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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大路危機四伏
【記者／許元馨 葉珈華 苗栗報導】在
通往聯合大學八甲校區的聯外道路上，
轉彎多，不少連續S彎道，甚至有將近90
度的大轉彎，一不小心就很容易摔車。
學校不斷呼籲同學，一定要放慢車速，
不過這條聯外道路，從去年通車後，車
禍的消息不斷傳出，有學生表示，那段
路有很多砂石、很多彎，一路下坡，若
催油門騎，一不小心就會犁田，一定要
小心騎。關於八甲聯外道路的狀況，相
信大家都實有耳聞，而學校也是一而再
再而三的告誡宣導、提醒同學要注意行
車安全。

▲聯大路轉彎處危險路段【圖片來源
／教官室】▼

同學請小心行駛
每天早上上學的顛峰時刻加上龐大的
機車潮，總是讓聯大校門口險象環生，
騎車的同學各個繃緊神經，因為稍加不
留意很容易就發生狀況。由於機車數量
眾多，待轉區的部份顯得有點狹窄，待
轉區機車甚至會占用外線道而造成交通
打結。再加上當綠燈時，有些人車子要
騎往第一停車場，有些人要騎向第二停
車場，兩個反方向的停車位置，很容易
造成車禍，同學要特別留意前方是否有
闖紅燈的騎士。在早上八點過後至傍晚
五六點時，車流量特別大，提醒各位同
學一定要多加注意、防範。

聯合大學校門口常常可見，無數的車
輛排排站在水池附近，有些已擋到第一
停車場出口的地方，與要出入第一停車
場的機車形成搶道的現象。同樣也是位
於第一停車場出入口的地方，常常可見
準備過馬路的同學們，與正要出入第一
停車場的車潮，相互閃避，這些情形都
是非常危險的。在此呼籲在校門口停車
的同學們，盡量不要逗留，而過馬路的
同學，也要隨時注意身旁車子的動向，
以免發生危險。

▲校門口機車停放問題【攝影／許元馨】

校園機車違規

【記者／許元馨 葉珈華 苗栗報導】
聯大校園機車位的不足，違規停車已是
陳年問題，部份學生經常把機車停得亂
七八糟影響其他人的出入和安全問題。
狀況一：校園鐘聲響了，同學紛紛往
停車場方向走去，興高采烈地討論晚餐
要吃什麼，在牽車的同時發現自己的愛
車被移動了，坐墊上還附加小禮物─飲
料杯，車主除了臉上三條線埋怨沒公德
心以外心想為什麼一定要一個停車格停
放兩台機車，接著後面還有機車停橫的
方向，根本無法出入。
狀況二：晚上到校園運動，把車騎進
第二停車場時，一轉進來，先被一整排

問題多

停在轉彎處的機車嚇到，再來看到的是
一堆沒停在停車格上的違規停車，這樣
的情況，尤其是在晚上時更加猖獗。離
開時，騎車更要格外小心，避免撞到停
在出口旁的機車，在停車面積狹小的地
方，實在是相當危險。
上述幾個狀況您是否也時常遇到，卻
又無可奈何，校方也常宣導並告誡同學
不要違規停車，交通隊也實施鎖車、開
單的措施，但成效似乎不彰，務必請您
將愛車停在停車場機車格上，千萬不要
一時貪快，而將機車隨意停靠在非停車
格線處，以免造成大家的困擾。

罰勤或申誡乙次
記過
鎖車
1.未貼停車證車輛停放於 1.未領證車輛停放於停車 1.違規停放且妨礙進出動
停車場者
場且累計達三次（含） 線
2.未聽從交通指揮進入待 以上者
2.未貼停車證且違規停放
轉區者
2.車輛違規停放校園內累 者
3.不遵守交通規則者
犯者記過乙次者
※詳細說明請見「國立聯合大學學生汽機車管理辦法」第九條 學生車輛使用違規處理

校園紅綠燈

停看聽

▲出校門口汽車、機車、行人，需等校門口號誌變綠燈才可通行

▲自停車場出去，需等停車場號誌變 ▲校門口待轉區之機車與行人，需等校
綠燈才可通行
▲停車場機車違規停放【攝影／林政修】

門口號誌變綠燈才可通行
※以上資料感謝聯合大學教官室提供
編輯：陳妙淳

2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二十一號

校園新鮮事

星期五

予傳

聯大校園新氣象 場地、設備更新囉
【記者／賴紀安 苗栗報導】國立聯合
大學體育室在新的學期完成了場地整建
工程，也加購許多運動器材，讓喜歡運
動的同學有更便利的運動場地和舒適的
設備可以使用。另外，在舉辦校內比賽
時，整建過後的場地更安全，使每個選
手可以全力以赴，專心在比賽上。
場地整建工程包括校園裡的籃球場及
網球場，籃球場除了配合新式規則規劃
成新式場地外，籃板也重新油漆完成。
網球場則進行場地鋪面改善工程，和興
建簡易廁所，已於今年九月下旬完工啟
用。另外體育室表示：「操場、體育館
及網球場夜間燈光維修案已經開始招
標。」
在運動器材方面，除了健身中心原有
的設備以外，學校今年加購了商用型跑
步機T7000型五台、商用型固定式腳踏
車四台、橢圓交叉機三台、健身用六站
式綜合訓練機一組，提供同學們在健身

方面更多的選擇。此外，體育室在國立
聯合大學八甲校區也規劃了簡易運動教
室，地點為理一館，A601到A604教室，
分別設有桌球桌、撞球台和簡易健身
房，開放時間是星期一到星期四，白天
上班時間及晚上六點至八點，目前為免
費使用，委請機械系，系辦公室代管。
聯大同學們對新場地和新購的器材大
多給予正面的評價，喜歡打籃球的洪同
學表示：「整建後的球場是新式籃球
場，場地也比較不滑，在上籃或快攻時
比較放心。」體育課在網球場上課的邱
同學說：「經過整建的網球場，場地不
會凹凸不平，打起球來比較方便，但希
望遮陽的地方可以多一點。」體育室主
任蔡豐任老師表示：「運動有益身心健
康，學校負責提供安全的場地和設備，
也鼓勵同學們多多利用校內的場地和運
動器材。」

▲籃球場整建【攝影／賴紀安】

熱血沸騰 決戰新生盃

▲左圖為健身房新設備

右圖為網球場整建【攝影／賴紀安】

聯大新店 報你知

【記者／簡妙綺 苗栗報導】
國立聯合大學在百年新學期在新舊校區開
了四間新店，分別是：彭爸麵食、景觀餐
廳、鴻林書坊以及為在八甲校區的7-11，
你是否有發現呢？

彭爸麵食
最容易注意到的是，學生餐廳中阿貴麵
食已經改為彭爸麵食，原本是荷香園主廚
的彭爸，為了作出更好吃的料理，跑遍各
中部的名店吃盡美食，就是可以讓學生享
受到價位平實，料多味美的料理。彭爸笑
著說：「我都把聯大的學生當成是自己
的孩子，那有跟自己孩子計較錢的道理
呢？」細心的彭爸每天都親自挑選新鮮的
食材，保證可以讓學生一飽口福。彭爸也
偷偷透露仍會增加新的菜色，請聯大的學
生敬請期待。

景觀餐廳

鴻林書坊
在紅夢樓地下一樓也開了一間小書局。
鴻林書坊在八月底正式進駐舊校區，在過
去一年來沒有書店的聯大，著實讓許多學
生困擾。不僅少了一個訂書管道，部分學
生也得特地離開學校補充文具，引發不少
抱怨。雖然鴻林書坊僅在開學一個禮拜前
開張，但幫各系學生訂書的系統完備。業
務部經理郭先生表示：「可惜比較晚進
駐，來不及宣傳。」之後書坊也會陸續增
加各類書籍以及客制化產品，待經營穩定
之後將會計畫到八甲校區為同學服務。

健，對手想輕鬆得分可不是件簡單的
事。最後，化工系以絕佳的默契和體力
2：0擊敗土木系。
冠軍賽女子組的部分，經管系出戰資
管系。經管系曾拿下多屆新生盃女子排
球賽冠軍，去年敗北給語傳系今年捲土
重來，一路挺進冠軍賽。資管系選手身
材高挑，經過系隊學長調教基本動作確
實，以黑馬之姿勇闖冠軍賽。比賽過程
雙方你來我往，經管系率先拿下第一
局，第二局比數呈現拉鋸，最後資管系
不敵對手飲恨拿下新生盃亞軍，但是也
寫下隊史上新生盃最佳成績。
緊接著還有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的
新生盃羽球錦標賽，以及十一月二十二
日至二十四日的新生盃桌球錦標賽。請
各位有報名參賽的同學要注意比賽時間
和規則。新生盃系列的賽事，宗旨就是
希望以球會友。無論是開心的歡呼或是
失落的眼淚，都將成為大學生活點點滴
滴的回憶，讓每個人回味無窮。

▲景觀餐廳【攝影／林政修】

還在思考要去哪一間有質感的餐廳嗎？
鵝黃的燈光、令人放鬆的輕音樂、以及可
以眺望苗栗市美景的落地窗…，景觀餐廳
全新開幕！原本生活雅集價位較高，打折
也有時段限制，但全新的景觀餐廳不僅替
學生打算，比一般平價餐廳較為便宜的價
格，只要憑學生證或教師證都可享打折優
惠。笑口常開的店長便是樓下早餐店的老
闆娘，想必聯大生買早餐時必定都能被老
闆娘笑容感染。

八甲7-11

▲彭爸麵食【攝影／簡妙綺】

【記者／曾淑禎 苗栗報導】想揮灑青
春的熱血，有一個最健康又最省錢的辦
法，那就是放下電腦滑鼠去做運動啦！
聯合大學新生盃已行之有年，凡大學
部、研究所之新生皆可報名參加。內容
囊括排球、籃球、撞球、網球、羽球、
桌球等各項球類競賽。各項運動賽事皆
由主辨單位另行通知比賽辦法，同學要
注意比賽時間和依規定到檢錄台檢錄。
除此之外，就要靠全體同學的配合，才
能使比賽更順利的運作。
打頭陣的排球錦標賽，男子組由化工
系奪冠，女子組由經管系摘下后冠。男
子組報名踴躍共有十七隊，女子組參賽
隊伍共有十三隊。比賽採雙敗淘汰制。
冠軍化工系連續打三場比賽，可以說是
體力和耐力的考驗。冠軍賽由化工系出
戰土木系。化工系最引人注目的兩名選
手，分別是背號二號和七號，兩人默契
絕佳，頻頻製造機會扣球使對手備感壓
力。土木系每位選手實力平均，接球穩

▲左至右為女子組亞軍、冠軍、季軍【攝影／林玳羽】

除了二坪山舊校區之外，八甲校區也
增設一間7-11，對許多八甲上課的同學來
說，這間7-11的設立於新校區餐廳旁，雖
然提供了學生便利性可以不用特地從八甲
趕到苗栗市區買午餐，但也引發了學生些
許抱怨。機械系吳同學和陳同學表示，整
間便利商店太小，一到午餐時間根本水泄
不通，結帳速度也很慢，希望學校能夠改
善這個問題。

▲

鴻林書坊【攝影／林政修】

▲左至右為男子組亞軍、冠軍、季軍【攝影／林玳羽】
編輯：邱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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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藝能學苑結業展演

【記者／羅玉君 苗栗報導】第一屆客
家藝能學苑，經過半年三月到八月的每
個禮拜日的訓練課程， 26位學員在專業
師資指導下順利結業，主辦劇團特別安
排一場特別的成果展演，讓學員展現學
習成果，真實體驗舞台上的演出，當天
演出4齣融合客語文化的劇場小品，分
別由學員們合作改編劇本及現場音效配

置，每場演出都帶給觀眾全新的感受。
學員在舞台上賣力演出，展現平時學
習成果，雖然有些演員接觸戲劇才短短
不到半年時間，不過舞台上一舉手一投
足，都牽動在場觀眾的心，學員們也十
分珍惜，這半年短暫的相處與學習。
「客家藝能學苑」以表演藝術為學習
主軸、客家文學為文化底蘊，更以社會

關懷作為藝術表現的積極目標；期許藉
由現代劇場演員培訓計畫，充沛台灣客
家在現代戲劇發展之實力，以現代戲劇
創作展現客家藝術綿遠流長的「文化進
行式」。
苗栗縣文化觀局表示，未來客家藝能
學苑教育將更深入社區與學校，與專業
表演藝術團體合作，讓苗栗縣成為客家
表演藝術之鄉，打造文化觀光新賣點。
學員 戴若梅：「這邊的學員們，雖然
他們本身不是有太多的表演經驗，但是
非常認真、非常熱情，然後非常願意放
下自己的身段，去了解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跟他們在排練的過程中，會
互相砥礪出不同的火花出來。」
EX-亞洲劇團團長 林浿安：「這真的只
是一個開始，未來他們就像種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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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們所在地是在哪裡，我覺得客家
藝能學苑，它會慢慢的像一個潮流一樣
擴散出去，然後我們可以慢慢，讓大家
真正欣賞到，客家文化它真正的融合，
跟它真正的美在哪裡。」
國立聯合大學 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的
同學也有四位徵選入客家藝能學苑，分
別是呂偉倫、葉金鳳、陳榆佳、施雨涵
等四位同學，展演當天也相當活躍大放
異彩，舞台上的表現絲毫不輸給專業舞
台演員。
「第一屆劇場演員養成計畫」有了這
次成功的劇場成果發表，未來希望客家
藝能學苑能繼續再接再厲，以培養更多
客家戲劇人才為出發點，讓更多新血投
入客家藝能界，共同傳揚客家文化。

教卓成果豐碩
教發中心首辦徵文比賽
【記者／趙惠雯 苗栗報導】自教育部
教學卓越補助計畫開辦以來，國立聯合
大學連續七次獲得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
經費補助，聯合大學教務長兼副校長余
瑞芳表示，校內有一連串的活動與講座
是利用教學卓越計畫的經費，精心為同
學設計的，同學只要願意留心相關公
告，不難發現在校園內各處都有教學卓
越計畫的蹤影。
為了了解學生對於教學卓越計畫所辦
理之活動及講座的收穫及想法，教務處
教學發展中心更舉辦了教學卓越計畫徵
文比賽，希望能夠從這樣的徵文活動
中，同學能夠對這樣的計畫提出意見及
想法的回饋。教務長余瑞芳說：「過去
我們曾舉辦相關的活動，例如填答問卷
的有獎徵答活動，也是想知道同學們對

於教學卓越計畫的評價與收穫，但是仍
然沒辦法很具體的知道同學的意見及想
法，因此特別在這次舉辦徵文比賽，同
學可以直接寫出教學計畫帶給他們的收
穫，甚至有好建議也可以寫上來，主要
是想了解同學的收穫的程度、狀況如
何。」
本次徵文比賽活動全校的學生皆可參
加，除了主辦單位提供的兩項主題外，
亦可自行訂定有關教學卓越計畫的主
題，最高獎金價值三千元，報名參賽的
同學可以上網至活動網站下載專用稿
紙，比賽截止日期為十一月十六日，比
賽詳情可上比賽網站（http://ctd.nuu.edu.
tw/news_con.aspx?cid=C_00000002&Pid
=P_00000335）查詢。

聯隊取消，學生大喊不公平

PARTⅡ 鬥陣班FUN！

高達二十七隊的報名，各個參賽隊伍
的隊名都創意趣味十足，像是「考試怎
麼寫都對」、「那些年，你們贏不過的
男孩」、「宅女死神隊」；比賽競爭相
當激烈，眾系同學圍繞在操場旁熱烈的
加油打氣，即使有的參賽隊伍口號不斷
的呼喊，但腳步卻跟不上口號的變化，
在眾目睽睽之下整隊跌倒或偏離原本的
跑道；有的則是發揮出團結的力量，整
隊一同協力走向終點。
下午兩點整結束了這次人行蜈影腳競
賽，比賽名次也呼之欲出！第一名由電
機四乙以兩分十五秒亮眼的成績奪下冠
軍、第二名是環安二甲、第三名則由機
械三乙取得；語傳系參賽的李同學表
示，希望學校能夠多舉辦類似的活動，
一方面可以促進同學之間的感情，一方
面又可以運動，也可以幫系上爭取到榮
譽的機會，這次的比賽雖然沒有得名，
但大家都覺得十分的很開心。

格。
得知今年取消聯隊資格學生多是不能
理解，機械系吳同學說：「對男生不
太有影響，但女生方面影響就比較大
了。」語傳系陳同學則表示學校的男女
比一直不平均，這樣說取消就取消，對
那些男女人數差很大的系所是否不太公
平，這樣不僅對精神總錦標的分數可能
有所影響，又或是有人志在參加但卻因
為人數不夠而不能下場比賽。
對於學生的反應，體育室負責運動大
會的陳舒婷老師則表示，之前舉辦聯隊
制度時，就已經被不能報聯隊的學生抱
怨有不公平之處，且聯隊的報名需要比
一般更多的人手去核對出賽選手。在報
名這部分雖然說有許多班級不能報團體
賽事，但有人不能報女子組就會有人不
能報男子組，因此在互相都不能報名的
情況下還是處於較公平的情況，至於精
神總錦標的方面，與賽事最有關的競賽
總錦標方面則是一直以來都沒紀錄團體
賽事，如拔河、二十人二十一腳等，所
以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

【記者／李綉鑾 林詩誼 苗栗報導】
十月五號星期三中午時刻，暖和的太陽
稍稍露出了臉蛋，在聯合大學的排球場
和操場上，傳來激烈又亢奮的呼叫聲
「左！右！左！右！」課外活動指導組
所舉辦的part II鬥陣班－人行蜈影腳競賽
就在此時此刻熱烈登場。參加的班級高
達二十七組，每一個隊伍互不相讓的使
盡全力在賽前做練習，操場周圍擠滿了
圍觀的人潮，場面相當熱鬧壯觀。
比賽方式是每三隊為一個賽程，最後
以統計秒數最快的隊伍，分出勝負。第
二隊的語傳二甲「不對不對不隊」對上
第一隊的經管二丙「第一名就隊」和棄
權的第三隊，很快地就登場了。在裁判
吹下口哨聲，四周傳來大家的呼喊和加
油聲以及相機捕捉的焦點。兩組在第一
棒次不相上下，直到第二棒次和第三棒
次語傳拉出較明顯的優勝，最後一棒次
經管直逼上來與語傳不分軒輊，在最後
抵達終點時，語傳輸了一步，兩隊只差
不到一秒的時間。

【記者／高雯玲 苗栗報導】國立聯合
大學第九屆（創校三十九週年）運動大
會即將在１１月２５、２６舉行，１０
月１７至２６為預賽週。今年的運動大
會取消了往年都有的聯隊資格，故男
女不平均的系所對此有所疑問甚至是不
滿。
往年聯隊的組成有男女混合聯隊、班
聯隊、系聯隊三種。男女混合聯隊即男
(女)子組人數不足時，得以女(男)生遞
補之，但限報名男子組。班聯隊則是各
組各班參賽人數不足額時，方得以同年
級不同班組隊。系聯隊為各組參賽人數
班聯隊人數不足時，方得以不同年級組
隊。
聯合大學的男女比一直都很不平均，
在女生多的系所裡一個班級的男性只有
占全班人數的五分之一。而在男生多的
系所則曾經發生過一個班級裡只有兩位
女生的情形發生。也因此當他們想要參
加團體比賽時多需要以聯隊資格才得以
參賽，所以聯隊資格的取消可說是讓
很多系所在還沒比賽前便已失去參賽資

人形蜈影腳比賽過程【攝影／林詩誼】

編輯：邱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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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學生會: 我們不是最好，但我們努力做到最好
【記者 / 許瑋玟 苗栗報導】學生會改選
正副會長，名單於六月一日出爐，第八
屆學生會會長是經管三乙葉碧瑩，副會
長則是語傳二甲李依捷擔任。全新的學
生會，全新的開始。由會長葉碧瑩帶領
的第八屆學生會，個個都充滿著熱忱與
積極態度。希望為第八屆學生會挹注更
多的力量。
會長葉碧瑩表示，其實一開始很多人
都認為學生會只是一個空殼組織，但我
當初並沒有想得太多，只是想要做一些
能為全校學生服務的事，又剛好碰到這
個機會。在幹部們共同努力之下，把很
多資料從無到有的建立起來。大家都抱
著為全校學生服務的心情在做事，雖然
自己重新摸索需要花費很多時間與精
力，不過這也讓我們更團結更積極。相
信將來，大家都能看到學生會的成績。
副會長李依捷眼神堅定的說：「對於部
分同學認為學生會是學校的臨時工，我
認為只是片面的看法，並沒有深入了解
此組織的運作。或許，我們不是最好，
但我們努力做到最好。」
學生會分成十一個部門，其中與學生
最相關的是活動部、資訊部、權益部、
社團事務部與餐廳稽核部。活動部負責
學生會活動之籌劃與辦理，資訊部負責
學生會一切網路運作，權益部作為學校
與學生之間的連接紐帶，社團事務部負
責校內社團之聯繫，餐廳稽核部針對學
生餐廳販賣與作業環境及其人員進行相
關之衛生稽核。加入學生會能夠學習如
何撰寫企劃書、籌辦活動、與人溝通的
說話技巧以及如何在學生權益與學校制
度之間尋求權宜平衡。
學生會是屬於學生自治性的團體，同
時也是學生與學校之間的橋梁。不管是
學生餐廳、社團、交通、
活動、

學校制度等相關問題，都是學生會能替
我們發聲及輔佐解決。學生會有發給大
一新生一張學生會聯絡卡，上面有會
長、副會長等人的連絡方式、聯繫學生
會的網路管道以及會辦位置(活動中心左
後側地下一樓)如果非大一新生，可以到
教官室索取此聯絡卡。
學生會權益部邱淑惠表示，學生會很
樂意為同學服務，同學們遇到困難我們
也很願意一同解決，但還是需要同學們
先跟處室洽談，試圖先自行解決，在學
生會能力範圍之內，都會竭盡全力達到
盡善盡美。如果同學遇到和處室溝通不
良或處事態度不佳，學生會也會出面進
行溝通。
為傳承聯大每年傳統的制服日，學生
會承辦的一百年聯大制服日於十月十一
日至十三日為期三天在第一學生餐廳前
盛大展開。規則與以往大致相同，不過
今年多增設了一個團體獎項是同班獎，
希望大家可以邀集全班一起來拍照。活
動不僅促進各系交流也讓聯大同學重新
回味青澀的高中時期，奪回那些年的青
春！
每年都會舉辦的迎新演唱會於十月
十一日晚上六點半在學校的大禮堂舉
辦，此次的藝人卡司陣容有林凡、夏雨
瞳、猴子飛行員、麻乃等。至於，紅柿
傳情的活動則分為前中後期三個階段，
前期由學生會主辦負責宣傳活動，「心
動60秒」影片徵稿，藉由全校學生的創
意來宣傳此活動。接著是中期的晚會活
動，由課指組主辦並邀集全校社團一起
協辦，讓晚會high到最高點。後期的園
遊會是畢聯會主辦，有客家的文化擂茶
及童玩活動，活動內
容

非常豐富有趣。
近期學生會舉辦的活動項目包括迎新
演唱會、制服日、巧克力傳情、聖誕晚
會、協辦職涯中心舉辦之演講活動以及
紅柿傳情。學生會每年都會嘗試主辦或
協辦各種不同型式的活動，秉持服務全
校學生的精神，冀望每次活動都能圓滿
成功。
對於學生會的看法，大家意見紛紛。
電子二丙陳同學說：「學生會不僅提供
專車回程、返鄉包裹運送以及提供新舊
書變賣的一些福利，讓我們在校園裡就
可以完成這些事情，非常的方便。如果
能夠多宣傳，讓大家知道學校有這群熱
心的同學替大家張羅事務更好。我覺得
宣傳還是不太夠！」語傳二甲謝同學

說：「如果學生會幹部不懂得如何規劃
和舉辦活動以及扮演好學生與學校之間
的橋梁的話，學生會的存在就變成一般
性的社團組織。根本不需要學生會！學
生會應該更積極的去扮演好這個角色，
並且也希望學校方面，也可以給學生多
一點的自治空間，讓學生會可以有更多
發揮的地方。」
會長強調，學生會最後的目標是在全
校學生眼中，學生會不再只是一個空
殼組織！也不是沒有人願意接手的爛攤
子，而是一個能夠反映學生意見，與學
生站在同一陣線上的社團。學生會非常
歡迎懷有夢想、勇於挑戰自我、充滿熱
忱與關懷和想學習求進步的人。

社團博覽會火熱徵新血

▲左上角為新生茶會【圖片來源／學生會】
▲上圖左為「100學年度迎新聯歡晚會」【圖片來源／學生會】
▲上圖右為「制服日」【圖片來源／吳典錡】
▲上圖為學生會開會情形【圖片來源／許瑋玟】

編輯：陳妙淳

【記者：戴景玉 陳妙淳／苗栗報導】
九月為學校開學祭，每間學校都有不少
新面孔加入。為了歡迎今年進入國立聯
合大學就讀的新生們，聯合大學裡的社
團在九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二日在公弢
樓前舉行為期三天的社團博覽會。讓新
生在學校學習專業知識的同時更能盡情
的享受社團活動的生活。
為了迎接新生加入社團，多數社團
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其中熱舞社、吉他
社、散打搏擊社、魔術社聯合舉辦了四
社迎新，機研社更是有辣妹站台，吸引
了許多人的目光。
聯合大學五十餘個的社團中分為四大
類別，分別為學藝性社團、康樂性社
團、體能性社團、音樂性社團。學藝性
社團可以陶冶身心，培養學生對美的關
注力以及突發奇想。康樂性社團則在於
活潑的特性，讓喜歡跳舞、熱愛音樂的
學生可以一展長才。體能性社團鼓勵學
生多運動，在參加社團娛樂的同時達到
強身健體的作用。音樂性社團則可讓你
發揮長才或是增加自己的一技之長。除

了校內的社團外，校外的服務性社團也
不在少數，若有想要當志工幫助社會大
眾的同學，不妨可考慮參與這類性質的
社團。
學生在學期間，除了上課、運動之
外，參與社團也是大學生活中重要的一
環。各個社團的賣力演出，無不是希望
能夠成功吸引大一新鮮人加入社團一起
享受熱血的社團生活，讓大學生活更加
多采多姿。

▲機研社辣妹站台【攝影／曾淑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