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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4/15(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用點心，做點心（一）母

親感恩心（http://enroll.

tku.edu.tw/）

4/15(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用點心，做點心（二）畢

業送友情（http://enroll.

tku.edu.tw/）

4/15(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得好書、讀好書－「不拖

延的人生」好書分享讀書

會（第一梯次） （http://

enroll.tku.edu.tw/）

4/15(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得好書、讀好書－「不拖

延的人生」好書分享讀書

會（第二梯次）（http://

enroll.tku.edu.tw/）

4/15(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生活不當機」開心樂活

工作坊（http://enroll.tku.

edu.tw/）

4/15(一)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網路與遊戲軟體產業

講座（http://enroll.tku.

edu.tw/）

4/15(一)

10:30

法文系

海報街

法文戲劇《椅子》

公演售票

4/15(一)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遇雨停辦）

4/15(一)

17:10

法文系

L416

法文電影播放

《巴黎小情歌》

4/17(三)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2013科技出路（http://

enroll.tku.edu.tw/）

4/17(三)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如何從小員工變CEO

（http://enroll.tku.edu.

tw/）

4/17(三)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遇雨停辦）

4/17(三)

18:10

法文系

T505

法文電影播放

《裝扮遊戲》

4/18(四)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天才是放對位置的人～

CPAS適性測驗解析講座

（http://enroll.tku.edu.

tw/）

4/19(五)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遇雨停辦）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盲生資源中心
於上月26日舉辦「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生涯
探索講座，邀請諮商輔導組心理師謝澤銘座談
生涯規劃與發展的方法，提供身心障礙生能及
早確立生涯目標。盲生資源中心輔導老師蘇慧
敏表示，這場講座的目的希望讓身心障礙生能
探索自我的職業興趣及職涯方向，以儘早加強
職能的技能，更希望藉此鼓勵同學不要在意外
界的眼光，建立自信心並規劃自己的未來。
　謝澤銘分享生涯規畫中分為「生涯探索」、
「生涯選擇」和「生涯規劃」3階段，重點在
於「知己」了解自身個性及價值觀等，「知
彼」分析所處環境、學校、社會的助力與阻力
後，接著建立自己未來目標進而付諸行動。謝
澤銘認為，生涯規劃能更深入瞭解自己、有效
學習掌握環境資源、學習自己做決定，他勉勵
同學，「有時雖然計畫會趕不上變化，但機會
是留給準備好的人，要在諸多限制下，努力爭
取自己生活的主導權。」
　亞洲所方同學說明，有多次參加生涯規劃講
座的經驗，但此次的講師以「生涯卡」的測驗
遊戲方式讓人印象深刻，更能幫助了解自己，
「不過遊戲時間稍長，希望能再改善。」

盲資講座 教你職涯不再迷惘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暮春之初，你
可能還在等待「忘春瘋校園演唱會」，可惜今
年無緣再現了！過去7年主辦的學生會，由於
本學年度經費不足，暫停舉行一次。學生會會
長資圖二林蕙君表示，主要因為經費的關係，
再加上時間與「全國社團評鑑」籌備期相近等
考量，最後決定忍痛停辦，「今年著重在『學
權』上的服務，例如策劃權益之聲，但若是未
來有機會，我們也會再讓『忘春瘋』重現淡江
校園的！」
　扮演監督及提供建議的學生議會，也針對此
事表達意見，學生議長陸研二林琮堡說明，決
定讓每年眾所期盼的「忘春瘋演唱會」停辦是
件很難的抉擇，但是學生會自籌款不足，經過
評估、討論後，還是無法通過此案。

今年無緣再見忘春瘋

　【記者蘇靖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由航
太系主辦第36屆「航太週」於8日在新工館開
展，展區分為模型展覽、模擬飛行、航空知識
及UAV- LAB區（無人飛行載具實驗室）。活
動負責人航太二黃偉峰熱情地介紹，展覽特色
為「互動式模擬飛行」，有160架栩栩如生的
模型機種及自1993年起由本系實驗團隊從寫程
式到全手工製作的8架無人駕駛飛機，希望藉
由文字、實品到模擬，讓大家更了解航太常

識。他也提到，「飛行模擬最為大家喜愛，不
過來看展的幾乎都是理工科系的同學，下一屆
會加強宣傳，讓更多同學能共襄盛舉屬於航太
的成果展覽。」
　體驗過模擬飛行區「電腦飛行家PC Pilot」
的物理二許同學大讚：「擬真度很高，可體驗
到不同機種、天氣及地點的駕駛經驗，操作不
會太難，對沒有專業訓練的人來說，也能很輕
鬆體會飛行的快感。」

　現場展出8架無人飛機中，太陽能無人飛行
載具「鸑鷟號」曾獲媒體採訪；此外，更有1
架無人飛行載具「Asta」首創利用碳纖維管的
技術，以減輕重量的設計在臺灣無人飛機創意
設計競賽中亮相。
　無人飛行載具實驗室負責人航太二吳楷浚
表示，UAV-LAB展區中，會把無人飛行載具
「Fenics」進行改良，而明年將以創新設計的
飛機角逐競賽。

航太週互動熱點 模擬飛行體驗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由風球詩社主
辦、微光現代詩社等6所大學詩社合辦第八屆
全國大學巡迴詩展「聯合都市」，於上月25日
至4月5日在文學館2樓穿堂展出創作。大學詩
展執行長、微光詩社社長中文二曾貴麟提到，
詩社透過閱讀及分享，將大家串聯，故將主題
設定為「聯合都市」，希望社員們能對「文
創」平臺有新的認識。
　此外，微光現代詩社於上月27日邀請風球詩
社社長廖亮羽蒞校座談，分享籌組詩社、推廣
文學的經歷，同時提到臺灣人趨向習慣圖像化
閱讀，希望藉由推廣文學，扭轉大家對文學的
印象，讓更多人認同藝文價值！廖亮羽介紹新
詩加值於文創商品的實例，說明文學不只能在
書本中呈現，更能賦予商品意象、提高其附加
價值，走出全新的一條路。微光詩社社員、中
文二蘇以亭說：「廖亮羽的分享讓我了解更多
寫作的可能性，有助於新詩創作，期待透過詩
讓心靈茁壯、築更多的夢。」

大學巡迴詩展 開啟文創新識界

金韶獎初賽27組入圍 5.10決賽見分曉

　還記得小學的音樂課，人手一支高音笛吹奏
著〈紫竹調〉嗎？有位女孩記憶不但未塵封，
甚至單靠直笛音色的清脆、憑藉對音樂的天
分，曾在高中時期摘下直笛獨奏的全國音樂比
賽初賽第一名、全國音樂比賽決賽第十六名，
她亦是今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B組直
笛獨奏冠軍運管二王敏柔。
　曾幾何時與音樂搭上線呢？王敏柔靦腆地說
道：「小時候對音樂產生興趣，國小進入直笛
團後，才開啟這段與直笛長達十年的感情。」
由於參與直笛團合奏演出的需求，她陸續購置
高音笛、次中音直笛、超高音直笛，甚至選購
造價上萬元的低音直笛，足見其對於直笛的喜
愛程度之高。
　談起與直笛的深刻回憶，王敏柔更是忍不住
驚呼，「一整個amazing！吹奏直笛有助於改
善我的習慣性頭痛。」直笛之於她，猶如朋友
一般，也是生活重心的一部分。王敏柔認真地

講著，即使平時無暇吹奏，「一旦有目標就會
狂練，大概是好勝心使然吧，每次參賽都誓言
要抱回第一。」
　此次出賽獲得殊榮，王敏柔分享練習秘訣
「就是要勤練！」她不僅每天按表操課練習，
長達半年之久，還曾經一天狂練達5個小時。
透過反覆聆聽曲子旋律、觀摩他人詮釋的角
度，嘗試讓自身融入於氛圍中，進而調整節拍
快慢、運氣強弱等，讓指定曲及自選曲皆能完
美呈現出個人特色。
　她謙虛地說道：「能在此賽獲得佳績，歸功
於紮實的基本功。除了炫技的自選曲展現出個
人特色外，肺活量也是一大功臣，藉由慢跑來
增強肺活量，使吹奏曲子的氣流平穩，適時的
表現快慢旋律，讓音樂更加好聽。」
　王敏柔坦言，在國中課業壓力之際，也曾萌
生退意，由於堅持信念「再練一下！」此外，
也將參賽重心轉換至獨奏，才有今日不斐的演

奏實力。而相對於合奏而言，王敏柔說：「獨
奏需要相當大的勇氣。畢竟合奏時，有團員可
以cover突發狀況；獨奏卻是要單打獨鬥，且
要吹奏出完美無失誤的曲子，困難度程度相對
提高。」
　問她走上直笛之路，是否孤單？王敏柔滿心
感謝地說：「歸功於『音樂貴人』！如果沒有
國小直笛團老師的指導和帶領，給予我全面性
的提點，就不會有現在的成就。她就像我媽一
樣，看著我長大。」也正因這位老師，王敏柔
大一迄今，每週末都會趕回桃園林森國小，陪
小朋友做基本練習。
　王敏柔說：「這次比賽是學生歷程的終點
站。未來想申請兼任國小直笛的外聘老師，且
踏入職場後，計畫參加教師團，讓自己持續有
個一展長才的舞臺。」即使志不在得獎，王敏
柔對於直笛的熱愛一直都在，只是以另一種形
式存在她心中。（文／林佳彣、攝影／鄧翔）

運管二王敏柔 直笛獨奏全國冠軍 苦練成精 絕非浪得虛名

　【記者盧逸峰、李又如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中 文 系
學會於上月30、31日舉行
2013文學院盃體育競賽，
共有中文、歷史、資傳、
資 圖 ， 與 大 傳 5 系 參 加 ，
分別在游泳館旁的籃、排
球場，與活動中心熱鬧開
打，各系球隊也奮力為系
上爭取榮譽。最終比賽結
果 出 爐 ， 由 歷 史 系 獲 得
男籃冠軍、資傳系榮膺女
籃冠軍；中文系則拿下男
排、女排雙料冠軍榮譽！
　男籃得分榜，中文二曾
貴麟以每場平均攻下21分
成績稱王；女籃得分榜，
則是中文四龐珺禧以平均
22分的表現奪得后冠！有
趣的是，中文系男排隊由
於男球員人數不足，所以
找來女排隊員上陣，形成

場上有半數以上為女子球員應戰，充分展現巾
幗不讓鬚眉的一面，堪稱奇觀！而中文系最後
一路過關斬將，贏得男排冠軍！
　龐珺禧說明，「這是最後一次參加文院盃、
也是大學生涯最後的比賽。雖然冠軍賽以些
微之差落敗，但在比賽過程中球員們發揮團隊
精神、感覺球隊氣氛也向上提升，有不少的收
穫。」談到勇奪得分榜第一名，龐珺禧認為
「這是為球隊盡力貢獻的結果！」
　排球組召集人中文二陳君毅說：「本次算是
辦得成功，而且本系囊括男女排球冠軍，更是
令人開心！」但他也提到，本次活動人員招募
不足，且器材不齊全都是有待改進的地方，希
望明年能辦得更好。此外，他稱讚中文四陳昆
緯以一馬當先的表現、不斷扣殺取分，讓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
　大傳系系排隊員大傳三柯敬倫表示，「我們
一直有在備戰！一個月以來，還特別訓練戰
術、觀摩對手，假日也都會到學校來練習。」
他也提到，學弟還因為練習太勤手指受傷，卻
仍繼續不懈練習，比賽也都有上場應戰，讓他
相當感動。

文院盃5系同場競技 中文系贏雙料冠軍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男排校隊於上
月15至17日在國立中興大學進行大專排球聯賽
決賽，由6隊分組冠軍爭奪三級冠軍，歷經5場
賽程，最終贏得第二名。教練潘定均給予這屆
排球校隊很高的評價，並表示「球員凝聚力及
團隊士氣足夠，即使在場邊的球員也給場上球
員非常大的鼓勵，且靠著平日紮實的練習才有
如此表現，他們的成績優於預期！」
　第二天賽事面對臺大時，對方先搶下一局，
之後排球校隊憑藉著信心及沉穩應戰，連下三
城贏得逆轉勝，此戰也被喻為關鍵之役。而冠
軍戰對上強敵中央大學，雖然因防守處於弱勢
不敵對方攻擊，但最終仍以3勝2敗的成績奪下
亞軍。這是近年來排球校隊於此賽事中獲得最
佳的成績，且明年更將晉升至二級，與實力更
堅強的各校排球隊較勁。隊長航太碩一呂學奇
表示，「由這次比賽還是可以看到基本功的不
足，以致於不該失分的地方失分了，希望隊員
在之後的練習可以更努力。」

男排校隊摘UVL三級亞軍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捷報！籃球校
隊榮獲「101學年度UBA大專籃球聯賽」全國
第九名的佳績，睽違3年再度闖進UBA籃球決
賽，從分區賽一路披荊斬棘，取得晉級北區4
強資格，最終獲得全國第九名的殊榮。指導教
練李俞麟表示，「這一整年主要加強防守、體
能訓練，以及加強快攻強度，此外針對每位球
員特質做不同的訓練內容，並邀請陣容堅強的
隊伍進行友誼賽，藉以增加出場經驗，也正因
為每位學生努力練習、不喊累，讓今年可以爭
取到出戰決賽的機會。」
　在這段艱辛訓練的過程中，籃球校隊投入大
量時間、精力，得以讓努力許久的訓練能夠修
成正果，籃球隊長機電四邱振質開心地說，
「大家很團結、也很努力練習，讓這次有機會
打進全國決賽，依照教練量身搭配的訓練做調
整，使每位隊員都能以最佳狀態上場。而高興
之餘，我們也發現仍缺乏決戰經驗，難免感到
些許失落，因為成績應該可以更好的。」

男籃校隊UBA決賽奪第九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時報有
新血來報到！這學期本報社共招募23名新進
實習記者，自上月25日起先行4堂的培訓課
程，由本報編輯群和資深記者們進行經驗分
享，試圖建立採訪前哨站，為他們打下紮實
的基礎功夫！首先由本報社長馬雨沛致詞歡
迎，亦期許各位自我精進。
　編輯張瑟玉教大家從「認識新聞」開始，
熟悉新聞產製流程，並說明採訪須知、社
內事務及相關規定；編輯陳頤華曾任時報記

者，以親身採訪過的報導來舉例說
明，亦提醒大家要注意寫稿時容易
犯錯的地方。
　編輯林薏婷介紹各版的新聞配置
和版面說明，也建議平時要多閱讀
別人所寫的文章；編輯黃佩如講解
各項專題報導的製作，並邀請到5位
資深記者們蒞臨現場，分享採訪及
新聞寫作經驗。
　 聽 完 課 程 後 ， 中 文 二 鄧 晏 禎 認
為 ， 採 訪 是 一 件 要 負 起 責 任 的 事
情，事前要多做準備，最重要的是
「要懷抱熱忱！」資深記者資管三
李亞庭分享採訪日文演講的經驗讓
她印象深刻，「可以想像如果是自
己遇到的話也會很緊張，但她的解
決方法很棒！」

　本報資深記者中文四黃宛真（右一）開心地與新進
記者們分享自身在新聞採訪與寫作經驗。（攝影／謝
佩穎）

　【本報訊】商管學院、研發處兩岸金融研究
中心日前因協辦大陸浙江省省政府之「第一
屆海峽兩岸小微金融發展研討會」，獲浙江省
省政府的肯定，因此透過浙江大學金融研究院
和浙江省金融研究所，捐款人民幣5萬元予本
校，作為兩岸中小企業金融發展交流的經費補
助。兩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林蒼祥說：「這是
國內公私立大學中首度獲得這樣的殊榮，肯定
本校的學術專業。」
　林蒼祥表示，感謝學校和研發處提供交流平
臺以推廣財金相關的學術專業，透過學術研
討和培訓課程諮商，增進兩岸的中小企業金融
發展。林蒼祥認為，大陸經濟發展快速，應重
新認識大陸的商機和風險，並與校友分享在大
陸的就業經驗，以提供學生的職涯發展與就業
參考；且藉著與大陸姊妹校的交流合作，發揮
1+1大於2的效應、增加本校的國際能見度。

本校獲浙大捐款5萬人民幣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課外
活動輔導組於上月23、24日舉辦「百香果的滋
味－服務學習研習營」，由樸毅青年團承辦本
次志願服務基礎訓練，邀請本校社團學習與
實作課程顧問邱建智、康輔協會團隊執行長張
志成及專任顧問何在群蒞校授課，講授志願服
務的倫理、法規、發展趨勢及經驗分享。課外
組學務創新人員蕭力誠說：「希望藉由此研習
營讓同學對服務有基本認識，一般人會認為服

務是生澀、陌生的，其實生活中各種大小事都
是服務的一環。」研習營課程搭配影片和團康
遊戲，以活潑生動的方式吸引學員聽講。活動
總召公行二顏圳賢說：「很開心能將志願服務
的精神傳遞給有志服務的同學，看見學員用心
的投入與歡笑，深受感動，期許日後能有更多
的機會一同服務。」中文一范雪文有感地說：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不管做任何事都應
主動爭取，發揮自己的能力去貢獻社會。」

感動服務 激勵學習 樸毅青年讓研習不冷場

本報新進記者加入 全員出動   採訪中

舞藝驚豔全場
國標舞社首推男男跳

　國際標準舞社舉辦「第13屆淡江盃大專國際
標準舞競賽」於上月30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綻放
舞力，共有政大、中央、輔大、臺科大等13所
大專院校參與。活動首創全國大專院校「男男
組」競賽，本校成績傲人，榮獲單項倫巴及單
項恰恰雙料冠軍，其中淡江畢業校友蔡金昌、
陳昱瀚更是奪下男男組倫巴冠軍表演！國標舞
社社長法文三林芳伃說明，一直以來國外都有
男男舞比賽，但國內卻無相關項目，因此在本
屆首創該項競賽，希望藉此展現創新風格及加
入些許趣味元素。她並認為，「此次參賽學校
   舞蹈水準普遍成長，提升了賽事的競爭，
        也希望未來能保持最佳狀態，進而打
             響『淡江盃』的知名度。」（文／
                   藍硯琳、攝影／賴意婕）

　文院盃競賽於上月底舉行，各系球隊精銳盡出。圖為女籃競
賽，由中文系(籃衣)對戰大傳系(黑衣)，帶球上籃之球員則是中
文四龐珺禧（右二）以優異表現奪得后冠！（攝影／盧逸峰）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吉他界
盛事「第25屆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初賽於上
月30日展開，共150組隊伍參賽，一首接一首的
好歌、好創作在經過12小時的激烈較勁下，共有
獨唱組10組、重對唱組7組、創作組10組入圍決
賽，決賽將於5月10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金
韶獎總監航太二陳曦說：「期待聽眾在金韶決賽
時，不僅看見別人站在舞臺實現夢想，更能激發
每個想表演卻遲遲未行動的音樂人！」

　首次參加金韶獎英文一陳彥伶以特殊外國腔的
嗓音、輕鬆詼諧的創作入圍獨唱組及創作組決
賽；創作組一朗樂團5人共同演出〈怎麼能夠〉
表現搶眼，帶著墨鏡搭配舞步，劇情式的演出
娛樂性十足。團長物理四劉彥民於賽後高興地
大叫：「我們一定會在決賽帶給觀眾更多的驚
喜！」
　今年金韶獎有別於以往，表演方式多樣化，評
審林瑪黛樂團主唱林憶倩表示，參賽者自信的態

度增加了歌曲的感染力，更凝結了觀眾的心，並
認為創作組不侷限於吉他，還加入口風琴、中提
琴、cajon、沙鈴等不同元素，讓演奏出的歌曲有
煥然一新的感覺！
　而原訂只取24組入圍，但因競爭激烈到連評
審都直呼伯仲之間，最後決議每組各增開1組
名額，預估決賽將精彩可期。詳細資訊可至
Facebook搜尋「淡江大學金韶獎」粉絲專頁，即
可獲得最新訊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