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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新社團上陣

安全組提醒注意安全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新的學期開始囉！安全組組長曾瑞光呼籲，
請師生提高自身警覺，多加注意個人隨身物品。同學們除了彼此間互相提醒
外，若有發現可疑人物入校進行不當宣導或行銷宣傳，請儘速通報安全組，
校內分機 2110、2119。
另外，曾瑞光表示，精靈寶可夢 GO（Pokémon GO）手機遊戲正夯，近
期發現許多同學在校園內低頭玩手機，特別提醒同學應注意車輛及行人，安
全勝於一切。

TKU 學生大代誌 App 快下載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新學期，新面孔，新社團！新學期除了意味
著新生的到來，也是新社團誕生的時候。本學期 14 個新社團成立，讓同學
有更多的選擇。其中，學藝性社團新增鐵道社、TEDxTKU 工作坊、外語傳
譯社、自造者社、資訊工程及資訊安全研習社、淡蘭微電影社等 6 個社團；
康樂性社團新增西式餐點研究社、花式籃球社、西洋棋社、EMBA 籃球社、
競技飛鏢社等 5 個社團；體育性社團新增淡蘭拳擊社；自治性組織新增尖端
材料學程學會；聯誼性社團新增源社。社團總數增加至 244 個！

【本報訊】本報新開發「TKU 學生大代誌」App 已上架至 Google Play，
內容除了有當期的「校園話題人物」、最新一期內容外，還將漫畫家辛卡米
克（數學系校友高商議）過往求學時期所繪製並連載於本
報的〈阿蛋與阿薑〉漫畫，復刊於 App 中。
使用 Android 手機者趕快去下載 App ！下載並安裝成功
者，8 日至 14 日請至海報街社團博覽會攤位或淡江時報社
Q301 室登記，即有機會抽辛卡米克的貓奴系列 line 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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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盧逸峰）

新鮮人 大學生活Go

A.V.A 戰地之王淡江隊奪冠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碩二戴呈
君、資工四賴允中、資工四徐昊廷、電機碩
二鄭期元、財金應屆畢業生張浩恩於 6 月 26
日參加在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體育館開打的
「2016 Garena 校際盃」《A.V.A 戰地之王》冠
軍賽，總計有 8 組晉級複賽，在全場觀眾的吶
喊鼓舞下，最終奪冠，抱回獎金 15 萬元，博
得全場玩家的掌聲和喝彩！
隊員鄭期元表示，隊員們都是熱衷電競遊
戲，才在網路上認識。隊長戴呈君說明：「這
是第二年參加，相較於去年，我們 5 個人在各
方面更有共識及默契，克服挫折、累積經驗，
且比賽前也打過一些大小業餘賽事，因此今年
更有信心與實力。」

大包小包扛進女宿

松濤館於 3、4 日及 10、11 日開放入住，一
大早開車載運行李的家長與學生便湧入校園，
女宿一時充滿了報到及搬行李的人潮，許多松
濤宿舍自治會人員忙進忙出地指引報到程序。
宿治會成員會計二杜易儒表示，現場普遍守
秩序，但因為許多同學不知道要先上網列印報
到單，宿治會辦公室內有許多排隊列印人潮，
未來會加強宣導。
3 日從臺東趕來的歷史一李妤萱則表示，行
李可先寄放宿舍方便許多，很期待未來能和室
友相處融洽。（文／詹雅婷、攝影／林俊廷）

（文承一版）【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
開學典禮在校歌教唱及精彩的社團表演中拉開
序幕，由競技啦啦隊、花式籃球社、極限舞蹈
社及熱門舞蹈社等社團先後炒熱全場氣氛。

國際體育教學研討 @ 淡江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上月 5
日至 9 日與中華民國體育協會共同舉辦「國際
體育教育學研討會」，以「創意、多元、活潑
的體育教學」為主軸，邀請來自歐美日等國內
外專業講師開設課程，供學員自由選修，講授
國際新興的體育知識，更交流教學經驗，逾
200 位來自臺灣各地與港澳的學員熱情參與。
教育部體育署學校組長葉丁鵬表示，體育白
皮書中揭示到學校體育中兩個重要工作「活絡
校園體育」及「增強學生體育活力」，他非常
感謝體育協會舉辦這次活動，更感謝淡江在場
地等多方面的支援協助。

（攝影／陳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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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張家宜致
詞中介紹多元一
體的 4 個校園及
三化辦學理念，
並提醒新生要時
常檢視自己都能
（攝影／戴先怡） 具備八大素養，
成長為心靈卓越的人才。在專業知識的累積
外，也要踴躍參與課外活動，在大學 4 年留下
豐厚的收穫。最後張校長引用寶可夢遊戲創辦
人 John Hanke「任何事物的表面下，永遠都有

■ 繪圖／楊喻閔
■ 攝影／盧逸峰

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說：「雖然本校沒有體育
系，但長期以來十分投入體育相關活動，更曾
經兩次獲得『推動體育績優獎』，很榮幸本校
可以舉辦這次的研討會，同時也感謝本校團隊
以及來自校外的志工。」
學員台中市國安國小體育組長李文楷開心
說：「這次活動師資多元，課程中我對數位、
創意相關課程最有興趣，期待能學習到更多課
程設計技巧，更期待和學員們有良好交流。」

優九聯盟路跑 報名 SEP 22 止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喜歡路跑的
人快報名！ 10 月 22 日本校將與大同、文化、
世新、東吳、實踐、北醫、輔仁及銘傳 9 所大
學共同舉辦「溜溜滬尾、U9 久久 - 優九聯盟
2016 路跑賽」，除了提升校園運動風氣外，更
落實全民運動扎根效益。
本校學生報名費用每人 300 元，教職員工及
校友每人 500 元，報名時可得到 TKU 紀念 T
恤及各項紀念品；完跑後不僅能得到證書，
前 3 名 更 能 獲 得 豐 富 獎 品！
報 名 時 間 至 22 日 止， 請 大
家趕快呼朋引伴報名，讓自
己健康又快樂吧！更多資訊
請 洽 報 名 網 站：http://www.
focusline.com.tw/61022DX/
路跑報名網站
Registration/SignupStart.aspx

境外新生歡喜開學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國際處於 7 日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17 支暑
期服務隊不畏夏日毒辣的太陽，遠赴偏鄉散播
愛心。其中部落 msbayux 團重返新竹鎮西堡原
住民部落，實行部落服務計畫。今年安排彩繪
壁畫，將泰雅文化及傳統故事實體化保存在部
落，增添了實景景觀。隊長財金三胡軒慈表示：
「營期中雖然遇到颱風來襲而提早下山，但透
過訪談與觀察，不論是泰雅文化的保留，或其
他各方面都盡我們所能地給予協助。」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淡海同舟 105
學年度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於 7 月 1 日圓滿落
幕，今年共有 215 位社團負責人在為期 5 天 4
夜的培訓中，一同充實經營社團能力。始業式
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致詞表示，淡海同舟為
本校優良的傳統，勉勵各位學員在營期間所學
的，能夠在未來一年運用於社團經營。
研習會主題「宇宙傳奇」，以「同舟共濟、
傳承使命、卓越領導、再造傳奇」為本期目標。
除邀請各界講師講述社團經營、溝通技巧及自
我定位等研習課程外，更安排「社團與職涯發
展高峰會」邀請曾是淡海同舟服務員的學長姐
回來經驗分享。執行長土木四陳昱瑋期望所有
社團負責人掌握自己的使命，創造屬於自己的
社團傳奇。
最精彩的重頭戲是「學員晚會」，各小隊運
用自己社團的專長表演，例如用創意造型氣球
做出烏克麗麗道具，更有搭配電影、電視或動
畫元素，各自展現精彩的表演。
歷史三蕭明凱分享：「淡海同舟相較於一般
營隊，除了能夠認識人與創造共同的回憶之
外，更重要的是，營隊中許多成員對於社團經
營理念都有豐富而多樣的想法，藉由互相討論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讚美社以推動品格教育為軸心，舉辦「Now
is the time」暑期兒童時間管理營，除課程外還
安排各項體驗活動。其中「磚塊與綠豆」活動
設置 10 項生活關卡，讓孩子了解時間運用。
隊長西語碩三莊蕙瑜認為，「透過活動讓我看
到時間管理與個性息息相關，也就是希望自己
成為怎樣的人，就會做不一樣的選擇。」
幸福蒲公英服務隊前往屏東長樂國小，以
「閱讀、文化、品格、實踐」為核心，設計一
系列活潑有趣的活動，讓學童深入了解自身的
原住民文化。隊長航太四黃順隆表示：「夥伴
們都有帶隊經驗，在團隊氛圍上很融洽，也希
望能為孩子們帶來不一樣的學習經驗。」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今年第十度赴柬國服務，
「我寨這裡柬單愛」前往蓮花佛院和禮圓佛院
提供當地中文及電腦教學。透過兒歌、繪本，
還有以香包、中國結等等手做課程來引發學員
們對於學習中文的興趣。隊長電機系應屆畢業
生郭維昌表示：「安排各種課程活動是刺激小
孩子的學習能力，期許孩子能自主學習。」
種子課輔社第六度赴臺南層林國小舉辦「跟
著小王子，動手玩科學」營隊，以科學實驗為
主軸，教導各種有趣實驗原理。隊長化學三陳
薇安表示，透過分享了解每個學童的特質，也
建立團隊的情感與默契，讓活動帶領更順利。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圖／種子課輔社提供）

但還是有乘客主動跟我要卡片喔！」柳翔
元笑說，「當然也有人當我是推銷員，遲
遲不肯收卡片。還有阿姨收到卡片向我說，
『我超需要這個！』更有麵店老闆娘收到
卡片後，免費請我吃麵。」
柳翔元印象最深刻的，是旅程到屏東時
的火車上，他對著車廂內的乘客分享理念
與卡片後，整個車廂對他報以熱烈掌聲。
而後，車廂內原本冷漠的乘客們，就開始
彼此交談了。「儘管一趟 14 天的環島，無
法就此改變臺灣氛圍，但當時我感受到車
柳翔元想做一件有意義的事，他用第一名獎學金
廂內的確有『家』的溫馨氣氛，讓我十分
踏上環島 14 天旅程，散播「讓臺灣像個家！」、
感動，還在車廂角落淚呢！」
「讓臺灣更美好」的理念。（圖／柳翔元提供）
「挫折伴隨著成就與感動，才是完整的
人生，旅行也是如此。」沿途撿拾垃圾的柳翔
百完成不代表失敗，而是還有努力的空間。」
元，還有人以為他是流浪漢、撿破爛的。在環
「動機越單純，做起來越起勁。」柳翔元
島尾聲，從大村火車站步行回到出發地員林，
不只在旅途中散播溫暖 ，他的環島故事鼓勵
路途上他依舊看到大量垃圾，「這令我感到灰
我們不要害怕力量不足就怯於追尋夢想，「勇
心，覺得自己的力量終究薄弱。」但喜歡做音
於踏出第一步，社會將比你想像的溫暖。」正
樂的他隨即想到，「音樂是分享快樂，而這趟
如同柳元翔對於這趟環島行所下的註解，「臺
旅程的意義也是分享正能量的快樂，還沒百分
灣，比想像的更美麗！」

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105 學年度境外新生入
學輔導講習會」，逾 700 位境外生、校長張家
宜、3 位副校長及一級主管共襄盛舉。張校長
以雙語致詞說明今年境外生總數已達近 2 千人。
鼓勵學生善用學校資源，期許在淡江度過人生
最愉快的 4 年。來自韓國的交換生中文一金周
慧表示，曾有學長姐推薦國際大使團，聽完說
明後將選擇加入該社，豐富大學生活。

活動看板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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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9/12( 一 ) 建築學系 MAS EXPO Micro Architecture Studio
10:00
黑天鵝展示廳 微型建築展

淡海同舟215社團領導齊精進

暑期服務 17 隊下鄉播愛心

環島送暖「想讓臺灣像個家」

【記者蔡晉宇專訪】每個人都希望臺灣更美
好，但大多數人卻不知道能做什麼。資工四柳
翔元，在暑假拿著班上成績第一名獎學金做旅
費環島。「『家』是個保護的概念，若能把家
放大，讓臺灣成為每個人的家，一定很棒！」
他帶著爽朗笑容解釋著這趟旅程的發想。
為期兩週、超過 1200 公里的路途，柳翔元
背起 20 公斤重的背包，或搭火車或步行，沿
途發送自製的 1500 張卡片，「卡片上有一間
房子，我還用紅色印泥蓋出愛心，寫著『讓臺
灣像個家』、『做一件有意義的事，讓臺灣更
美好』。」他用散播正能量的行動來告訴大家
「小人物，也可以做有意義的事！」
柳翔元用雙腳感受這塊土地的溫度，「我希
望將自己想讓臺灣像個家的理念種子散播出
去。」旅途中，柳翔元不時唱著自創歌曲，高
舉「FREE SMILE」、「FREE DREAM」 的
牌子，讓人感受到他滿腔樂於助人，還有企圖
改變社會的活力。
「我曾被列車長說過，不能在車上發東西。

樂趣存在。」來勉勵學子用心規劃大學生活。
為了讓新生們能更快適應新環境，教務長鄭
東文介紹了與學生密切相關的選課資訊、榮譽
學程等和新生們息息相關的學習內容；學務長
林俊宏則用校友盧廣仲輕快的歌聲帶入各項業
務介紹及社團必修；總務長羅孝賢宣導交通資
訊和校園安全服務，例如夜間護送服務以及各
項環境維護、節能減碳等；學生學習發展組組
長何俐安則鼓勵同學積極爭取各種學習資源。
最後，透過北極星服務隊的介紹，使新鮮人
了解淡江社團各項特色，更特別準備五元素大
球讓學生玩得不亦樂乎。化材一戴千詠說：「參
加開學典禮，讓我更加了解大學生活了！」

及交換意見，讓我對未來如何經營社團及在組
織運作中所要扮演的角色，有著全新的認識。」

社團博覽會招生出奇招
由課外
活動輔導
組舉辦的
「105 學
年度社團
招生博覽
會」於 8
日起在海報街正式展開，分別由學藝性、體育
性、服務性等 122 個社團共襄盛舉。
本次活動以「社團夢 GO」為主題，各個社團
使出渾身解數展現特色，以招攬新生。國防研
究社穿起專屬迷彩裝穿梭於海報街中；啦啦隊
以比賽服上陣表演，散發活潑氣息；創意氣球
造型社更做出英雄電影的道具吸引目光。博覽
會現場還有日本浴衣、角色扮演等，社團奇招
盡出。企管一陳韻文表示，「學校舉辦社團博
覽會，讓我可以選擇自己所喜愛的社團，感覺
很棒。」（文／廖吟萱、攝影／陳柏儒）

社團大聲公

淡江鐵道社

「淡江
鐵道社」
帶你領略
鐵道的奧
妙！ 鐵 道
社是本學
期的新創
社 團， 由
一群對鐵
道充滿熱
愛的夥伴
所組成，承襲前身「淡江鐵道同好會」，以
研究鐵道知識與推廣鐵道趣味為社團宗旨。
社長運管二徐偉豪表示，「希望能讓對鐵道
愛好的朋友們能有一個可以分享和交流的地
方，這是我和夥伴們創社最大的動力。」
社課主要以講師授課為主，本學期邀請淡
江鐵道同好會的學長們和國立臺灣大學火車
暨鐵道研習社前社長鄭杰騏分享自身經驗與
名片式車票的相關知識。
另外，還有讓社員們交流的時間、安排模
型課讓社員們親手操作，以及與其他大專院
校的鐵道社共同舉辦參訪活動。徐偉豪說明，
鐵道知識涵蓋範圍廣闊，並不止於鐵道和列
車車種，還有車票、攝影、地下化建設等，
希望藉由課堂上的分享，讓大家更加了解。
徐偉豪回想，「因為老家在花蓮，我小時
候大部分的記憶都與鐵道有關，因此一腳踏
入鐵道的世界。」未來，鐵道社將會在校內
展示鐵道文物和舉辦鐵道攝影展，希望以此
讓更多人知道鐵道的趣味，「所有對鐵道有
興趣、有好奇心的朋友們，趕緊加入我們的
行列吧！」（文／楊喻閔、攝影／閩家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