神 延 續 下
去。

護花使者現身天元宮 路人為淡江鼓掌

　【本報訊】本校電信優惠方案提供
威寶電信和中華電信的選擇，校內教
職員工和在學學生皆可享有優惠。威
寶電信有「威寶開學趣」方案，憑
員工證或學生證每月月租費49元，網

內 語 音 前
5 分 鐘 免
費 、 網 內

影像前2鐘免費，每月加送49元國內
通信費。
　中華電信門號則有月租費50元、
150元、350元，各可抵國內通信費200
元、300元、600元等優惠方案，還可

加選「行動上網」服務，每月399元
享有5GB傳輸量，加入中華電信淡江
群組後，再享每秒0.03元。
　2家電信公司已於商管大樓左側大
門口設置服務台：威寶電信每周一、
三、五上午11時至下午4時、中華電
信每週二、四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歡迎大家前往洽詢。

中華威寶電信祭利多 續推優惠方案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育科技
學系畢業專題展覽即將在25日至29日於黑天鵝
展示廳展覽，這次教科學生開創了嶄新的畢業
專題展覽「日出」。今日（25日）中午12時將
在黑天鵝展示廳外舉行開幕式，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教科系系主任張
瓊穗以及近20位企業代表都將與會。會中將播
放微電影預告片，接著進行成果發表，並頒發5
個獎項。教科學生們透過這四年來所奠定的設
計開發數位媒體教材的基礎，讓學習不再拘泥
於傳統，這是一場表演也是一場教科學生邁向
未來的起點。
　教科系畢業專題展覽執行長教科四古庭瑋表
示，此次畢展是由19組同學與圓山飯店、雄獅
旅遊、鼎泰豐、華碩等公司合作，依照各公司
的特色與屬性設計出融合教學理論與科技媒介
的數位教材。並希望此次的畢展能讓大家更重
視教育科技，透過各式他們所設計出的教案，
讓大家看見教科嶄新的一面。而畢展期間會有
導覽、微電影播放和運用iPad與音樂結合的魔幻
秀，歡迎全校師生至黑天鵝展示廳參觀。

教科畢製 本週黑天鵝展日出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教養大學
日語教育領域所，2位碩士生池田裕一、土屋
友美，於18日至29日在日文系進行教育實習交
流。除了旁聽系上教師上課，也上臺和學生分
享，介紹故鄉和日本的大學生活，並且參與日
文系大一的日語會話實作教學。
　池田裕一認為，臺灣的學生禮貌又認真，
「同學會拿著文化週的芋泥球與我們分享！」
雖然這次行程緊湊，但同學還是每天都帶他們
在淡水附近遊覽，「臺灣人很親切，東西便宜
又好吃。」另外，土屋友美表示，曾在臺灣待
了2年，分別就讀師大與臺大，所以很熟悉。日
本311地震的時候，她看到臺灣人熱情幫助和溫
柔的心，非常感動。她說，雖然臺灣與日本沒
有什麼國家上的外交關係，但人與人之間是可
以互動的，因此她希望以後能來臺灣教日文，
還想要告訴大家，「日本人真的很愛臺灣！」

日生蒞校交流 實習日語教學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棒球校
隊於17日在新竹中正棒球場舉辦「大專
校院101學年度棒球運動聯賽」一般組
中奪得亞軍。一路闖進睽違6年的全國
總決賽，冠軍賽對上清華大學，戰況激
烈，而連日賽程皆讓雙方投手戰力幾乎
消耗殆盡，因此均以打線為主角，雙方
每局攻勢不分軒輊，比數互有消長，可
惜比賽進入六局上半，在本屆最佳投手
清大卓致宇的壓制下，沒有攻下分數。
此外依聯賽規則而提前結束，終場以11
比18落敗，許多大四隊員是最後一次參
加大專聯賽，沒能奪下冠軍，更是難過
得落淚。
　指導老師謝豐宇表示，在準備聯賽的

過程中，球員們認為有機會拚冠軍，因
此幾乎整個寒假都在訓練，充分展現企
圖心，而比賽初期尚未進入狀況時，資
深球員也能帶領後輩，讓全隊發揮最大
的打擊實力，是這次能打進冠軍賽，與
清大一爭勝負的原因。棒球隊隊長運管
三洪瀚認為，球隊投入很多心力備戰，
而充足的準備與融洽的氣氛，是讓我們
一路殺進冠軍賽的原因。可惜只拿到亞
軍、有點遺憾，但這次平隊史的最佳成
績，已經讓我感到驕傲！亞洲所碩二鄭
育哲表示，這是最後一次打大專聯賽，
雖然未搶得冠軍，但仍是十分美好的回
憶，更在賽後留下感動的眼淚，感謝隊
友陪伴，讓我們贏得亞軍的殊榮！

聯合校友會操刀 各地名產涮嘴 mini臺灣塞進黑天鵝

巧並發掘其樂趣，本次邀請幹部和社員提供個
人作品，藉此欣賞、交流，觀賞大家的「春
夢」有何不同。產經三曾嘉宇說：「很喜歡這
個活動，不但讓同學們在課餘可以放鬆休息、
欣賞音樂，還讓歌手們有傳遞情感和想法的空
間。」英文三何婷筠說：「喜歡創作型歌手的
表演，覺得可以感覺到歌手心中的靈感和想
法。」

闖進大專盃總決賽 棒球校隊奪下亞軍

　淡江大學資管一、產經一、企管一學生於春季花期，連續3週假日現身天元宮，以實際行
動落實服務學習。圖為產經一學生舉牌宣導「不攀櫻花枝、垃圾不落地、環保愛地球、守
守護櫻花林」，並沿途撿拾廢棄物。（圖／學務處提供）

音樂攝影聯展 18 Ice Cream Bar一同做春夢

　101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運動聯賽於17日完美落幕。圖為
今年將從棒球校隊退休的同學們一同在新竹中正棒球場合
影留念。（攝影／盧逸峰）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常在校園裡揹
著重重的課本一整天奔走，大包、小包的覺得
很狼狽嗎？總務處節能與空間組響應學生民
意，委託學生會與土木工程學系系刊於18日至
29日舉辦「增設置物櫃民意調查」，共2萬8千
份問卷，由系辦及教官室協助發放。
　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山表示，多次會議中
學生都提到有置物櫃的需求，但牽涉地點設
置、管理方式複雜，「希望透過問卷方式了解
學生真正的需求。」學生會權益之聲執行長土
木二徐任筌表示，與統計系系學會同學共同設
計問卷，待春假後統計結果出爐，會以「快
報」方式將最新結果告知同學。英文三賴意婕
表示，系上的課本都很重，「如果有置物櫃的
話那就太好了！」

置物櫃民調 由你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