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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三吳宥蓉：平時有努力，後天又加強。 認真向上，沒在怕。 教授想當我都當不掉！中華民國102年4月22日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4/22(一)

8:00

英文系

網路報名

告別菜英文，好英文讓

你薪水三級跳（http://

enroll.tku.edu.tw/）

4/22(一)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富邦金控公司徵才

說明會（http://enroll.tku.

edu.tw/）

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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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一)

8:00

歷史系

網路報名

畢業校友座談～編輯與

書記（http://enroll.tku.

edu.tw/）
4/22(一)

8:00

諮輔組

B408
幸福九宮格

4/22(一)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遇雨停辦）

4/24(三)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遇雨停辦）

4/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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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新
社團成立暨社團更名、停社申請即日起開跑
囉！至5月3日為止，有意成立新社團者須繳交
學生社團成立申請表、並準備長約3至5分鐘
的社團簡介簡報，在5月8日下午2時，於紹謨
紀念體育館SG316會議室進行簡報。社團欲更
名、停社者，需繳交更名、停社申請表，相關
表單請至課外組網頁「表格下載」項目中下載
填寫。課外組專員蕭力誠提醒，同學們申請時
要多注意法規、表格要填寫確實，且附上30位
同學的連署名單，才能順利完成申請作業。他
表示，「成立社團手續簡單，如何經營、延續
社團生命是比較不容易的，呼籲同學要經過反
覆思量再申請。」

新社團成立暨更名、停社 即日起受理申請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體育事務處主
辦「101學年度水上運動會」將於5月8日在紹
謨紀念游泳館舉行。即日起開放報名至29日，
比賽種類有游泳競速及水中趣味競賽，在個人
賽項目中有自由式、蛙式、仰式及蝶式，團體
競賽項目有自由式大隊接力、打水接力、同舟
共濟、水中尋寶、划船競速、水中籃球及排球
賽。歡迎全校教職員生報名！詳情請至體育事
務處網站（http://www.sports.tku.edu.tw/）。

水上運動會 報名活動開跑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102年全國大
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於上月30至
31日在中興大學舉行，來自全臺各大專院校共
計285個學生社團共同參與評鑑，本校派出屏
東校友會與合唱團前往參賽。首日各社團布置
擺攤、評審至各攤位去詢問社團相關問題並進
行評分；次日則安排各社團做交流、並公布評
選結果。一番激烈競爭後，屏東校友會榮膺自
治性、綜合性類別特優；合唱團則獲得學術

性、學藝性類別績優。
　帶領屏東校友會參與全國社評的前任會長公
行三曾育琳表示，屏友會準備十分完整、且經
過系統化整理的社團資料，總計超過50本，在
評審提問時也都能有條不紊的應答，顯示準備
得很充足。曾育琳也提到，在宣布獲獎的那
一刻真的很意外，同時也覺得一切努力都值得
了！「很開心把屏友會帶上全國社評的舞臺，
也讓大家知道校友會也能玩得如此精采！」感

謝屏友會全體幹部、社員的通力協助及課外組
的全力支援，並勉勵校內社團「有投入才會深
入、有付出才會傑出！」
　合唱社社長西語三高嘉汶表示，社內曾舉辦
多場活動，包括合唱比賽、成果發表及耶誕報
佳音等，且事後會將資訊集結成冊。她認為
「獲獎主因是活動策劃皆契合社團宗旨，例如
舉辦寒假音樂營符合『推廣合唱藝術之美』，
社評時也與他團交流，藉以拓展視野。」

全國社團評鑑 屏友會合唱團 雙雙獲獎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事務
處生活輔導組主辦「102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
公司採購案」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凡經金
管會審核通過成立之人壽保險公司均可參與投
標。有意參與評選的公司請於5月10日前詳列
保險契約、申請文件及奉准保單條款等相關資
料，以書面方式密封後郵寄或親送至生輔組
（B421）。詳情請上生輔組網站（http://spirit.
tku.edu.tw:8080/tku/home.jsp）或撥打校內分
機2263洽生輔組專員許之榕。

學生團體保險 即日起受理申請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鋼琴社於11日
在文錙音樂廳與海洋大學及長庚大學鋼琴社
聯合舉辦「淡江x海洋x長庚鋼琴社聯合音樂
會」，以一首曲風輕鬆的〈ピサイド島〉作為
開場，引領觀眾進入一場美妙的音樂饗宴，並
由淡江、海洋、長庚鋼琴社的社員們接力演出
21首悠揚曲目，頓時讓濕冷的淡水，注入一股
暖流。鋼琴社社長中文二姚育函說明：「上
學期的2場音樂會，有主題設定、現場佈置裝
飾，成功營造出活潑的氣氛；相較之下，本次
活動顯得正式，且多數曲目選擇古典樂，包括
蕭邦、貝多芬及舒伯特等作曲。」
　保險三洪祺鈞聽完兩個半小時的音樂會後，
他表示「簡單的音符經由演奏者的魔手，彷彿
給予音樂強烈的生命力，扣人心弦。」企管一
何承峻則說：「特別喜歡由企管一曾宜珈演奏
的〈塔朗泰拉舞曲〉，輕快活潑的旋律使心情
舒暢；對於由機電二葉子毅所演奏的超技練習
曲第八號〈狩獵〉也印象深刻，快速有力的節
奏，相當振奮人心。」

聯合音樂會 3校鋼琴社攜手合奏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的期中
室內樂於9日在文錙音樂廳熱鬧開場，共演奏
19首曲目，現場座無虛席。本次演出以『驚奇
4樂園』為題，匯聚多首卡通歌曲，讓整場表
演增添許多驚奇感。管樂社長運管二楊淨惠表
示，「大家都很努力準備、抽空排練，而演出
前的訓練及時間安排更是對自己的挑戰，因為
這次有演奏多首卡通曲目，不僅跳脫一般人對
古典樂的認知，更讓聽眾藉此機會體驗到管樂
的活潑與熱情。」
　開場由楊淨惠領銜演奏〈卡門幻想曲〉開啟
序幕，充分展現出磅礡氣勢。上半場中，由
法貝琴三重奏演奏的〈River flows in you〉一
曲，更是電影〈暮光之城〉中的插曲，帶領聽
眾彷彿身歷電影情境。
　下半場的開場十分有趣，以短劇方式呈現
打擊重奏，並利用飯匙作為打擊樂器，瞬間
讓開場氣氛呈現出活潑歡樂的感覺。其中，
由薩克斯風重奏演出〈名偵探柯南〉及〈One 
piece!〉令聽眾耳目一新，更是勾起兒時回
憶。會計三陳乙涵聽完說到，「曲風很多變！
曲目包含卡通及古典樂，而飯匙也能做為樂
器，讓我覺得很有創意。」

管樂社期中室內樂 驚奇感十足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用心發現、潛
能無限，你具備優質競爭力了嗎？職涯輔導組
於10日在鍾靈中正堂舉辦「2013年微軟校園系
列巡迴講座」，現場吸引超過200位學生到場
聆聽。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開場致詞，並邀
請到臺灣微軟公關副總經理張衣宜、資深經理
張孝泓，以及參與微軟未來生涯規劃體驗計劃
的實習生們帶來精彩的講座內容。
　講座內容主要闡述如何具備「軟實力」來提
升職場競爭力，其中軟實力包括執行力、時間

新南威爾斯大學
　新南威爾斯大學（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總校區位於澳洲肯辛頓區，
成立於1949年，是澳大利亞領先的研究和
教學的大學之一，不但是澳大利亞八大名
校所組成的高校成員，也是Universitas 21
聯盟的一員。新南威爾斯大學在世界上享
有盛名的畢業生質量及世界一流的研究水
平，前身為雪梨技術學院，校訓為Scientia 
Manu et Mente （中文為：實踐思考出真
理），反映學校對科技及研究的精進與實
踐精神。與本校於1990年8月12日締結為姊
妹校。
　新南威爾斯大學共有8個學院，分別是人
文社會科學、建築環境、工程、法律、醫
學、科學、澳大利亞商學院和美術學院，
美術學院等相關課程於派丁頓校區上課；
其餘課程都開設在肯辛頓主校區，肯辛頓
校區佔地廣大，位於澳洲雪梨，交通便利
環境優美，得天獨厚的條件提供學生安全
舒適的學習環境。
　新南威爾斯大學為澳洲高科技與高等研
究的先驅領導大學，所有理工菁英皆出自
該校，在2012、2013年時代高等教育世界
大學排名全球第85名，在2012年QS世界大
學排名中，根據學術及雇主的調查、工作
人員與學生比例、研究引文和國際工作人
員和學生的比例等綜合考量下，該校排名
全球第52名。
　因此，新南威爾斯大學也吸引不少外國
學生前往就讀，本校成人教育部每年寒暑
假不定期會舉辦澳洲南威爾斯大學遊學
團，有興趣的同學可至成人教育部網站查
詢資訊。（整理／楊蕙綾、圖片來源／
http://booking.online.unsw.edu.au/booking/
campus_tour.main）
相關「姊妹校 On Air」介紹，請上淡江
時報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
點選姊妹校專區，就能搜尋到更多友
校資訊！

帶動社團學習 實作課程再進化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
報導】100學年度首創「社
團必修學分化」進而誕生
的「社團學習與實作」課
程 也 邁 入 第 二 個 年 頭 ，

本學年度原本每週1小時的課程，變更為隔週上
課、單堂2小時，講師群也增加資深社團幹部
及TA，與同學互動的機會提高，增添一番新氣
象。
　社團學習與實作召集人黃文智表示，本學期開
始用成績來評比同學上課狀況，未來也考慮將成
績作為參與淡海同舟、成為社團負責人的門檻。
而今年規定必須隨原班上課、不能隨意換班補
課，不但能實現分組討論、企劃的理念，出缺勤

管理相較趨於穩定，凝聚力明顯比較好，講師、
TA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也更融洽！
　此外，蘭陽校園今年也有社團課程，為外籍生
開設英語專班，讓他們也能體驗淡江的社團文
化。黃文智更提到，有許多校友說：「很羨慕現
在的學生能有這樣的課程！」
　黃文智說明本學年的講師陣容，從業界聘請專
業人士、具豐富社團經歷的學生，課程內容經
由縝密討論，增加戶外課程、社辦參觀、闖關活
動，除了帶給同學更多樂趣，也讓同學們學到更
多核心的社團經營知識，學期結束後將進行考
核、調整名單。
　黃文智提醒社團TA的角色設定也很重要，TA
負責協助講師設計活動，年齡層也較接近，亦能

有效率地帶領學生。黃文智希望藉由課程的帶
領，讓更多同學進入社團後，除了體驗其中的快
樂，也能增強人際關係、組織團體等能力，更
期待TA以後能成為社團課程的講師，實現「傳
承」的精神！黃文智同時強調，在進入職場前，
社團中有許多磨練的機會，不用怕失敗、要多嘗
試，「社團，能讓你變成一個更全面的人。」
　修習這門課的中文二呂柏賢說，2個學年度的
課程他都修習，今年課程變得較深入、更系統
化、紮實，還擴大活動規模，「比較喜歡這學期
的課程。」數學一莊逸丞提到，課程安排分組模
擬社團經營「感覺蠻好玩的！」但也認為直接參
與社團會更有意義。中文一鄭安淳表示，隔週上
課能讓同學有較長時間準備作業，課程內容也較

教學
卓越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也有「和平大使」！於3月
底在印尼雅加達舉辦、為期7天的「世界童軍和平營」，吸引
600多名來自30個國家的童軍，其中1名學生來自淡江！土木三
謝旻諺表示，此活動讓全球青少年得以串聯，致力促進世界和
平，分享彼此在國內對社區的貢獻。作為一個交流知識、想法
的平臺，希望前來交流的青年能夠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將這些信
息分享出去，讓更多人關注、付出。
　7天的活動內容相當多元，包括前往印尼當地訪查、社區服
務、關注國際議題論壇及嘉年華會踩街遊行，讓同學見識不同
國家的風情！
　謝旻諺提到，此次見識到許多異國特色，「尤其當地是穆斯
林國家，我們都要等他們的禮拜儀式結束，活動才能開始。」
跳脫出只是一個社團，童軍已經像是一個終生的「職業」，他
將臺灣童軍維護海洋環境的例子帶往國際分享，論壇中他也被
選為帶領小組討論的引導員，自稱英文不好的他也勇敢克服難
關，與世界各國的人討論如氣候變遷、人口問題等國際問題。
　謝旻諺表示，五月中將準備分享會，希望將此次「菜鳥第一

次出國童軍交流就上手」的經驗分享給更多的
人，「大家會覺得出國要花很多的錢、或是英
文不好就不敢嘗試，但真的沒有想像中的那麼
困難！」

Up職場軟實力 微軟張衣宜談大學生必備競爭力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繼薄酒萊新
酒、法式點心，法文系於16日特地舉辦「介紹
法式料理」，邀請Fun cuisine Cooking Studio樂
活烹調工作室負責人潘文琦分享法式料理的奧
秘，吸引60餘名師生一同品嚐道地法式料理。
潘文琦以自身對法國料理的了解，介紹各式法
國經典菜，以及法國人引以為傲的飲食文化。
她說到：「僅次於時尚精品，餐飲是法國第二
大的產業。法國美食備受肯定，更列入世界文
化遺產。」她亦特別說明，「米其林的星號是
跟著廚師，而非餐廳。臺灣目前沒有米其林餐
廳，只有米其林級的廚師。」
　當天，潘文琦特別準備3道法式料理介紹，
有法國經典菜「法式洛琳鹹派」、法式焗烤洋
芋派、費南雪蛋糕。香味四溢的美食，使全場
驚呼「超好吃！」法文二鄭楷瑄說：「本身就
喜歡吃甜點，費南雪蛋糕吃起來蠻有紮實感。
而聽完講者介紹，對於米其林餐廳有更清楚的
了解。」法文三吳佳怡開心地分享：「從飲食
的角度切入，能學習法國文化，且美食當前，
讓我更有學習法文的動力！」

樂活烹調 經典法式料理上桌

　法文系於16日舉辦「介紹法式料理」，現場
吸引60多位師生前往品嚐法式洛琳鹹派、法式
焗烤洋芋派、費南雪蛋糕。（攝影／蔡昀儒）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慢慢來行
得通！根據軍訓室統計，101年8月至102年
3月止，學生發生交通意外事故共計93起。
其中，以車速過快所引發的一連串事故為主
要肇事原因之一。軍訓室校安人員魏玉文呼
籲，放慢行車速度與遵守交通規則，是保護
自身安全的第一要素。 
　101學年度截至3月止的全校交通事故發生
比例，以工學院4.8‰最多、商館學院3.3‰次
之、理學院1.7‰第三。校園周邊則以淡金路、
水源街、學府路為易發生意外事故道路，主
因多為由於學生車速過快、為閃人車、天候
及路況不佳等因素。魏玉文表示，近期他校
學生因酒駕行為導致撞上電線桿、護欄而身
亡等事例，因此日前淡水分局交通組來函針
對危險性駕駛進行交安宣導，希望援此作為
警惕，提醒同學切勿酒後駕車。
　另外，魏玉文針對汽、機車停車問題表
示：「學校周邊巷弄十分狹窄，常因學生隨
意停放的機車而阻礙道路，因此希望大家能
將機車停放於機車格內，方便他人進出。」

宣導交通安全 首重放慢速度

國際和平營 童軍團群長謝旻諺化身和平大使

　「世界童軍和平營」於今年3月底在印尼雅加達舉行，現任童軍團群長土木三
謝旻諺（後排右六）日前代表國家參與。（圖／謝旻諺提供）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機車研究社於
13日參訪PGO摩特動力機車製造工廠，吸引
近38位對於車輛開發過程有興趣的同學前往參
觀。活動負責人航太三黃彥儒表示，本次活動
主要讓大家了解常用的交通工具是如何產製、
ABS（Anti-lock Braking System，煞車防鎖死
系統）的作用及操作原理。
　黃彥儒說：「機研社的宗旨就是希望帶給大
家正確、安全的行車觀念，藉由介紹防鎖死煞
車系統，能有效提升行車安全，也讓大家更能
體會煞車原理，進而降低事故發生的機率。」
　本次參訪除了直擊車廠的研發、生產線，以
及專業車手的騎乘教學外，最特別的是只要持
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者，即可試乘PGO最新
主力車款。參訪同學西語二吳昕澤表示，這次
的活動很棒！「參加後很值得，因為可以試乘
PGO新款車，能讓我們知道車子實際騎起來的
感覺，而且他們都有專人講解技術原理，能更
深入地瞭解！」

機研社參訪PGO製造工廠

管理、團隊合作、溝通協調等能力，而在校學
習專業知識與理論的「硬底子」，加上持續累
積獨特的個人特質，才能讓你在就業市場中更
有料！
　張衣宜說明，「每件事情以誠懇去對待、跳
脫框架去思考，並且擁有執行力，這才會讓你
深具競爭力！」張孝泓則是介紹微軟未來生涯

規劃體驗計劃，而目前正在實習的學生們也分
享他們的經驗與收穫。
　聽完講座後也讓現場學生熱血沸騰，等著進
入職場、加入微軟實習生的熱血更是蓄勢待
發。國企二梁穎聰表示，「這會鼓勵我要發掘
自己特有的潛力及實力，至於微軟體驗計劃也
值得考慮去參加。」

深入，且分組討論撰寫企劃書，把構想具體化、
模擬經營社團，是蠻有意義的課程。

　大愛電視臺「全球視野」節目中有一位淡江
人熟悉的身影，他在課堂上與學生互動良好，
下課後化身為電視節目主持人，以淺顯易懂

的用字遣詞講解國際議題，言
談中也能感受到專業長才，他
是歐洲研究所副教授張福昌。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是節
目宗旨，張福昌曾留學德國，
欣賞德國嚴謹、深入的媒體風
格，因此節目拒絕渲染、誇大
式的討論，也不談國內政治，
而是「秉持報真導正」的理
念，透過國際媒體報導及個人
見解，藉此拓展觀眾的視野。
　張福昌被挖掘成為主持人的
機緣是因之前曾在媒體中探討
歐債危機和柏林圍牆倒塌等議
題，也在榮譽學程中開設一門
「改變世界的大事」，讓正在

籌備新節目的大愛電視臺製播團隊發現，於是
邀請他成為「全球視野」的主持人。節目配合
當前國際情勢，並精心挑選對於全球深具衝擊
性事件，以及值得臺灣借鏡的個案，進行深入
的剖析。製作團隊包括，大愛電視臺的團隊，
再加上張福昌帶領3位研究助理共同參與資料
彙整及分析，張福昌說：「前置作業通常會花
費4個小時和團隊討論，緊接著就開始錄製，
再等著當晚播放，因此每天生活都很充實。」
　主持節目與平日課堂教學，在呈現和互動層
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張福昌坦言：「一開始
很不習慣。」平常授課對象是學生，可以很直
接的取得學生意見，而主持節目無法得到立即
性的回應。但思考無論是教學或節目，皆是為
了傳播專業知識，因此努力適應與修正面對鏡
頭的技巧，與調整溝通方式，「正因為必須面
對全國觀眾，且自覺肩負淡大歐研所的名聲，
更該督促自己要『言之有物』，並學習在30分
鐘內陳述最精華的內容。」

教授變身主持人 張福昌「全球視野」大愛開講
歐研所副教授

張福昌
　此外，對著攝影機傳達訊息，立刻獲得親
友、學生很多回應，張福昌笑說：「除了觀
眾來信表示節目有增加其國際觀之外，太太也
常鼓勵我做得很好，還說我鏡頭前看起來蠻帥
的！」而住在竹南的母親，每天都很期待看節
目，「她是我的忠實觀眾！」
　節目播出後電視臺製作團隊將節目上傳至
YouTube，此舉讓他覺得與遠距教學的傳播方
法類似，談到將來是否有遠距教學的意願，張
福昌表示「這是可行的！遠距教學是未來重要
的教學方式，也是教育的趨勢。」法文三陳稚
寰表示，想再多認識歐洲相關的人事物，因此
這學期選修張福昌開設的「歐洲與世界」。在
看完「全球視野」後，他說：「老師的敘述方
式很有條理，內容環環相扣，除了關心臺灣面
臨的問題外，我們也必須有放眼國際大局的胸
懷，藉由老師的節目，每天短短不到半小時的
時間便可掌握國際情勢，使我了解目前世界的
走向。」（文／林妤蘋、攝影／劉代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