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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提醒今日加退選 2017世大運志工招募ing 2016 MOS 賽 黃冠傑世界第四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加退選課程」，
將於 19 日（週一）中午 12 時 30 分起，至 27 日 11 時 30 分止。各年級加退
選課程開放時間，請至課程查詢系統（http://esquery.tku.edu.tw/acad）
「選課、
註冊及繳費等須知」查閱。課務組呼籲同學應審慎規劃加退選課程，並對所
修習之課程認真學習，努力不懈。為配合節能減碳，減少紙張用量，教務處
已不印發學生初選選課小表，若有需求同學，可自「校務行政資訊查詢系統」
（http://sinfo.ais.tku.edu.tw/eMIS）查詢選課資料、上課節次及地點。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2017 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正招募約 1 萬 8 千
名志工，其中「學生志工」以大專校院學生為主，擔任志工者可獲得限量志
工專屬紀念衫及專屬悠遊卡，熱血的你快加入！世大運素有「小奧運」之稱，
屆時將有來自 160 個國家的 1 萬 2 千多位選手來臺參加。志工是賽會最佳推
手與支援，期望透過提倡志願服務，發揮熱血精神，向世界展示臺灣的熱情。
相關資訊請詳體育處網站，http://www.sports.tku.edu.tw/main.php，有興趣的
同學請與體育活動組組長黃貴樹電郵 tree@mail.tku.edu.tw 聯繫。

【記者張書涵淡水校園報導】統計四黃冠傑參加有資訊界奧林匹克美名的
「2016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於電子試算應用能力（Excel 2010）項目
中榮獲世界第四名佳績。今年計有 114 國代表隊，各國精英參加 8 月 7 日至
10 日於美國奧蘭多舉辦的全球總決賽，能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級賽事中獲得此
殊榮，黃冠傑開心地表示，很榮幸能擔任代表選手，感謝家人的支持，還有
指導老師們在訓練過程中給予的幫助，「Excel 的統整技能在我課業上有許
多幫助，希望能持續精進，進一步加強我處理資料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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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使整晚活動在氣氛高漲的情緒下結束。企
管進一黃靜懿認為，「整晚的活動都很精彩！
看完之後令我更堅定加入熱舞社的決心，期待
明年的社團之夜。」

詞創社 Live House 邀 3 知名獨立樂團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詞曲創作社
13 日於覺軒花園教室舉辦「Live House」邀請
知名獨立樂團山丘山丘、遊樂和槍擊潑辣至現
場表演，吸引超過 150 人參與。山丘山丘樂團
帶來該團唯一一首臺語歌「青春」，並唱出慢
板臺語歌的搖滾味道，炒熱台下氣氛；再次來
校的遊樂樂團則以「福爾摩斯」伴隨輕快且富
含強烈重低音的爵士樂，將氣氛推至高潮；最
後由槍擊潑辣樂團帶來「Drag Queen」，奏出
搖滾獨特的風格，high 翻全場。
剛加入詞創社的日文一于子庭於欣賞表演後
表示，從前便喜歡獨立樂團，在高中時期就在
熱音社擔任主唱，也熟悉山丘山丘與遊樂這兩
個團體。社長運管三陳緯翰表示，為推廣獨立
樂團，每學期均舉辦兩場「Live House」活動。
雖然籌辦的過程很艱辛，但看到現場不論台上
樂團成員以及台下觀眾皆十分開心，便覺得這
些付出得到回饋。

源社熱迎全校原住民新生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原住民族學
生資源中心於 13 日，在宮燈教室 H106 舉辦

時報記者研習 增能再出擊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9/19( 一 )
行副室 與書為友天長地久書展活動
9:00
黑天鵝展示廳

北極星社團 TA招新血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105 學年度北
極星服務團正在招募社團 TA ！本學年度起，
社團 TA 將走入社團，著重社團經營輔導，來
提升社團活動成效。凡對深化社團課程有興
趣，並通過社團學習與實作 A 入門課程和能接
受一年之培訓與服務的在校學生均可參加。報
名方式為填寫線上 google 表單，然後在 26 日
面談會上確定參加意願。詳細招募甄選流程與
說 明， 請 見 網 站 http://spirit.tku.edu.tw:8080/
tku/main.jsp?sectionId=3 或 洽 課 外 組 許 晏 琦，
校內分機 2220。

心靈園丁需要你
【記者張書涵淡水校園報導】諮商輔導組
招募心靈園丁囉！邀請你一起來幫助醫院及
國小兒童！諮輔組會提供魔術、團康、氣球
等等免費課程，也將會至醫院服務以及國小
舉辦營隊，即日起至 10 月 11 日，意者請至商
管大樓 B408 室林昱芳或林仲威報名，校內分
機 2221，也可上網報名，https://goo.gl/forms/
ufXmtG5WzGj58dXx1)

校園的建築均有代碼，B 是商管大樓、E 是
新工學大樓、L 是文學館、T 是驚聲大樓，H、
V、G 又是代表哪棟校園建築物呢？開學一週
了，仍可見到大一新生們霧煞煞，一邊低頭察
看選課資料開課地點，一邊搔頭尋找教室的青
澀模樣，幸好有好多熱心的學長姐主動以過來
人身份，體貼地指引教室。（文／詹雅婷、攝
影／鍾子揚）

【記者杜歡臺北校園報導】10 日淡江時報
社在臺北校園舉行暑期研習活動，校長張家宜
於開訓典禮致詞表示，期望時報在新的學年更
創新，除與創辦人贈送水果勉勵記者外，更贈
10 冊《媒體，寶物或怪獸？》，勉勵學生記
者要持續精進。行政副校長胡宜仁也肯定時報
的努力，期許記者們在時報增長閱歷。
研習會邀請大傳系助理教授沈昭良以專業角
度傳授新聞攝影重點，並以自身的新聞現場經
驗，評析記者攝影作品，提供多種照片裁切方
式，讓攝影發展出更多可能。《遠見雜誌》副
總主筆李建興則以幽默口吻列舉新聞包裝的 7
大重要性，結合自身臥底陸客團及調查夜市食
安的經驗，展現新聞人的耐力。自由撰稿人黃
哲斌提出「觀看、閒聊、書寫」3 道新聞採訪

的任意門，以自身作品為例講解新聞撰寫。
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鼓勵學生記者要帶著
使命感與榮譽感，在新學年繼續努力，同時肯
定各版編輯的努力。英文二陳昶育表示，黃哲
斌對新聞書寫的提點讓自己獲益良多；資圖三
陳柏儒表示，沈昭良的教學方式生動活潑，更
激發了自己提升攝影技能的動力。

證照研習看這裡
【記者張書涵淡水校園報導】由職涯輔導組
規劃，每學期都深受學生喜愛的證照研習課程
已開放報名，提供同學們在課餘時間精進自己
的機會，並拿取國際級證照為自己在職場加
分，詳細內容與活動報名時間詳見本校活動報
名系統：http://enroll.tku.edu.tw/。
國際微軟MOS Office 2013系列研習
TQC Word 2013認證研習
TQC+ Indesign CC編排設計認證研習
TQC+ PHOTOSHOP CC影像處理認證研習
英國City & Guilds「顧客關係管理師」證照輔導班
ACA Photoshop CC認證研習
ACA Illustrator CC國際認證研習

社團大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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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系助理教授沈昭良以專業角度評析記
者攝影作品。（攝影／何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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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秦宛萱專訪】「蹲到大腿感覺都快燒
起來了，但我很享受那樣的累！因為練好基本
功，會讓我更進步。」這是在「105 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中完成一般男子組擊劍鈍劍個人
賽二連霸的土木四江勁衡。他認為如果對這項
運動有熱情的話，「只會想著如何進步，根本
不會想要放棄。」翻開江勁衡比賽紀錄，從大
學才開始比賽的他，即在生涯中第一次出賽全
大運時得到第四名，接著便奪下冠軍佳績。
「在電影中只有古代的貴族才能打劍耶！」
江勁衡在國小 5 年級時，選擇了較少人接觸的
擊劍嘗試作為他體育課的項目。「我從來沒有
想像過自己會有機會出賽」他直言，由於國、
高中時課業繁忙，直到上大學後，才開始積極
地練習和出賽。
談起擊劍，江勁衡收起輕鬆神情，露出專注
的眼神，「擊劍是一項需要不斷思考且相當細
膩的運動，要擊中一劍，背後可能需要數十劍
的布局，且隨著對手的策略改變，自己也要能
隨機應變。」對於動作十分講究的擊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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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報
街因社團博覽會而熱鬧喧騰，各社團皆全力攬
客，介紹各自特色，最近很夯的寶可夢成了宣
傳元素，如創意造型氣球社便以汽球做了精靈
寶可夢中的卡比獸與噴火龍、樸毅青年團則製
作皮卡丘拍照活動背板，可愛又吸睛！
氣球社成員機電四方昱文表示，「盼藉由寶
可夢怪獸讓新生貼近氣球，也能了解氣球造型
的千變萬化。」攤位現場充滿了驚喜的笑聲與
快門聲，也達到宣傳效果。
化材一戴千詠表示，各社團的招攬功力讓人
很 high，在活動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各社團成員
的親切與熱情！「我考慮加入音樂性社團。」
在海報街有許多同學也感受到淡江時報社記
者的熱情，記者們手拿手板與報紙，積極向新
生宣傳下載「TKU 學生大代誌」App，滑滑手機，
即可閱讀每週最新出刊的淡江時報、4 版「校
園話題人物」與〈阿蛋與阿薑〉漫畫。
19（週一）日至 23 日（週五）在覺生紀念
圖書館出口處有〈阿蛋與阿薑〉繪製者辛卡米
克賀 66 校慶的打卡活動，參加者即有機會抽
辛卡米克的貓奴系列 line 貼圖，快去圖書館打
卡上傳照片！（文／陳品婕、攝影／陳柏儒）

【記者張力堃
淡水校園報導】
為慶祝 66 週年校
慶， 體 育 處 和 地 方 文 化、 社 區 環
境做結合，於 10 日下午舉行「師
長揚帆 ‧ 淡江啟航～水域活動體
驗」，邀請教師們一同參加淡水河
帆船體驗活動，稽核長白滌清、國
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體育長蕭
淑芬、教務長鄭東文等共 24 位師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前排中）、體育長蕭淑芬（前
長共襄盛舉。
排右）、教務長鄭東文（後排左）體驗帆船活動。（圖／
蕭淑芬表示：「在淡江服務這麼 體育處提供）
多年，這是第一次在關渡橋下、淡
水河中愜意地划著帆船，紅樹林的生態景觀近
在眼前，很奇妙。」她補充，「今年學校確實
想要把經營的成果向大家分享，向學生、向師
長、向全世界分享。在 66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你聽過
中，我特別感受到各學院與各單位間，互相交
TED 嗎？
流分享，大家一起往前走的感覺！」
每 年， 籌
王高成分享他第一次體驗帆船的感受，「我
辦單位邀
們順風而下，再以之字形逆流而上，不僅天氣
請各領域
舒爽宜人，身邊是美麗的淡水河景，是與平常
的傑出人
開車截然不同的新鮮有趣經驗，那感覺真的出
士， 以 每
乎意外的棒！」
人演講 18

土木四江勁衡

校園話題

社團夢 Go 海報街搶人

師長揚帆破浪初體驗

使看起來是一樣的『形』，但其隱含的內容，
舉凡戰術、動作和距離的執行等，都需經過縝
密的思考。」他敬謹地說。
在擊劍的訓練下，也磨練了江勁衡的個性，
「『冷靜』和『觀察力』是我最大的收穫。」
劍場上，沒有隊友支援，「選手們都必須獨自
面對對手所有的攻勢，唯有沉著，才能看清對
手的策略。」比賽落後時更需要冷靜地判斷，
「才能穩住自己陣腳，阻斷對手氣勢。」為了
在場上抓到對手弱點，不管是看對戰影片，還
是平常做事，「都讓我養成觀察的習慣，發現
別人沒發現的小細節。」
憶起 5 月全大運比賽期間，預賽成績不理想
的江勁衡，教練的一席話點醒了他，「不要把
自己當成是冠軍，而是把自己當成挑戰者，去
挑戰別人。」讓他拋開上屆冠軍的壓力，放低
姿態，全心投入比賽。「比賽不順利時，就回
頭看看教練和隊友，他們是我的後盾，能緩和
我在比賽中的緊張情緒。」
2 連霸的江勁衡享受獲勝時的榮耀，但更享
受練劍帶給他的一切。「教練不僅教導我擊劍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江 勁 衡 以 劍 會 友， 練 劍 使 他 磨 練 出
冷 靜 的 個 性 和 觀 察 的 習 慣。（ 攝 影 ／
林俊廷）

借問教室何處去

校長張家宜（前排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前排右 2）出席淡江時報社記者暑期研習活動，
勉勵記者們持續精進學習，並期許大家為 66 校慶系列活動報導努力。（攝影／鍾子揚）

「Umaq．原住民迎新季」，歡迎全校原住
民新生加入淡江大家庭，現場約 20 人出席。
活動序幕由團康遊戲開始，使新生在遊玩中
相互認識。緊接著介紹校內資源及原住民學生
的相關權益，並宣傳原資中心未來的活動規
畫。最後以族名介紹與聚餐聯誼結尾。活動承
辦人、源社社長大傳三剛牧柔說明，本次活動
目的在介紹原資中心，此外，更希望能增進學
弟妹之間的交流。
日文一張雁婷分享，經由本次迎新季，更加
了解校內資源的使用，也希望能認識更多朋
友，並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

證照研習系列

（攝影／何瑋健）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活動中心
變成道館！課外活動輔導組 12 日舉辦「淡江
66 道館」社團之夜，21 個社團在舞台上傾力
演出，吸引近千學生出席活動。
創意造型氣球社製作一隻 2 公尺高的噴火
龍，吸引許多人拍照合影；宜蘭校友會率先帶
來精彩的舞蹈表演，為表演拉開序幕。課外組
組長陳瑞娥致詞時表示，除了希望同學能對工
作人員的付出心存感謝外，更希望大家能攜手
創造更精彩的社團之夜。
學生會會長陳信宇帶來的 b-box 表演響應
主題，結合寶可夢元素，引領大家投入其中；
競技啦啦隊的高難度彈跳動作，令同學驚歎不
已；音樂文化社帶來耳熟能詳的「失戀無罪」，
引起大家的共鳴；烏克麗麗社為呼應中秋節
氣氛，打扮成兔子表演，可愛的造型令表演更
添趣味；鋼琴社除了表演六手聯彈，更演奏蕭
（攝影／陳柏儒） 邦的經典作品，令在場同學不禁想起「不能說
的秘密」中的鬥琴橋段；弦樂社用小提琴及大
提琴演奏流行曲，有些同學邊欣賞邊哼唱，現
場氣氛熱烈；吉他社以吉他伴奏，表演社歌，
旋律純粹簡單卻扣人心弦；二齊校友會的螢光
舞，令現場觀眾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國標舞社
突破大家對國標舞的印象，把舞蹈表演與戲劇
作結合，令人驚豔。
最後，熱舞社帶來各式各樣類型的舞蹈表

（攝影／陳柏儒）

技術，帶給我更多的是做人做事的道理；隊友
不僅是練習時的夥伴，更能在我低潮時互相扶
持。」他更以劍會友，「場上的敵手，下場後
是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江勁衡不刻意追求
下次奪冠，一心希望擁有近 50 年歷史的本校
擊劍隊，能持續長期以來的佳績，保有隊上的
好傳統。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分鐘以內
的 方 式，
分享他們對不同主題的見解。本學年新成立
的 社 團 TEDxTKU 工 作 坊， 社 長 英 文 三 洪
子恆表示：「TED 在 2009 年開放品牌授權
（TEDx license）讓全世界有熱情、有能力的
人能循著 TED 的模式，經營一個 TED 大會，
這些官方認可的論壇被稱作 TEDx。」TEDx
計劃旨在幫助社區，鼓勵各地的 TED 粉絲自
發組織 TED 風格的活動。
TED 淡江籌備團隊於 2015 年 6 月得到官
方授權正式執照，並更名為 TEDxTKU，同
年 10 月 31 日以「Different 非同凡響」為主題，
邀請各領域專家進行首場 TEDx 年會。
TEDxTKU 工作坊將以專為籌製短期活動
的工作坊形式存在，成員主要是為了籌備
TEDx 年會而召集。洪子恆表示，我們針對
的族群主要是淡江學生，希望透過這樣的活
動，可以讓同學們有更多機會接觸到不同領
域的知識。另外，也提到 TEDxTKU 今年的
年會考慮策畫偏向關於簡報製作、時間管理、
自我成長與淡水在地文化等適合大學生的主
題，預計將於 10、11 月登場，屆時，歡迎有
興趣的同學共襄盛舉。（文／簡妙如、圖／
TEDxTKU 工作坊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