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化材四高健皓 : 學生乖乖上課是最棒的教師節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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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好個讀書天 圖書豐盛開展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9/24(一)
08:00

諮商輔導組
B408

誠徵心靈園丁
（服務志工）

9/24(一)
09:00

行政副校長室
黑天鵝展示廳

黑天鵝書展
（9/17-9/28）

9/26(三)
10:3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藝術中心

數位e筆書畫藝術展

9/26(三)
19:00

商管學院
學生活動中心

第26屆商管學院
迎新晚會

9/27(四)
12:00

軍訓室
福園

淡江謝師恩，紫錐大會師

9/27(四)
18:30

課外組
Q306、Q409

體驗幸福分享愛
暑期服務隊聯合成果
分享會

二手書，「感覺有賺到！」除此之外，驚聲書城原本也設有
二手書寄賣專區，開學後寄賣書籍和參觀選購的人潮有明顯
增加。
想購買新書的同學，可別錯過黑天鵝書展！由亨利出版社
在黑天鵝展示廳所舉辦的展覽，於17日熱鬧登場，上千本新
書加上78折的超值優惠讓人心動，展中還精心規劃5折及10元
特價書區，讓許多學生紛紛搶購。為了特別搭配國家圖書館
3月份的漢字文化節活動，規劃漢字文化書區，提供作文、
文言文及成語的相關書籍，據亨利出版社人員陳乃勤調查說
明，每日二字及錯別字系列銷售最佳。
陳乃勤表示，淡江學生對於語言方面的書籍很感興趣，多
益、托福方面的書籍銷售量都很亮眼。中文四呂念庭表示，
「書展很棒！因為各類型的書籍都有，不用大老遠去外面的
書店買書，在學校就可以用更便宜的價格買到好書」。

【記者盧逸峰、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上週圖書豐盛開
展，包括二手書市集、黑天鵝書展陸續開幕。其中，「拍賣
二手書，讓書去旅行！」由課外活動輔導組、各系系學會聯
合舉辦的二手書市集，於17、18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本
次二手書市集活動共邀請35系之系學會參與，其中約有一半
的系學會共襄盛舉。課外組專員李美蘭呼籲，「請同學們不
要影印教科書，以購買二手書的方式維護智慧財產權」，也
可以提升書籍的運用價值。
會計二王佩穎表示，本次會計系學會募集到224本書，其
中大一英文、資訊概論教科書，以及法律類的書籍銷路都很
好，她認為整體「賣得很不錯！」西語一陳建宇和中文一劉
瑋群都認為，不少系學會都沒有擺攤，感覺會場有點冷清，
也沒有找到想買的書籍，「或許在臉書社群上找尋所需的二
手書籍，比較有效率。」
西語一林宣妤則是表示，在二手書市集用較低的價格買到
黑天鵝書展吸引不少學生前往現場。（攝影／林俊耀）

響應紫錐花 反毒總動員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推廣教育部
「紫錐花運動」，以清新、健康及反毒的理
念，軍訓室於本月舉辦一系列反毒活動。軍
訓室服務組校安人員魏玉文表示，教官和護
理老師們在軍護課程中宣導反毒教育，期以
建立學生的反毒觀念，同時與遠距組合作錄
製「反毒宣示影片」。
影片內容由校內師生發聲，入鏡對象有學
生社團、警衛及外籍學生，更擴大至淡江周
邊商家，為本次活動接力代言，預計將於
賽博頻道中播出，提倡反毒的重要。紫錐花
有增強人體免疫力系統的功能，歐美企業將
之製成健康食品，以其具有健身、抗毒的功
效，借引為反毒的代表花卉，現為世界性反
毒標誌。
現場協助錄製反毒影片的軍訓室教官曲冠
勇表示，宣導反毒教育，營造健康、無毒
校園。日前軍訓室在社群網站上成立「淡

響應紫錐花運動從校園出發，廣邀學生社
團接力代言，營造健康無毒校園。（圖／遠
距組提供）
江大學紫錐花反毒粉絲團」（https://www.
facebook.com/tkunodrug），鼓勵同學上網
瀏覽、留言，或按下「讚」，反毒總動員延
續下去。
此外，適逢9月開學季，校園內充滿著師
生互動的情景，為表達對於師長的感恩和敬
意，特別在教師節前夕（27日）中午12時，
軍訓室將在福園舉辦「淡江謝恩師，
紫錐大會師」，除了引領學生培養感
恩情懷之外，並向師長表達感激與祝
福，歡迎全校師生一同共襄盛舉。

迎新藏玄機 微光現代詩社 揭開猜謎趣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身為
少數、屬於例外，歡迎加入文字與微光
的隊伍。」成立第2年的微光現代詩社
於19日在文學館L405舉辦迎新茶會，並
結合社團特色，舉辦「詩」字路口猜詩
謎競賽，以4首「現代詩」重新詮釋學校
的4個地點：松濤館、文學館、驚聲廣
場、黑天鵝展示廳。社長中文二曾貴麟
表示，用現代詩結合淡江校園的特色，
能讓學弟妹理解原來校內的這些景點、
建物可以這樣被書寫，親手解答出謎底
後，更能發現「文學其實並不是難以親
近的，最後還是會回到生命的本質、生
活的周遭。」

參加競賽的新生必須依序推敲出詩中
內藏的玄機，一步步找到終點，如「守
在永夜的住所，該離開的迅速通過。我
並非專業的守夜者，關於預感，只知道
新的時光，正在不遠的地方，卸下行
李，抵達。」指的就是松濤館外的「旅
者」少女雕像。也藉此遊戲推廣「詩」
的不同面向、增加新生對現代詩的興
趣。 中文一陳安家表示，「詩」字路
口很好玩，覺得詩社的成員「真的很厲
害」能把校園中的地點，重新詮釋成一
首詩，更激發對現代詩的興趣，「原本
以為詩社是很安靜的社團，參加這次活
動後，真讓我改觀！」

實驗劇團 營造彩虹般美麗境界
期初公演

【 記
者 楊 蕙
綾淡水校
園報導】
每次演出
就讓人驚艷，精湛的演技，耐人尋
味的劇情，淡江大學實驗劇團期初
公演《彩虹糖》，將於本月28、29
日下午7時隆重登場，不同於以往戲
劇演出的呈現，今年特別展出靜態
作品，給予觀眾不同的視覺享受。
《彩虹糖》以大富翁遊戲為出發
點，描述4位兒時朋友歷經社會磨練
後重新聚首，回憶過往才發現，原

新聞研習社是101學年度新成立的新社團。幹部是由淡江時
報出生，一個培訓新聞人的社團。除了給予最基本的報導寫
作、新聞攝影的訓練，還有實作的練習，也會邀請到業界的講
師提供最貼近產業的資訊及記者生涯的分享。社團領域不侷限
在校園裡，這個自由平臺接納各種言論，對現今媒體大環境的
省思、跨出校園，到整個臺灣、跨足國際。希望培養出俯拾皆
題材的公民記者。
上學期的課程比較基本，包括採訪前如何準備？採訪時如何
應對？還會邀請受訪者讓社員實際練習，期末會應用所學，完
成一本專屬於自己的小報，再加上專業業師帶來的經驗分享，
厚實社員的基本功！下學期會有較實務的練習平臺，讓社員擁
有發揮的舞臺。社長大傳三李又如表示，「在這裡可以學到的
東西不一定只僅限於記者工作，還有如何與人互動、搜尋整理
資料、獨立完成作業的能力、紀實攝影的思維、甚至上課抄筆
記更會抓重點噢！加上文字力是未來就業必備的能力，來這裡
可以多學習到一種寫作方式，聽聽別人的故事、磨鍊你的筆
吧！」
（整理／謝佩穎）

工，「施工期間為確保學生權益會加強
重訓區的風扇設備和安全問題，如有不
便之處，尚祈見諒。」
對於原排定游泳課程的班級，體育處
教學組組長劉宗德表示，目前已調整課
程內容，少部分班級因為調配困難，體
育處則是提供6次免費使用游泳館設施。
原已辦理且尚在使用期限內的游泳證使
用期限將依維修所需時間辦理延期，請
於10月23日後至游泳館櫃台辦理變更手
續。
為配合校慶活動，本年度新生盃各項
球類競賽，改期至11月3、4日（週六、
日）舉行，報名將於今天晚上10點截
止，歡迎對球類有熱情的同學踴躍參
與，詳情請見體育處網站（http://www.
sports.tku.edu.tw）。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還記得上期
﹝867期﹞校園話題人物化材四鄧翔的空拍
初體驗嗎？本期他提供一系列淡水校園的空
拍圖組，並補充表示小時候對飛機等大型機
械有種嚮往，「希望像自己的名字一樣，能
夠親手操控機具，遨遊天際。」今年夏天鄧
翔以機架、無刷馬達、螺旋槳、伺服機、
GPS、飛控板、遙控器等零件，自行組裝mini

熱春天樂團
喧鬧世界首場演唱會

9/29(六)
19:00

實驗劇團
L209

期初公演《彩虹糖》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極
限舞蹈社與新創社團淡江BeatBox聯
合迎新表演於19日high翻體育館，特
別邀請舞研社和臺大嘻哈文化研究
社共襄盛舉，吸引近百位學生前來
觀賞。由極限舞蹈社為整場表演開
場，「風車」動作引起全場尖叫。
產經四錢翰唱出入圍mad street決賽
的〈跳著地板〉一曲引起全場「噪
音」。淡江BeatBox社帶來一連串的
口技表演，以快拍節奏、
仿喝水聲等音效，再加上
麥克風的效果，連地板都
隨之震動。
淡江BeatBox社社長資管
二蔡明翰提到，不只是男
生，「女生也可以學會用
嘴巴變魔術」。而整場
BeatBox唯一的女性表演者
是經濟二黃憶萍，獨秀一
小段口技，現場給予最熱
烈的尖叫和掌聲。舞研社 （攝影／賴意婕）
的5位美女以性感舞姿為整場表演
會一個大絕招上臺表演
注入女性柔美，使臺下觀眾為之瘋
賞。」

給觀眾欣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你有特
別感恩的老師嗎？福智青年社在教師節
前夕首度舉辦「感念師恩卡片活動」，
並於17日至21日在商館大樓前擺攤，現
場備有免費卡片和彩繪工具供大家使
用。社長資工三孫景匯表示，整場活動
截至20日已發送出近300張卡片，同學
們索取卡片相當踴躍，「希望透過本次
活動，將學生的感恩傳達出去，藉此帶
動師生間融洽的學習氛
圍」。
本次活動經費除了學
校補助之外，部份源
自福智文教基金會的贊
助，該基金會的原始理
念是希望大家能有感
恩的心看待周遭的環
境。對於現場卡片回收
率偏低的情況，孫景匯
認為同學不擅長即興寫
作，普遍需要時間構思
感謝語，所以活動會
延長至28日，「歡迎同

學們將製作完成的卡片送至福青社社
辦SG109」，校內卡片會替大家親自送
達，校外則是透過郵局寄送。化學一陳
衣凡準備要將卡片寄給高中的國文老
師，她表示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感謝
老師當時的照顧。
西語四陳怡安開心秀出寫給德壽老師
的卡片，感謝老師從未給予我們壓力，
祝福老師佳節愉快。（攝影／謝佩穎）

覺生圖書館頂樓、宮燈大道 盡收眼底
版直升機：六軸飛行器，讓夢想成功翱翔在
淡水校園上空。現行設備耗資4萬餘元，使用
GF2相機，採高畫質攝影，但目前還只能「盲
拍」，意指沒有螢幕，僅仰賴地面操作手憑
感覺遙控相機，鄧翔強調「相信我的技術
啦！」
看著空拍影片，剪輯出精彩片段，畫面品
質還算穩定，鄧翔的表情帶點自信的成就

感。他說：「設定電腦程式的平衡是操作最
複雜的階段」，要用耐心和毅力去慢慢調
整，未來計劃希望能以影片呈現，用熱情與
活力介紹校園，「不過目前尚未突破盲拍，
所以為了得到理想畫面，只能靠感覺一次又
一次地去實驗，下一步打算加上空中拍攝監
控系統和伺服機組，大舉提升拍攝品質。」
鄧翔說：﹁圖書館頂樓的畫面超壯觀！仔細看
還有拱型出入口。﹂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詞創社
覺軒花園表演廳

狂。運管二傅國冠和臺大
嘻哈文化研究社農經二何
世堯，則是帶來一首饒舌
歌曲，寫出不敢對喜歡女
生表達心意的歌詞。
極限舞蹈社的Battle伴隨著鮮明節
奏，2組人馬使出渾身解數，令現場
觀眾情緒沸騰。極限舞蹈社長化材
三周昆灝表示，透過迎新表演可以
讓大家認識「Breaking的3元素：top
work、 foot work及power move」。
經濟二張智皓則
說：「加入
極限舞蹈社後，
希望可以學

鄧翔說：﹁俯看宮燈大道，比實際步行來得更
長噢！﹂

化材四鄧翔以自製的﹁六軸飛行器﹂空拍淡水校園。︵圖組／鄧翔提供︶

視覺溫馨感。︵攝影／劉代揚︶

合作調製彩繪顏料。︵攝影／劉代揚︶

單位的新面貌，「構圖以溫暖、舒適的色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新學期走
調為主，星空的意象取之梵谷的畫作，兼
在校園中，能否感受到些微的不一樣呢？
具夢想和童趣的設計」，希望淡水校園內
商館4樓中庭的牆面，上週末悄悄地「上
的師生們，能享受這個放鬆且遨遊自我的
妝」了！學務處專員陳瑞娥表示，在牆上
空間。
作畫的用意「是給學生一個展現創意、巧
法文三王垣鈞分享說：「不同於先前在
思的園地」，希望同學們也能感受到學務
來吉國小重新為壁畫上色的經驗，這次是
處是個溫暖的地方，未來將不定期的換上
以學生為創作者身份，並參與其中，很享
新風貌，保有新鮮感。
受和大家一同繪畫的過程。」還沒感受這
本次彩繪是由美術社社長會計三鄭捷帶
奇幻無比的世界嗎？有空來這兒走走，度
領社員、愛好繪畫的同學，以及攝影社社
過一個美好的時光吧！
員耗時1天，將構想畫上胭脂未施的白牆
面。同為設計者的鄭捷表示，為符合學務
參與彩繪的同學們認真的盤坐在地上，
美術社彩繪商館大樓4樓白色牆面，打造

鄧翔 空拍實錄

9/28(五)
18:00

福智青年社 邀大家感謝師恩、獻心意

社長大聲公：大傳三李又如

學務處與美研社合作 彩繪新風貌

868-4.indd 1

來「人生」其實就是一場不能回頭
的遊戲。
實驗劇團期初公演，將帶領觀
眾進入彩虹般的美夢，即日起至27
日，中午12時至下午6時，於文學館
L213實驗劇場辦公室免費索票。此
外，本週五（28日）場次的觀眾，
下午6時40分起可至L212搶先觀賞劇
團靜態展。舞臺監督英文三羅湘茹
表示，「這次的公演劇本是所有演
員集思廣益後的成果，是集結大家
的創意及我們想要傳達的訊息」。
目前劇團僅剩29日場次尚有門票，
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前往索取。

新社團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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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館維修工程 縮短開放時間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紹謨紀
念游泳館於本月8日至10月22日進行加熱
系統及除濕通風等維修工程，體育處日
前公告因故暫停開放。而游泳館大廳重
量訓練區域雖然維持開放，但開放時段
縮短為周一至周五早上10點至晚上6點，
且因施工需要無法提供冷氣。
學生議會議長企管三劉書宇表示，近
日有很多學生反應游泳館開始施工日與
公告日間隔過於匆促，造成重訓室使用
不便及降低使用意願。大傳二蘇子翔表
示，運動時沒有空調設備會感覺悶熱，
很不舒服。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體育處積極爭取
教育部經費，在8月初經費下來後進行廠
商招標，為配合政府採購法進行公開招
標，於7日確定廠商後，隨即於隔天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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