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中文三王雅蕾：天氣再冷也要熬夜支持零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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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課程系統飆上線 學分學習不設限
重新整理繁瑣的資
料，靠線上雲端
就能有效管理社
員，「將能節省
社團幹部的作業
時間。」參與吉
他社的中文一陳
廷禎說，系統化
能幫學生整理並
儲存社團經歷，
「相信在未來就
業、面試整理資
料時，有很大的
幫助！」

重訓專區喬遷游泳館 開放時間延長至10小時
vs.
SG323重整後，場地變寬敞，教學
品質大幅提高。（攝影／謝佩穎）

移至游泳館的健身專區，開放時
間長達10小時。（攝影／謝佩穎）

（資料整理／淡江時報）

4校熱舞社齊聚淡江尬舞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熱舞社於12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與世新大學、輔
仁大學及文化大學合辦第4屆－我要Ba盃4校聯合舞蹈比賽，讓熱愛跳舞的同學
有機會與其他各校好手一同尬舞！
本次的活動以2對2挑戰賽為主，融合Popping、Girlstyle、Freestyle、Locking
及Breaking等各種不同舞風，也邀請本校極限舞蹈社一同參加Breaking項目，
而評審陣容則邀請到各校熱舞社學長姐擔任。本校熱舞社在Popping項目中奪
得4校之冠，社長電資三劉庭宏表示：「很高興淡江熱舞社在這次的比賽中奪
得獎項，希望大家可以從這次的比賽切磋中得到經驗！明年的比賽希望學弟妹
可以發揮自己實力來參加！」

塗鴉玩家

黃景昱

熱愛塗鴉的黃景昱，徒手用粉筆完成創
作。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
起，紹謨紀念體育館重量訓練室（SG323）
改為體育教學專用教室，不對外開放，另於
紹謨紀念游泳館2樓大廳規劃重量訓練的區
域，分為大門左側的心肺功能區和大門右側
的肌力訓練區，開放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的
上午10時至下午8時，每日長達10小時的營
運時間，供本校教職員工生使用。
體育事務處表示，由於原重訓室受限於開
放時間過短，想要使用重訓設備的同學常得
遷就上課時間的限制，加上重訓器材密度過
高，造成上課集合空間有限，為了維護同學
們學習權益和品質，在經費有限的考量下，
決定將重訓室部份器材搬遷至游泳館大廳，
延長每日開放時間，讓教職員工和學生能更
充裕安排自己的運動時間，做健身規劃。體
育處體育長蕭淑芬說：「首要解決空間不足
和使用時段有限，兩個最大的問題」，規劃
原重訓室僅供教學使用，以提昇教學品質，
讓上課同學不會受到干擾。
遷移後體育處陸續接到不少師生反應。有
些人認為在大庭廣眾之下健身是十分彆扭的
事，希望能有圍牆做為區隔。體育處表示，
在總務處的評估下，為不影響原有大理石地
板材質，目前使用簡易圍籬進行區隔，蕭淑
芬提到，這還需考慮消防法規和人員疏散、
流動等問題，「先以目前開放空間的狀況先
試用看看，期望能養成同學守法和自律律人
的精神。」至於開放空間健身造成心理尷尬
的情形，蕭淑芬說，這是習慣問題，諸多運
動如籃球、排球等戶外活動，「都是運動給
大家看！」加上游泳館重訓室剛開放，還會

本報記者

冬令
研習

充實新聞實力

【記者劉昱余報導】新的學期來臨，在迎接新氣
象的同時，本報記者不忘精進採訪與攝影能力，11
日在臺北校園校友會館舉行寒假記者研習會，創辦
人與校長贈送蘋果與橘子祝福記者們平安、吉利。
而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在開訓典禮中，提醒記者們在
資訊爆炸的時代，應該要保持「自己」的存在，找
到與周遭的差異性，以及不同的觀點。
此次課程邀請到了聯合報系聯合影音網副主任李
碧蓮，與大家分享新聞專題與人物專訪的技巧，並

「我只要畫畫，靈魂就可以得到救贖」，立志當世界頂尖街頭塗鴉藝術家的物理
四黃景昱，說出畫圖對他的人生意義。只因朋友有次在他身上隨意塗鴉的惡作劇，
開啟了他把生活的城市作為畫布的想法。為了開創另一番天地，不像一般塗鴉藝術
家在牆面上作畫，他選擇在平常人們每天走路都會親近的「地面」上畫圖，並在去
年，進行了一趟環臺灣西部城市的塗鴉之旅，短短一年「畫」掉近800支粉筆，踏
遍6個城市。他說，跨越紙張，讓圖像存在於生活的角落，「作品的價值才能真正
被傳達出去」。
對於夢想，黃景昱不僅用嘴巴說出，更親身實踐。藉由最崇拜的兩位英國塗鴉藝
術家Julian Beever和Banksy，從他們的畫風自學構圖技巧。也常一人半夜到戶外空
地上塗鴉，一畫就長達3到6小時，甚至，「剛開始時，一畫12小時是常有的事。」
去年暑假時，更跑遍新竹、臺中、雲林、高雄等城市為自己「特訓」，在學校、
公園等地方，用畫作留下和城市互動的痕跡。也透過觀察路人，並嘗試說出他們的
故事，來讓自己抓回逐漸消失的想像力。為了聚集同好，黃景昱還跑到街上，隨機
抓路人介紹自己的作品和對畫畫的理念，因此多了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朋友，一同
看展覽和出外塗鴉。也積極展現自己，爭取到重建街創意市集上作畫的機會，引起
大人小孩好奇圍觀和欣賞。
夢想的路上，有支持也有人阻礙。黃景昱曾遇民眾對畫作的批評；半夜在路邊塗
鴉時，遇到警察的「關心」；也曾在凌晨巧遇淡水藝術家，主動教導構圖技巧，和
受到民眾的邀請到民宅外牆作畫，甚至也曾獲得路過飆車族對作品的讚美。
「人生就要豪賭一下，才會遇到有趣的事情。」不想過著無熱情的人生，他堅持
走一條較少人走的路，他笑說，走這條路可能會遭遇窮困，但因為是自己想過的人
生，所以至少是快樂的。存著「活著就是要改變世界」的生命熱忱，他想藉由圖畫
佔領每個街道。雖然每回的創作終究隨著雨水洗滌而褪去痕跡，但他留下每幅畫的
「曾經」，都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文／謝孟席、攝影／梁琮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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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駐足觀看新設場所，「目前是適應
的問題，但再過一段時間大家就都會習慣，
建立正向心態，一起度過這個磨合期。」
也有學生提出游泳館週邊設備還不夠完
善，如健身器材不夠齊全、沒有淋浴設備、
沒有鏡子可以檢查健身動作和角度。體育處
表示，健身器材優先滿足SG323的教學課程
需要，游泳館重訓室目前以基本需求為主。
由於健身器材價格高昂，須逐年補充添購，
目前正與總務處規劃淋浴、更衣設施，將在
大廳左右兩側分別建造男、女淋浴間。
再者，游泳館大廳空間機能喪失，部分
社團失去練習空間，例如需要室內且挑高練
習場地的競技啦啦隊隊，啦啦隊隊長運管二
楊賢美表示：「練習場地自游泳館挪至學生
活動中心後，空間變小，得和各系系羽協調
空間。」體育處回應，搬遷前就收到使用游
泳館大廳空間的社團反應，但決定以大多數
學生的使用權為第一考量，將游泳館大廳改
成不怕風雨的運動空間，作整體的規劃。原
本大廳是個休憩場所，現在則讓游泳館更有
複合式的面貌。
蕭淑芬表示，在校內腹地有限的情況下，
有配合上的困難。雖然設計上仍有改善空
間，但卻能讓同學有10小時的時間使用，她
指出，根據體育處統計，搬遷後游泳館重訓
專區的單日使用人數從開學第一天的20人持
續成長至98人，「顯示重量訓練的人數正在
回籠。」統計更顯示出，下午3點後是使用
高峰，她也建議教職員工：「可以下班後到
游泳館跑個跑步機，邊跑邊等校車或紅28，
是一個很棒且可以利用的運動時間。」

舉了許多實例，李碧蓮認為新聞媒體
負有教育責任，提醒記者們要鍥而不
捨、態度積極。另外，聯合晚報文科
組撰述委員王彩鸝向大家分享新聞採
訪技巧，她認為新聞無所不在，而記
者應該要主動，並且用不一樣的角度
去思考，才能夠找到與眾不同的新聞
素材。王彩鸝認為記者們需要「認識
淡江時報」，才能夠讓這份刊物產生
更多的影響力。新聞攝影則邀請壹周
刊攝影主任姜永年分享經驗，並評析
本報記者攝影作品，以實作分析讓記
者了解攝影技巧。
本次研習，讓記者們收穫良多，
更有方向地迎接新學期的開始。剛
考入淡江時報的攝影記者大傳二黃
潤怡說：「我更了解新聞是怎麼一回
事。」中文四莊旻嬑則表示講師們實
務經驗豐富，「從他們的分享中，看
見了更多不同的新聞報導角度。」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2/20(一)
10:00

課外組
海報街

「學藝好玩」週

吉他社三樂團

勇於實踐夢想的吉他社樂團，
自行製作單曲，要讓更多人聽到他
們的音樂。（攝影／謝佩穎）

列印活動日誌單給新生，事後也不必新增實
作名單，在作業流程上省事許多。
課外組承辦人員許晏琦表示，會設計此系
統主要是強化學生在「參與」及「執行」面
的學習成效、有效在線上完成建檔系統，學
生除了下載日誌填寫外，更能即時查詢認證
情況及參與社團活動進度，甚至在作業上
增加獨立編號條碼，TA只要刷過條碼後，
馬上連結到系統上，有效將作業電子化，且
完整儲存社團經歷。許晏琦說，「系統建立
後，讓社團學分化更加有效連結，也讓學生
在大學四年都能保存社團經歷，對未來就業
很有幫助！」福智青年社副社長日文二洪乃
文表示，系統化後，不用倚賴紙本，也不必

線上系統啟用，社團學分更加
資訊化。（系統畫面／社團學習與
實作課程系統）

【記者李又如、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社
團學分化又有新創舉！15日在Q409舉辦的社
團認證長說明會，公佈最新的查詢系統正式
上線！課外活動輔導組將包括課程通知、活
動日誌單、社員名冊等所有社團學習與實作
課程的相關資料，都整合在新的「社團學習
與實作課程系統」（http://lpcs.tku.edu.tw）
中，大大減少社團端繁雜的作業流程，大傳
系系學會認證長大傳二柯敬倫表示，「資訊
化真的方便很多！」
大一新生可直接進到系統中填寫該次活動
的活動日誌，列印後交給社團認證長蓋章簽
名，繳交至SG201給社團TA審核，在系統上
即可知道通過與否。而社團端也不必再額外

活動看板

獻給你一首歌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去年年底，寒冷的冬季裡，大佳
河濱公園舉辦了一場「夢想音樂節」，超過百組音樂人，在這裡
用夢想溫暖你的心！活動中特別企劃「Demo Market」，讓音樂人
擺攤販售自己的Demo試聽帶，一片小小的CD裡卻能聽見滿滿的
心血結晶。歌手陳綺貞就在夢想音樂節的開幕記者會提到，Demo
是很私密的東西，「裡面可以聽到創作者創作的勇氣。」而這100
組音樂人裡頭，就有3個是來自淡江的好聲音！用追夢的勇氣實現
理想，更將淡江音樂散播給所有愛音樂的人！
來自淡江吉他社的3組音樂人分別是詹宇庭、Vast & Hazy、Sure!
樂團。其中Vast & Hazy挑了他們的第一首歌<Yet>來製成Demo，
團長資傳三林易祺表示，可以和眾多音樂人一起在這個地方擺攤
賣CD、還有旁邊附設的小舞台「夢想大聲公」表演，「很像街頭
藝人！而且很溫馨。」
Sure!樂團主唱產經四董兆怡，因為樂團成立時間並不長，知道
可以參與Demo Market後，第一件擔心的是「會有人買嗎？」不過
她笑著說，「很多好朋友一起去，所以我們也決定衝了！」花了
一個禮拜，和團員保險四鄭凱文從設計、包裝，手工製作完成，
董兆怡也說，「能夠參與這個活動非常難得！很多人來我們的攤
位來買CD，超級感動！」

波昂大學

波昂大學（Universitat Bonn）由國王Friedrich Wilhelm三世創
於1818年，該校不但是德國最具規模的大學之一，也是北萊茵
威斯特伐利亞邦第3大的大學，本校於2000年11月7日正式簽約
為姊妹校。
波昂大學的前身為科隆公國學院，建校時間不長，但其教育
理念卻深受啟蒙主義影響。德國納粹統治時期，波昂大學主樓
在盟軍的空襲之下遭到嚴重破壞，幸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恢復原來的樣貌，並有更好的發展。現今波昂大學共設有天主
教、新教、法律和國民經濟、醫學院、哲學院、數學及自然科
學和農學院等7個學院。學術方面，特別聘請數位重量級的外國
客座教授擔任講師，研究方面，每年約一百名宏博學術基金會
的特別研究員，於校內從事國際性的教學與研究，師資及教學
方面皆獲得國內外的一致肯定，目前約有將近6000位外籍學生
於該校就讀。
波昂大學也曾於本校55周年校慶時，由波昂大學校長Dr.
Matthias Winiger帶領該校國交處主任Dipl. Ing. Liselotte Krickau-Richter蒞校參訪。（楊蕙綾整理）
圖片來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show/article/wchoi/
A1293405289

相關「姊妹校 On Air」連載，請上淡江時報網站（http://
tkutimes.tku.edu.tw）點選姊妹校專區，就能搜尋到更多
友校資訊！

淡江之夜 迷霧驚魂

原住民獎學金申請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 100
學年度第2學期原住民族籍獎助學金
開始申請啦！獎學金共區分為「獎學
金」、「工讀助學金」、「低收入戶
工讀助學金」，而申請資格，依照不
同的成績標準及要求，提供申請。
獎學金申請的方式直接於網路上作
業（http://140.127.81.65/ )，時間至
24日截止，並將相關資料繳至B406
室。詳情請洽生輔組網站（http://
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2）。

氣象局發布寒流特報，低溫的淡水受濃霧包圍。情人節剛
過，冬季最美的淡江，在校園中產生朦朧虛幻。但也有不少同
學直呼：「伸手不見五指了！」意外留下「迷霧驚魂」的奇妙
氛圍。（攝影／林奕宏）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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