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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你的大學學分只有
選課小表上的課程嗎？NO！NO！NO！校內五花八
門的社團絕對是學習十八般武藝的選擇。99學年度
共有204個社團，社團博覽會「淡江一甲子，社團起
飛GO！」9日在海報街熱鬧展開，上午10時至下午5
時，共有108個社團擺攤，至17日止，各類型社團齊
聚展開招生，花招百出創意十足。
　擺攤首日各社團即火力全開，拉高分貝出奇招，吸
引新生目光，競技啦啦隊穿著啦啦隊服，在一片人海
中吸睛指數超高；劍道社不畏大熱天全副武裝，一手
手持竹劍，一手發傳單；詞曲創作社更將整套爵士鼓
及吉他設備搬到現場，讓新生親自體驗，十分有噱
頭。海報街人氣滿點，理學院學士班一年級林映彤表
示，感覺很像園遊會，非常新鮮、熱鬧；保險一施景
文手裡拿著滿滿的傳單，他說：「想要學習跳舞的技
巧，應該會選擇加入熱舞社！」
　本學期有10個新社團成立，分別是淡大瑜珈提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星期一 中文四尤思涵 ： 唉……眼一眨，學校已經是八年級生的天下了！

服務學習課程在地深耕 社區融合

　 【 記 者 翁 浩 原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讓我們拍手歡呼迎接你／歡迎你
到同舟來／看你親切又可愛……」
一年一度淡海同舟在熱烈的掌聲和
歌 聲 中 展 開 。 開 幕 時 ， 校 長 張 家
宜表示，今年除了是淡江60週年校
慶之外，同舟有45年的歷史，99學
年度也是「社團年」，希望參與社
團的人數倍增。期許同學鍛鍊自己
成為社團的CEO，在開學招生的
時候，使出渾身解數，盡情招攬社
員。最後叮嚀同學「要有健康的身
體，盡心投入社團，但是不要荒廢
學業。」
　淡海同舟99社團負責人研習會主
題訂定為「同舟世博」，99同舟執
行長經濟四吳權倫說，2百多位社
團幹部彷彿劉姥姥們，進入大觀園
大開眼界，吸收知識。為期5天的
社團負責人研習會，在淡水與蘭陽
校園舉行。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行
的「大師論壇—社團經營」邀請校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為使新僑生順利適應
校園環境，了解在台居留、出入境、全民健保等相
關法規，學務處僑生輔導組於本月8日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舉行99學年度新僑生入學輔導講習會。今年
的新僑生人數突破去年紀錄，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201位，來自17個國家，其中澳門及香港的僑生占
多數。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指出，台灣自國民政府來台之
後，就在華人世界扮演發揚中華文化的重要角色，
是海外華人了解中華文化的重要管道，僑生在此地
可深入學習中文，並將中華文化帶回僑居地向外國
人士推廣。
　僑輔組很關心僑生在校的適應情況，僑輔組組長
陳珮芬說，會親自約談每位僑生，以深入了解學生
近況。且每年皆會在中秋節等節慶為僑生舉辦活
動，帶領他們認識重要的中華傳統節慶；並舉辦
「知性之旅」，參觀奇美博物館等台灣重要的文化
指標，深入了解台灣在地文化，並鼓勵他們至文錙
藝術中心欣賞展覽、聆聽音樂會培養藝術涵養。
　國企系（前身為國貿系）畢業生黃保勝於會中分
享自身經驗，來自印尼的他告訴學弟妹們，不要害
怕陌生的環境，只要有一顆勇於發問及學習的心，
任何難題都能解決。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愛心服務無休假！今夏本校組
成23隊人馬到各地進行下鄉服務，不畏烈日當頭，用汗水來散
播愛與歡笑，其中包括首次實行下鄉服務的西洋劍社等社團，
西語學會與美洲所更將觸角延伸至中南美洲，讓愛沒有距離。
　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團瓜地馬拉隊隊長西語碩三牟毅庭表示，
除了讓當地民眾認識台灣文化之外，亦安排如何寫書法、打中
國結、摺紙扇等體驗活動，「原本我們覺得有些過氣的東西，
在他們眼中都是新的體驗，讓我們在指導的過程中，重新發現
台灣文化的美。」她說，當地人十分看重像這樣的文化交流活
動，「印象最深刻的是，幾百人用西班牙語唱中華民國國歌，
我們簡直感動到快哭了！」
　在本校創立近40年的西洋劍社，今年首次於嘉義舉辦擊劍夏
令營，利用團康、分組競賽等遊戲結合擊劍知識，讓小朋友們
在對抗的過程中，了解西洋劍這項運動。隊長航太四兵耿豪表
示，來參與的小朋友多數對西洋劍有著很高的熱誠，「也有那
種表面上一點興趣也沒有，隔天卻被阿嬤爆料，回家都一直拉
著她練習的小朋友，很有趣。」他說，其實多年前就計劃舉辦
夏令營活動推廣擊劍運動，但因較少學校有擊劍器材而推遲至
今，「希望能讓小朋友從小就認識擊劍，讓擊劍運動像籃球一
樣，更廣為人知。」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曾任教於本校體育室教授的王
永信，於上月28日歡度七十大壽。在畢業20餘年的籃球校隊隊
長謝章財的號召下，近30位校隊學長紛紛回到淡江，為昔日的
「嚴格教練」祝壽，舉行小型餐會，他們也不忘至體育館7樓來
場籃球賽，由畢業30年與20年的校友分隊競賽，王永信在場邊
擔任教練，重溫當年的「籃球夢」，他直呼：「就算八十歲也
要再打一場球。」
　身為前籃球國手的王永信，在本校任教40餘年，擁有一群籃
球校隊學生，即使球員畢業30年依舊情感堅定。謝章財表示，
老師對學生的訓練嚴格，卻有著深厚的情感，由於老師是韓國
華僑，在台灣親人不多，「學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樣。」謝章
財表示，慶生當天，老師也說十分感謝學生的陪伴，讓他在退
休之際，仍享受師生情誼。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全台首創「跨校數位學習學
程」本學期正式開跑！以本校為中心學校，與真理大學、聖
約翰科技大學聯合開課的「跨校數位學習學程」，本校大一
至大三日間部及碩博士生，不必額外花費，即日起至26日加
退選結束，皆可至跨校數位學習學程網站（http://program.
learning.tku.edu.tw）申請報名。
　遠距教學發展組組長陳慶帆表示，「跨校數位學習學程」
是台灣首次的三校跨校開課、跨校選修的創舉，學程結合三
校的特色課程與師資，提供學生更多元的選擇，修習不同學
校不同領域的學識，學生可把握這次的機會，提升競爭力。
　該學程採取「遠距課」與「實體課」的教學方式，內容包
含核心與特色課程兩大類。核心課程主要是授與數位學習，
由本校教育科技學系開課，課程內容有「數位學習概論」、
「線上帶領技巧與方法」、「網路教學平台與教學策略應
用」、「數位教學設計」與「數位教材製作」；而特色課程
則是由三校選取最具獨創性的內容授課，分別有本校中文系
的「華語文教學數位學習學程」、真理大學觀光數位知識學
系的「觀光旅遊服務數位學習學程」和聖約翰科技大學數位
文藝系的「動漫畫創意數位學習學程」，面對如此豐富且多
元化的課程，大傳三陸敬融興奮表示「完全免費又是全新課
程，不修課太可惜了！」

跨三校學程開跑 即起加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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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聲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自97學年度開
始實施的服務學習課程，自本學年度起全面施
行校園與社區結合，以「在地深耕，社區融
合」為主軸，透過社區服務學習，提供學生公
民實踐意義的環境，並助學生增進對他人關心
的情感。學務長柯志恩表示，透過學生實際體
驗社區服務，並與所學專業知識結合，不只能
回饋社區，也可使學生提早融入社會，找到自
己的價值，達到「共融」與「共榮」雙贏。
　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主要範圍包括本校校
園，結合淡水漁人碼頭、淡水鎮公所、淡水周

邊國小及社會服利機構等單位，並從「綠色淡
水環境保護」、「金色淡水社區文化」、「多
元學習教育輔導」與「有愛無礙弱勢關懷」4個
面向規劃課程，以多元的服務方式，達到具反
思效果的服務學習。
　「綠色淡水環境保護」主要服務單位包括荒
野保護協會、台北縣政府農業局漁業科與慈濟
慈善事業基金會，透過繪製綠色生活地圖、協
助漁人碼頭淨灘與資源回收，讓學生對環境有
更多關心的意願。「金色淡水社區文化」方
面，則與淡水鎮公所認養公園，定期由教官帶

領清掃，並依淡水鎮立圖書館等機構的需求，
同學配合參與服務，簽約儀式將於本月16日
（週四）舉行。
　「多元學習教育輔導」規劃在淡水鎮天生國
小，由教官指導學生，依小學班級數分組，準
備課程活動資料。「有愛無礙弱勢關懷」方
面，勘查本校及淡水鎮周邊的無障礙設施，建
立友善地圖，營造無障礙大學，並推動淡水鎮
無障礙觀光，此外，也協助中華民國無障礙科
技發展協會圖書資料電子化，協助視障朋友也
可享受閱讀之樂。

退休教授王永信七十大壽 重溫籃球夢

逾2百新血加入 僑輔組溫暖接待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60週年校慶
與持續推動校園菸害防制，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將舉
辦「淡江60、戒菸就贏」系列活動。軍訓室教官尤
臺蓉表示：「希望更多同學參與，共同改善校園環
境。」
　「方圓五尺不吸菸，無菸旅程Let’s Go反菸連
署」活動將自本月20日起至25日中午在大學城入口
舉辦，參加的同學還可獲得由春暉社同學設計的精
美小禮物喔！針對菸癮者新創的「樂活戒菸班」將
於10月2日在B302A舉行，課程包括減壓、飲食控制
與健康有氧操等，名額有限，凡戒菸3週且經過驗
證確實者還可參加抽獎，最高獎金5千元，見證者
可獲1千元獎金！
　另外，無菸害勸導隊志工招募自即日起至10月
11日止，凡表現優異者，可核定100學年度住宿申
請一學期及行政獎勵。詳情請上生輔組網站http://
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查詢。

戒　就贏 生輔組力推　害防制菸 菸

　新鮮人上課，A、B、
SG，教室傻傻分不清楚？
不用怕！淡水校園地圖幫
幫忙～（圖／謝慶萱）

淡海同舟鍛鍊社團CEO淡海同舟鍛鍊社團CEO

1.　在本校高喊「唱自己的歌」，引發
震撼台灣民歌史上著名的「可樂瓶事
件」，成為近代校園民歌的濫觴，造就
了一段美好的民歌時光，此傳奇人物是
誰呢？
2.　淡江校園一年一度的音樂盛事，挖
掘許多明日之星，連盧廣仲都是因此發
跡的，今年這場音樂盛事是第幾屆？
3.　本校校花是什麼花？
4.　全校最認真閱讀的女孩銅像，是出
自哪位大師之手雕刻的呢？
5.　文錙藝術中心前的銅雕「旅者」右
手提著行囊，行囊裡裝了什麼呢？

新鮮人不可不知
Q

　從本學期開始，新生於體檢時全面實施肺部一氧化碳
（CO）檢測。新生們排隊檢測，同學們也忍不住看其他
同學的檢測結果。（攝影／陳怡菁）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你的大學學分只有

社團卯足全力 博覽會花招百出 
第一次!新生實施CO檢測

　9月9日起在海報街展開社團博覽會，同學們無不卯足全力大聲吆喝，發送傳
單，五花八門的社團，讓新生們不知如何選擇。（攝影／黃士航）

社團下鄉服務 愛心不打烊 

友王惠芬等分享工作的
心得和以前經營社團的
時光，現場同學都很踴
躍發言與學長姊們交換意
見，管樂社社長產經二鍾
晉豐說，學長姊分享自身體
驗，格外實用。
　往年「服務學習」都只在教室裡
頭聽課，今年則安排「服務學習實
作」活動，吳權倫說，至實地服務
人群，學員們反應都很好，直接
下鄉服務，讓社團不只是校內活
動，而是深入社區與生活中。鍾
晉豐說，覺得同舟學員都是佼佼
者，像是學員時間，必須在兩小
時之內籌劃10到15分鐘的活動，
組員們不抱怨不害羞，很快就
完成表演，效率很高。希望可

1. 李雙澤　　2. 第22屆　　3. 櫻花
4. 本校通核中心副教授王秀杞　　
5. 行囊裡裝滿象徵二十一世紀以前的
　 先人智慧、愛心、勇氣與品德。

A

　淡海同舟99社團負責人研習會以演出乘船出航的戲碼，傳承同舟精神，期待各社團都能
發光發熱。（攝影／黃士航）

斯社、淡江大學撞球社、淡江大學種子課輔社、
Union海豚工作隊、淡江國際大使團、蘭陽志工服
務隊、實驗音樂社、建北校友會、淡江學園宿舍自
治會及如來實證社。其中Union海豚工作隊由幾位
對社團服務經營擁有熱忱的朋友共同創立，社長教
政碩一李青芳表示，海豚工作隊聚集有豐富經驗及
能力的社團退休幹部，提供資源發展及輔導各服務
性社團。種子課輔社則是發揮社區服務的精神，不
限科系號召只要有愛心、願意付出關懷的學生，針
對淡水地區弱勢家庭小孩進行課後輔導。
　如果面對上百個不同屬性的社團，還是難以抉
擇的話，那就更不能錯過週三（15日），晚上6時
30分至9時30分在活動中心舉辦的「社團之夜」，
各社團絕對帶來最精彩的演出，社團博覽會執行
長財經三陳宛君表示，20多個社團輪番上陣肯定會
「嗨」翻全場，想要更深入瞭解社團性質的新生們
千萬不能錯過！而社團之夜的尾聲，將會有緊張刺
激的摸彩活動，只要憑當天活動問卷都能有機會摸
到大獎！

將經驗帶入自己
經營的社團。

　 學員晚
會上，各
社團的表
演五花八
門，還有
男同學熱
情尬舞，
連眼鏡都
從鼻梁滑
落！（攝
影／黃士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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