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新聞研
習社以公民記者角度，現場觀察服貿抗議行
動事件，一行 13 人於 19 日下午 6 時至立法
院實地走訪活動現場，並由組隊進行訪談和

台新銀等 企業　日徵才         林武清揭幕金融月
　【記者蔡佳芸、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職輔
組於 27 日（週四）將在活動中心、海報街舉
辦「2014 淡江大學校園徵才博覽會」，將有上
銀科技、玉山金控、台新銀行、鼎泰豐、晶華
酒店等各產業的 60 家指標性企業來校擺攤徵
才，當天 9 時 50 分將由校長張家宜揭開博覽
會的序幕；12 時則在鍾靈中正堂舉辦職涯講
座，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不同以往，職輔組特別在博覽會前安排「中
文履歷健診」，諮輔組設有「Your career we 

care 幸福驛站」攤位，協
助同學進行生涯探索測驗以協助職涯規劃。職
輔組組長吳玲表示，此博覽會從去年 54 家增
加至 60 家，將能蒐集更多就業資訊，且能直
接與企業面對面，瞭解職缺內容，還有可能找
到工作，是規劃未來的最好時機，「歡迎同學
自行攜帶履歷、努力表現以爭取工作機會。」
　商管學院的金融月活動，19 日由金融研訓
院副院長林武清揭開序幕，他介紹金融職涯與
職場環境，希望幫助學生未來從事金融工作。

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感謝金融研訓院合辦，而
金融研訓院副院長林武清表示：「期盼藉此提
供學生練習機會，有助順利進入職場。」
　參與金融月活動的經濟三江培君表示，此活
動有助於未來生涯規劃，對未來從事金融工作
類型更有目標，希望能多舉辦類似活動。
　25 日（週二）起，由華南銀行、國泰人壽、
日勝證券、國泰世華銀行及中信金控等多家金
融機構將進行面對面的面試活動，歡迎有興趣
同學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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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24( 一 )

8:00

師培中心

ED304
2014 年教育攝影競賽，即
起親洽報名，至 5/5( 一 )

3/24( 一 )

8:00

大傳系、資傳系

蛋捲廣場周邊
資傳大傳畢業成果展聯合
宣傳週 - 開始在乎重草莓

3/24( 一 )

8:00
師培中心

102 學年度特色機構參
訪報名（網址 : 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cte20140411）

3/24( 一 )

10:00

大傳系

黑天鵝展示廳
影像藝術工坊－ 2014 顯
影季「閉合律」攝影展

3/24( 一 )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基本轉圈練習

3/24( 一 )

18:30

職輔組

B708
第九屆微軟學生大使招募
說明會

3/25( 二 )

10:10

戰略所

T502

國安局特勤中心少將吳東
林中國武力走向全球化的
重要一步

3/25( 二 )

12:10

工學院

E787
工學院預研生學碩士學位
計畫說明會

3/25( 二 )

18:30

西洋音樂社

Q306
修澤講座－那我懂你意思
了

3/25( 二 )

19:00

電影社

B616
彌勒熊－【回家】電影映
後講座

3/25( 二 )

19:3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回憶巴黎 - 蔡世鴻、邱懷
萱古典吉他二重奏

3/26( 三 )

14: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時刻用
辛，時在放心」－如何運
用技巧規劃日常生活的時
間，做有效的時間管理

3/26( 三 )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基本轉圈練習

3/26( 三 )

18:30

財金系學會

商管木桌

全員逃走中網路報名
（網址：https://www.
facebook.com/tkubf102）

3/26( 三 )

19:00

讚美社

E311
從心發光

3/27( 四 )

9:50

職輔組

活動中心
2014 淡江大學校園徵才
博覽會

3/27( 四 )

10:1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音樂大師講座 I：古典音
樂任遨遊

3/27( 四 )

18:30

圖書館

U301
碩博士論文何處尋

3/27( 四 )

18:30

詞曲創作社

覺軒花園
詞曲創作社成果發表
非黑即白搖滾大對決

3/27( 四 )

18:30

美術社

L304
啟明社體驗美術－從黑暗
中畫出彩虹

3/29( 六 )

8:45

讚美社

淡水馬偕醫院
醫院探訪，報名請洽宗穎
0952376825

大代誌
學生

925 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 24 日

本週我最靚

西語四劉維

政經四郭宇璇：

「杜鵑花開，歡迎
來蘭陽校園賞花。」

本校大專盃戰果豐碩

淡江人愛心勸募散播愛

校園十大不當行為票選出爐

每 當 在
KTV 大 家
搶著麥克風
唱歌時，西
語四劉維總
是自然地在
旁幫大家合
聲，配合著
歌曲的高低
旋律，輕鬆
哼唱著各式
節奏。

　 自 2011 年 與 友 人 成 立「Just Vocal 
Band」阿卡貝拉樂團至今，這 3 年間近

60 場的大小商演實戰經驗，讓他可在無音
樂伴奏的情形下，演奏層次豐富的「聲技」

唱法。「阿卡貝拉可不是合唱團，是種純人
聲的表演方式，這 2 者練唱方式是獨立且不
同的系統，合唱團有指揮可以引導各聲部，
而阿卡貝拉樂團是要靠成員默契，讓演出更
完美有趣。」

　在阿卡貝拉樂團中，會
因成員的聲線特色分配負責的高低聲

部，因人數較少通常每個聲部只有一人獨當
一面，一旦走音換氣很容易讓觀眾察覺，「合
唱團會有指揮告訴你音量何時要漸強漸弱，
以及換氣的時間，但阿卡貝拉全憑自己，表
演時大家須輪流換氣，讓各聲部都維持在旋
律上，而且演出時可加上肢體語言，因此默
契很重要，我們會固定時間練唱，除了練習
歌唱的技巧外，還有培養默契。」
　劉維笑著說：「這是歌唱的不歸路。」在
高中時期是福爾摩沙青年合唱團成員，喜愛
歌唱的他卻遇到瓶頸，「我喜愛歌唱的美聲
和音，但不曉得要如何提升，就在此時我們
接觸到這樣阿卡貝拉無伴奏合唱方式，讓我
們重新了解到，可將歌唱還原到最原始的人
聲，以最單純的方式，奏出複雜、多元的旋
律，所以我們取名 Just Vocal，只有人聲。」
　儘管榮獲 2012 世界盃阿卡貝拉青年組金牌
第一名、參加過「2012 簡單生活節」、「2013
香港國際青少年合唱節」等許多演出，但回
想起首度正式演出，劉維驚呼道：「那時真
的好緊張！麥克風拿不穩，唱出來的音符都
在抖動，到現在仍怕走音，我們會固定每季
舉辦阿卡貝拉音樂會來督促自己有成果。」

　父母在看完他
的演出後，從原本反對的態
度轉為支持，而他們的售票演出，
於今年 3 月時售罄，現場以座無虛席獲
得肯定。
　「比起唱商演賺錢，辦音樂會或接公益表
演有趣多了。」劉維說，偏鄉的孩子較沒機
會接觸阿卡貝拉，因此參加由好立克雜誌主
辦的「勇氣包裹巡迴計畫」，到桃園羅浮高
坡國小分享阿卡貝拉音樂。在為該校學生演
唱時，臺下的小朋友們也跟著齊唱，劉維笑
稱，「覺得自己好像五月天在小巨蛋開唱！」
　去年 11 月底，他們還再創立「Gayó」阿
卡貝拉樂團，「希望有機會能在同志運動的
場合表演，透過與同志相關的歌曲感染聽眾，
產生共鳴與凝聚力。」同時身兼樂團專屬造
型師的他，替團員找來 6 件代表同志的 6 色
彩虹連身工作服，「表演時，2 團的成員等著
我打扮，一雙手都忙不過來！」他現在每週
有 2 至 5 天與成員練唱，曾在一天當中練唱
超過 10 小時，若發現自己走音，他會摀住耳
朵尋找自己的聲音，劉維打趣地說，「就像
訓練耳朵一樣，迷了路要能回得來」。劉維
盼能兼顧課業之時，還可繼續與團員翱翔在
阿卡貝拉的音樂世界。（文、攝影／蔡昀儒）

校園話題人物 引吭哼唱阿卡貝拉人聲樂

朱立倫頒感謝狀
　天元宮櫻花季已經展開，本校運管一學生於
15、16 日到場協助環境保護與宣導，新北市
市長朱立倫到場賞櫻時，特頒予本校「櫻花志
工」感謝狀，由運管一同學代表受獎，以感謝
本校的環境維護與宣導護花精神。學務處社團
輔導與服務學習輔導員李庭瑜表示，在櫻花季
結束前，本校學生將持續服務學習精神，22、
23 日由化材一學生進行服務活動。運管一劉
瑀說：「能到校外服務是種還不錯的新體驗。」
遊客黃汝娸表示，以往對觀光區的環境印象是
很髒亂且無人維護，這次賞櫻的環境很整潔，
還有淡大的學生宣導和打掃環境，讓賞櫻的過
程很舒適。（文／林薏婷、圖／學務處提供）

長企管三夏之晟表示，本次比賽中全隊充分發
揮實力，希望未來可提升心理層面的信心，以
應付各種賽事。隊員化材四郭育瑋提到：「能
連續 2 年進軍大專盃決賽，很慶幸有打拼的戰
友，我以自己為榮，更以淡江棒球隊為榮！」
　而本校足球校隊在為期 3 天的攻防比賽後，
本校足球隊獲得第七名的成績，指導教練陳逸
政表示：「這次大家都有突破平常的表現，期

望之後的比賽表現能夠更好，也加入我
們。」足球隊隊長財經四王健宇說道，

「最主要是加強隊員之間的默契，
並 著 重 在 踢 腳 球 的 訓

練，期望之後會有更好
表現。」

大專盃桌球賽在淡江 校長盃快報名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體育事務
處與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協辦「中華民
國 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資格賽」，
將於 26 日至 28 日在紹謨體育館開打，共計有
43 所來自北區的大專院校參加比賽，分別有
19 對女子組及 24 對男子組，其中包含了團體
賽、個人單、雙打及混合雙打。本校桌球校隊
將代表學校參加這一年一度的體育盛事，歡迎

全校師生到場幫他們加油！
　一年一度的校長盃又來囉！由體育事務處
主辦的「102 學年度校長盃籃球、排球及壘球
賽」，即日報名至 26 日晚上 10 時止，比賽日
期為4月12日、13日，優勝前4名會頒發獎盃、
獎金及獎狀，詳細競賽規程及報名表，快到
體育事務處網站查詢（網址 http://www.sports.
tku.edu.tw/）。

各地特產來了 即日起跑
　趕快來搶「鮮」各地知名名產！由竹苗、桃園、彰化、宜蘭、金門等 14 個校友會 24 日起，
上午10時將在商管大樓3樓門口提供預購在地特產，即可享有文化週免排隊、直接取貨的服務。
而雄友會為推廣文化週，將在「淡江大學高雄校友會」臉書粉絲專頁中，每天介紹高雄特色美
食，雄友會會長經濟二洪士庭表示，希望藉由宣傳讓大家感受到雄友會的熱情，認識高雄的文

化！（文／鄭文媛、盧逸峰）

各校音樂強手聚淡江
　全國大專院校的音樂盛事「第 26 屆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將於 29 日（週六）上午 8 時
50 分在文錙音樂廳中，有 140 組各校強手隊伍來校對決，場面精采可期，保證讓樂迷大呼過癮。
本次將邀請到阿霈樂團主唱阿霈、獨立歌手柯泯薰及樂團 Vast&Hazy 團長資傳校友林易琪等人
擔任評審，金韶總監土木二郭冠鑫表示：「金韶獎對於想成為音樂人的每位學生都是很大的機
會，自己的創作、歌聲能與人分享是音樂最大的真諦、也是金韶的意義，歡迎大家到場為感受
年 度音樂活動。」（文／洪予揚）

健言盃舌戰辯論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健言社於 22
日舉行「健言盃」大賽，共分 4 隊進行唇槍舌
戰，針對「我國各級公立圖書館出借藏書或數
位資料應使用者付費」議題，進行正反方答
辯。健言社社長統計三黃柏維說明，將採用新
式奧瑞岡四四四制，以申論、質詢、答辯各 4
分半鐘，正反方各有 3 名選手輪番上臺申論、
交叉質詢後，最後再進行結辯，以體驗辯論活
動。

28 日騎動環臺灣
　由課外組主辦的「騎動台灣 -2014 淡江
大學單車環島行」將於 28 日（週五）舉行
授旗典禮後，共有 35 位成員隨即進行 10
天 9 夜的單車繞行臺灣壯舉。活動總召電
機四王善弘表示，事前有舉辦過道路訓練
和行前說明會，預計於 10 日舉辦心得分享
會，請大家一同參與。（文／盧逸峰）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郭宇璇蘭陽校園報
導】2014 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
賣活動於上週在海報街圓滿落幕，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學務長柯志恩、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
等人於 17 日到場開幕支持，每天中午有潘裕
文、蕭閎仁、校友谷口侑以、劉伊心等知名藝
人，以及校內社團輪番現場表演，吸引全校師
生投入義賣活動。
　截至 20 日的統計結果，已募得近 30 萬元的
愛心款項，其中熱銷商品有曾記麻糬、花蓮
芋、休閒國際的爆米花，而網路人氣香帥蛋
糕、半熟蜂蜜蛋糕及金磚巧克力等，讓許多同
學慕名購買；在名人商品的前 3 名分別是統一
獅球員高國慶、高志綱的簽名 球 ，
以及知名作家護玄的異動之刻 簽名

套書，其中，盧廣仲的週邊商品雖無法如期到
場，但仍受到熱烈搶標。淡江時報組員楊靜宜
購買近 2 千元商品，她說：「這是一舉多得的
善舉，可以行動支持愛心義賣活動，還可添購
日常用品。」保險三陳怡如表示，能有這樣的
愛心活動很棒，但希望商品更再多元化。
　此次募得的款項將捐給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
金會、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臺東市偏遠地區國小等公益團體。
　而同樣愛心不落人的蘭陽校園，同步與淡水
校園舉行「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
賣活動」，由政經系和觀光系聯手於 17 日起
為期 2 週，在圖書館前熱血開跑，公關長觀光
二江家儀表示，紅燒鰻魚罐頭、美人腿泡麵、
水果麥片因比市價便宜，成為學生搶購首選。

　【記者鄭文媛於淡水校園報導】日前「校園
十大不當行為票選」的票選結果出爐，共有
4768 人上網票選、857 人留言。從課業學習、
公德習慣、規範法治、環保惜物四題項共 36
種不當行為中，以「偷竊他人物品」（安全帽、
雨傘、報紙、宿舍冰箱食物或私人物品）」票
選最高、「在公共場所 ( 校園周邊 )、廁所抽
煙及亂丟煙蒂」、「上廁所不沖馬桶、未正中
目標。」則分列 2、3 名。而在留言內容顯示，
對於抽菸、考試作弊、資中印資料插隊、聚集
路口阻礙行進等不當行為留言較多。
　土木三張宇辰說：「淡水氣候不佳，所以很

痛恨偷傘人造成困擾，希望學校能有雨傘鎖裝
置，讓學生的物品更有保障。」法文四廖婉如
指出：「很討厭考試作弊的人，因為這對認真
的人很不公平，希望能多派幾位監考老師，讓
大家處在公平的考試環境下一起努力。」
　學務處專員陳瑞娥表示，留言版中也有推薦
許多善行義舉，善行則以協助盲生最多，未來
會製作宣導便利貼，以加強宣導；「感謝全校
師生的填寫，將陸續抽出參加獎、先知獎和友
善獎，近期會將名單公布在學務處網站，請
密切注意。」學務處網站（網址：http://spirit.
tku.edu.tw:8080/tku/home.jsp）

            捷運大富翁動起來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二齊校友會於
15 日上午 10 時舉辦「捷運大富翁」，40 人齊
聚捷運中山站，骰下巧拼製成的骰子準備起
跑，二齊校友會會長產經二郭承翰表示：「首
次舉辦這項趣味性十足的活動，我們都玩得很
開心，關卡當中有到捷運海山站即興創作打油
詩、在適逢舉辦紙熊貓展覽的中正紀念堂大玩
比手畫腳以及找路人進行手機遊戲互動。」
　率領隊伍拿到優勝的化材二吳希彥笑說：
「為了過關贏得兩箱飲料及一大袋餅乾，我們
大膽在警察局外面演戲。活動中我們覺得最好
笑的是，偶然獲得機會惡整某一隊的組員，當
時被惡整的組別位於沒有 UBike 的新北市，我
們便要求不會騎腳踏車的組員找到 UBike 並騎
到便利商店拍照。過程中，我們在 6 小時中跑
了 14 站，完全累癱了！」

　【記者盧逸峰、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棒球隊、足球隊參加日前「102 學年度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聯賽」，一路過關斬將獲得佳績：
棒球隊擊退真理大學、逢甲大學等校，奪下大
專校院棒球運動聯賽一般組亞軍、足球隊保持
去年成績，在大專校院足球運動聯賽第七名。
　冠亞軍賽中，棒球隊由資管四卓珉寬擔綱先
發投手，在一、二局上半場雖由清大以 1 分領
先，但運管四洪瀚隨即在二局下半滿壘時刻
時，擊出清壘三壘安打，一口氣攻下 3 分還以
顏色，但終場以 5 比 8 之差落敗清大。棒球隊
指導老師謝豐宇表示，決賽中，整隊的表現
都令人滿意，整體實力更加提升，雖然最
終獲得亞軍有些可惜，但未來依然會持續
進步，以面對下一
場賽事。棒球隊隊

棒球隊獲全國亞軍
足球隊 3 天攻防進全國前 7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24( 一 )

18:45

觀光系學會

CL325
學長姐出國經驗分享會

3/24( 一 )

19:30

淡蘭彩虹船社

開心廚房
彩虹廚房之 DIY 餅乾

新研社現場觀察服貿
事後新聞寫作。藉由實務經驗以提升社員新
聞採寫，以及保持客觀中立性的能力。新研
社社員企管三蔡孟修表示：「第一次參與這
類型的活動，能透過現場的實地走訪，了解
與在螢幕中接收到資訊的差別。」來自澳門
社員英文四溫麗婷說到：「在實際採訪過程
中，必須要邊問問題邊思考，有機會會想再
次參與相關活動。」

騎動台灣－ 2014 淡江大學單車環島行行程
第一天 新竹市 第六天 臺東縣卑南鄉
第二天 彰化縣鹿港鎮 第七天 花蓮縣玉里鎮
第三天 臺南市學甲區 第八天 花蓮市
第四天 高雄市 第九天 宜蘭縣壯圍鄉
第五天 屏東縣車城鄉 第十天 淡水區

（製表／盧逸峰）

　2014 春季北區大
學校際聯合愛心勸
募義賣活動中，現
場生活商品，吸引
師生選購做愛心。
（攝影／余浩鉻）

　髮型設計師在「2014 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
義賣活動中，到場進行義剪協助勸募。（攝影／吳國禎）

　新研社 19 日至立法院觀察服貿抗議事件，現場
採訪及書記心得。（攝影／賴意婕）

　本校棒球隊獲 102 學年度大專盃第二名。
（攝影／盧逸峰）

　本校棒球隊與清大在本壘戰
中，擋下 1 分。（攝影／盧逸峰）

　 本 校 足 球 隊
在 崑 科 大 球 場
上， 展 現 虎 虎
英 姿。（ 攝 影
／蘇靖雅）

研訓院
台灣金融

文化週預購

金韶獎初賽

校友會
二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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