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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誌
運管二倪靖：還沒有收心，希望暑假可以過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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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世界盃淡江人加持 運管四葉致璋接力 捧回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運管四葉致璋於上月2日在
拉斯維加斯的2012年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總決賽(2012
Worldwide Competition on Microsoft Office)勇奪2007版本
PowerPoint冠軍，替臺灣代表隊拿下第五座冠軍獎盃。
葉致璋興奮表示「很開心拿下冠軍」，國中開始就接觸
Microsoft Office，看到職輔組張貼的比賽海報，想藉由比賽
增加自己實務經驗，自今年3月份起參加校內舉辦的「MOS
微軟認證研習」與「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研習」，很榮
幸能擔任代表選手，感謝家人的無條件支持，以及指導老師
們在訓練過程中給予的幫助，希望「未來能將該項電腦技能
與所學相結合」。
指導本次競賽的老師之一，本校資工系博士校友陳智揚，
也曾是臺灣第一位參與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Excel項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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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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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選手，提到國內競賽試題常侷限於特定重點，與國外競
賽試題常以全盤性考法截然不同，因此對選手的訓練方式除
了引用歷年考古題，也會參照國外考題加強應變能力。陳智
揚讚賞：「葉同學做題目仔細、上課認真，會自行尋找解決
方法，透過反覆提問訓練作答能力。」
另一位指導老師劉文琇老師是目前就讀本校資工系碩專
三，曾經是臺灣第一位榮獲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Excel
冠軍得主，認為學校舉辦Microsoft Office相關課程，以紮實
的訓練讓學生不僅可以取得證書，更能學會專業技能，有利
於未來職場需求。職涯輔導組約聘輔導員游凱甯表示，本學
期的「MOS微軟認證研習」與「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研
習」目前正在規劃中，相關報名訊息預計將於今年10月初公
告，屆時歡迎同學踴躍報名。

海報街
        「漾，Young青春」博覽會登場      社團擺攤吸人氣
蛋捲廣場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學生照過
來，社團招生開跑！6、7兩日在淡水校園海報
街和書卷廣場展開的社團博覽會擺攤活動，共
有114個社團擺攤，艷陽高照，各個社團使出
渾身解數，要擄獲同學「芳心」。來不及參加
的同學們也可於今日起至14日，上午10時至下
午5時，到同一地點「逛大街，瘋社團」！
今年社團博覽會以「漾！Young青春」為主
題，社博執行長企管二林靖凱表示，以青春
為出發點，讓同學們感受到年輕的活力與熱
情，對於今年的新生，林靖凱說：「我鼓勵
新生多來看看社團，參與社團活動，讓大學
生活不留白。」在社團學分化方面，林靖凱
認為今年在社團認證的流程解釋和指導上，
相較100學年度更為紮實清楚，尤其許多新任
社團幹部，都是過來人，能提供新生適時的
幫助。
來到蛋捲廣場，淡江大學童軍團以繩結
打造七米高的斥候工程，取名「四角瞭望
臺」，提供垂降體驗，非常吸睛！走進人聲
鼎沸的海報街，新成立的新聞研習社以「大
聲公」吸引眾人目光，社長大傳三李又如表
示，或許有很多人不了解記者的工作內容，

希望透過社課的編採訓練和彼此交流，培養社
員新聞寫作的能力。她也以個人經驗談到：
「像我採訪過一些很有成就的校友，在過程中
磨練自己在應對上的技巧；再者，許多優秀校
友提到審核者在檢視履歷時，文字能力具有相
當的影響力，單就這方面，在社團中也能學習
得到。」亦為學藝性的新社團淡江新媒體社，
社長英文四吳依庭表示，以主動發掘新聞為目
標，希望人人都能成為媒體人。
想變得更美更帥嗎？彩妝社社長日文二巫珮
瑜指出，今年的講師陣容堅強，不要錯過這個
大好機會！你的表演細胞蠢蠢欲動了嗎？淡江
實驗劇團歡迎你！「一個努力在表演上深耕的
人，勝過於具有表演天賦者，因為我自己就是
屬於苦幹實幹型的」導演兼演員的英文三羅湘
茹笑著說，她鼓勵對表演有興趣的同學，加入
這個大家庭。統計一張宇辰靦腆地說：「第一
次逛社博，感覺很熱鬧，會考慮參加社團」。
高中為吉他社的法語一沈函穎表示，社團招生
十分熱情，自己已加入本校吉他社，延續對吉
他的熱情。中文一賴詠婷含蓄地說：「感覺好
像園遊會，目前正考慮參加合唱團，但是一直
填資料，有點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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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研究中心
網路報名

「2012年全國獎學金
競賽－歐盟創意PPT大
賽」活動報名（http://
www.facebook.
com/2012euppt）

09/10(一)
12:30

資訊傳播學系
黑天鵝展示廳

《黏稠的記憶》專業知能
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展

09/11(二)
10:00

師資培育中心
教育館ED601

與史懷哲相約在
綠光森林

理學院科學營 百名國中生探索科學奧妙

運管四葉致璋(右二)勇奪2012年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總決賽2007版本PowerPoint冠軍，上臺領獎與主辦單位Certiport公司總裁Ray Kelly(右一)開心合照。（圖／葉致璋提供）

社
團博覽會
上週四熱
鬧登場，
吸引同學
們駐足圍
觀。（圖
／劉代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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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新社團！今年學校共有18個新社團成
立，包括多元領袖人才交流研習會、模擬聯
合國社、E企諮詢社、歐洲聯盟學社、淡蘭彩
船社、海鷗社、淡江菁英青年服務團隊、聖
經研習社、生命品格研究社、新聞研習社、淡
江新媒體社、淡江大學電子競技社、極限運動
社、運動競技發展與服務社、淡江BEATBOX
社等，提供同學更多選擇。其中，E企諮詢社
的取名引人好奇，社長會計二陳佳伶說明，希
望透過網頁設計的訓練、PowerPoint及3D軟體
的學習，讓對電腦感興趣的同學能培養第二專
長，未來也想與企業合作設計網頁。此外，你
羨慕海鷗到處翱翔的自由嗎？海鷗社負責老師
詹世民指出，社團以健康遊玩為訴求，本學期
會利用各種交通工具及萬能的雙腳，帶領社員
玩遍大台北。
最後，不容錯過的「社團之夜」將於12日在
學生活動中心舉辦，看20個社團使出渾身解
數，表現社團特色。其中，啦啦隊將演出前所
未有的雙人技巧動作「涮涮鍋」，讓人拭目以
待。學務處學務創新人員李意婷說：「希望新
生們可以踴躍參與社團活動，熱情展現青春，
有一個不平凡的大學生活」。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暑假瘋科學！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在暑假期間與本校理學
院共同舉辦「淡江大學科學營」，兩梯次共
112名國中生熱情報名參加，扮起小小科學家
一同探索科學的奧妙，彷彿親臨卡通德克斯特
的實驗室。
三天的營期劃分為數學、物理和化學三部
分，以實際操作和創意遊戲的方式，讓國中生
深入淺出的認識科學，晚會裡更安排讓小朋友
大秀「演技」不僅扮演卡通人物，還模仿起明
星歌手讓枯燥的科學營變得生動有趣。授課的
數學系副教授李武炎表示：「科學營是以簡單
的原理邏輯讓國中生將科學原理應用在生活
上，營期間不僅僅是科學課程，也安排各項團
康活動讓學生藉此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希望
中學生能愛上科學。」
本次科學營用輕鬆易懂的方式結合實驗、遊
戲將生硬的科學常識介紹給中學生，數學課程
中，李武炎以「韓信點兵」的益智遊戲讓數學
不再枯燥無味，物理課程由清華大學教授戴明
鳳以投影機投射角度大小介紹「偏振片」的原
理，化學系教授吳嘉麗則以實驗的方式帶領同
學製肥皂，透析製作的原理。
執行長化材四魏振勛表示：「對這群國中生
來說這絕對不是一個枯燥的科學營，而是一個
令他們回味無窮的營隊。在營期中學員的回饋
也讓我們十分感動，營隊結束半個多月，小朋
友仍持續和我們用Facebook分享實作心得。因
此可以證明他們是多麼熱愛這營隊。」

柬單愛、育樂營、課輔 21支暑期服務隊豐收 3臺傻瓜電擊器進駐淡水校園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就
在今夏，你服務了沒？近年來有越
來越多學生加入服務的行列，這個
暑假也不例外。本校出動21支暑期下鄉服務隊，365名學生
在海內外各地散播滿滿的愛心，為各地的學童帶來另類的暑
假。其中包含首次出隊的學生會、資管系學會、新北市校友
會和聯合校友會。
已成立4年的柬埔寨服務學習團，第6次前往柬埔寨且拉長
服務天數至22天。開設中文、電腦課程，更特別的是將中華
文化，以活動體驗的方式，如製作毽子和中國結、跳繩及丟
陀螺等，使柬埔寨居民了解文化，並捐贈二手衣物給當地需
要關懷的居民、提供7臺電腦給當地的蓮花等佛院，贈送文
具用品給天使孤兒院。
隊員企管四劉雅倫說：「當地小朋友對於電腦的開、關機
及使用滑鼠都是第一次的新鮮體驗，加上他們積極認真的學
習，皆是增加我們教學的動力。此外，當地生活不便，居民
仍相當知足，珍惜所擁有的資源，值得我們學習。在當下最
開心的莫過於享受服務的過程。」
海天青社跳脫以往侷限在北區服務，今年選擇南下高雄市
溪洲國小舉辦育樂營，隊長管科四郭雅媖興奮地提到本身是
校友的關係，小朋友都稱呼為學姐，「讓我倍感親切」。為
延續花友會、Union海豚工作隊及源社往年在臺東泰源國小
的服務，學生會接棒繼續將愛傳下去。財金四徐振傑提及，
以往學生會在學期間舉辦蛋捲節、忘春瘋及藝術季等大型活
動，藉這次機會課輔小朋友，是一個很棒的經驗。其中，由

各地校友會會長組成「聯合校友會」至臺中天恩關懷協會服
務，隊長財金三洪巧娟提到，每個校友會皆有獨立的作業流
程，藉由這次聯合服務過程彼此學習，將過往所學發揮得淋
漓盡致，服務是要相信自己做的到，「有心要做不要怕，不
做不會怎麼樣，做了就會不一樣」。
有別於一般服務隊的育樂營及暑期課輔，學務處服務隊在
嘉義來吉國小舉辦「暑期綠活圖文化營」。綠色生活圖是透
過創作「綠活圖」來體現永續生活、自然生態及在地的文化
社會。學務處專員陳瑞娥表示，在短短4天中，20多位的小
朋友完成2幅部落地圖，主題分別為「尋根之旅」和「山豬
部落」，透過繪製來吉部落綠色生活地圖的過程，讓部落學
生不僅可以了解自己的生活場域，更能進一步認識部落的傳
統文化特色、歷史典故及營造保護家園的概念。學務處課外
組將於27日晚上6點半舉辦暑期服務隊成果發表會，各服務
隊屆時將分享其服務收穫及感受。

柬埔寨
服務學習
團今年主
題設定為
「我寨這
裡 柬 單
愛」，進
行為期22
天的服務
學習（圖
／李虹旻
提供）

「社團TA」招募活動開跑囉！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社團
TA是協助講師的左右手，也是讓學生
走入社團的領航員，更是社團經驗的
傳承者。本校101學年度社團TA招募
活動正如火如荼進行中，今年TA類型
依據性質劃分為行政、行銷、活動與
教學等領域，歡迎社團經驗豐富、對
服務充滿熱情的學生來報名！
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組員吳孟香表
示，舉辦徵選社團TA是希望能藉重
社團人的長才，協助分享社團經營技
巧，再經過組內部篩選後，未來也會
分階段進行基本與進階培訓課程，輔
導其通過ESSOT社團經營師認證，相
信有助於強化TA們未來職涯發展的
基礎，也能彰顯淡江大學「社團學分
化」之發展特色。
社團TA招募報名將於本週五截止，
欲報名者請至課外組網站下載報名
表，填妥後寄至tkuexta@gmail.com，
徵選時間預定為下週二展開，課外組

也將再另行通知個人徵選時間。

「社團五虎崗」協作平臺啟用
除此之外，課外組於暑假期間配合
淡海同舟活動，成立嶄新的「淡江大
學社團五虎崗」協作平台https://sites.
google.com/site/tkuexta/list/01，目的
為藉此整合本校217個社團，並建置社
團、TA、學生三方的合作交流平臺，
提升淡江學生核心的競爭力！
課外組約聘人員許晏琦提到，此協
作平臺的存在另有五項願景，包含提
倡「講師」專業交流、提高「學生」
多元學習、精進「社團」經營管理、
實施「課外組」走動式輔導，以及落
實「社團TA」傳承，更將該網站地圖
劃分為：淡江社團、社團TA專區、社
團學習與實作及社團知能研習等四個
主題，以更為簡潔明瞭的介面，方便
淡江社團人使用。

SG紹謨紀念體育館
L文學館

大田寮區

理學院於8/6、8/15舉辦兩梯次國中科學
營，吸引112名國中生熱情參與，一同探索
科學的奧妙。

新鮮人 照過來
教室代號 報你知

B商管大樓

S騮先紀念科學館

G工學館

O傳播館
Q教育館

N紹謨紀念游泳館

E工學大樓

C鍾靈化學館
福園
驚聲廣場

上週四、五舉辦「新生開學典禮
暨入學講習」活動，首項課目「克難坡巡
禮」，挑戰新生們的耐力，有的同學（左
圖）邁出開心的步伐，也有的同學（上圖）
堅持要擋住火辣太陽，更有的同學（左上
圖）爬完克難坡，呈現「腿軟」的痛苦表
情。（攝影／鄭雅文、蔡昀儒、謝佩穎）

育大樓

ED教

H宮燈教室

克難坡

T驚聲紀念大樓
心

R學生活動中

FL外國
語文大樓

學府路區

U覺生紀念圖書館
松濤館

水源街區

圖／李冠緯
文錙藝術中心

淡海同舟「夢想藍圖-啟航」 鍛鍊社團CEO 期待各社團都能發光發熱
【記者李亞庭、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101學年
度「淡海同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於上月13日在化
學館水牛廳舉辦服務員受聘典禮，校長張家宜致詞
時表示，本校重視社團發展，是淡江核心之一，期
許同學將三環五育與三化教育融入專業與生活中，
淡海
同舟服
務員在
「薪傳
」活動
中帶來
精彩的
劇表演
。（圖
／盧逸
峰）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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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體育處於上週四與立偉電子合作
的AED(自動體外心臟電擊除顫器）教育訓練，吸引40多位的體育
處的老師及教職員工前往參與。體育長蕭淑芬表示，同學和老師
們在體育館激烈運動，有可能出現心律不整的情況，AED做為一
種人人可使用的電擊器，能在關鍵時刻施予緊急救護，非常有其
現實意涵。目前本校有3臺AED機器，分別配置於體育館、游泳館
及衛保組。
AED俗稱傻瓜電擊器，是一臺能簡易操作的救命機器，即使你
完全不懂AED的使用方法，機器也會在接通電源後，以語音指導
電擊救人的步驟。同時，為鼓勵「見死要救」，日前行政院通過
修正草案，使得緊急救護設備或施予急救措施者，適用民法、刑
法緊急避難免責的規定。教育訓練過程中，立偉電子教育訓練員
陳瑋珩指出，臺灣每年大概有20,000人心臟功能停止，只有2.6%的
人可以在醫院被救活，原因是沒有在第一時間採取急救措施。

培養領導能力並發揮團隊精神，使淡江未來發展更
加蓬勃順利。
淡海同舟以「竭盡所能，締造遠景」為宗旨，期
望達到「超越自我、創新思維、團隊啟航、夢想實
踐」的本期目標，今年研習會主題訂定為「夢想藍
圖-啟航」，並於上月20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始業式，張家宜提示「領導是可以學習的」，亦藉
由有獎徵答的方式介紹淡江文化，更以國際化、資
訊化、未來化之三化教育理念勉勵各社團負責人。
今年為期5天的研習會，由232位社團負責人一同受
訓，執行長企管四卓怡菁說明：「希望服務員在這
五天營期能擔任社團各負責人的榜樣，也期望啟發
所有學員內心對服務的感動，將所有課程與訓練內
化成自我精神。」
活動來到第四天晚間的「學員晚會」與「薪傳晚
會」，各小隊當天使出渾身解數，演出10至15分鐘
的短劇，包含開場舞、歌舞劇與結合時事的模王大
道等皆融入其中，展現學生多元才華。活動組組長
企管四黃俞婷表示：「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學員在

短時間內激發創意並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為未來
可能遇到的難題達到示範作用。」薪傳晚會象徵上
與下的傳承，80同舟服務長廖介宏帶領50多位學長
姐蒞臨會場替學弟妹加油打氣，並肯定學弟妹為社
團付出的選擇是對的！
中文系學會公關長中文二陳翊慈表示，籌備演出
能凝聚小隊向心力，表演後聽到觀眾的掌聲很感
動，而晚會播放「前任社團負責人，寫給下一位
負責人的話」的影片時，更是感到「熱淚盈眶」，
也認為參加完這個活動，雖然很累，但學到很多東
西，也在服務員身上看到熱情，這就是「淡海同舟
的意義」。
活動接近尾聲，課外組組長江夙冠於結業式勉勵
大家，在未來一年能帶著社團往前衝。五天營期的
尋夢之旅競賽由第四小隊拔得頭籌，單車社社長電
機三王善弘分享：「心情錯綜複雜，感謝學校提供
這樣的營隊，讓各負責人彼此交流，為暑假留下難
得回憶。」資工系學會會長資工二鄭湘蓉表示，未
來更有信心和熱情帶領團隊走向正確的方向。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2012/9/7 下午 08:1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