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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三邱香琳：天涼好個秋，中秋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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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幸福分享愛 18組團隊用愛寫下暑期的感動
【記者林佳彣、盧逸峰淡水校
園報導】「一起來體驗幸福分享
愛！」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於上
週四舉辦暑假服務隊聯合成果分享
會，本次活動共有18個團隊參與，讓愛心遍佈全臺灣！種子
課輔社與樸毅志工社遠赴苗栗縣西湖國小，中文三曹雯婷分
享此次主題為「鄉知鄉惜」，以產業、環境、文化等元素讓
學員認識和體驗苗栗各個鄉鎮的特色。由修習「原住民文化
與部落服務」課程的同學們組成的「來吉營隊」赴嘉義縣來
吉國小。統計四黃俊霖分享，本次活動主軸為帶領學員完成

一張屬於他們部落的綠活圖，也協助遭受過八八風災侵襲的
部落重建，陪伴學員彩繪部落的藝術走廊。
天使社和樸毅青年團則是分別到新竹縣清泉國小和新北市
新興國小舉辦營隊，參加天使社營隊的電機三吳雲漢表示，
在原住民部落中，部份家長因在外地工作，與孩子相處的時
間縮短，所以藉由此次機會「在他們心中埋下一種子，期待
以後萌芽成長。」而參與樸毅青年團的中文四蘇芮儀表示，
「積極、信賴合作、感恩、興趣培養」是本團活動的主軸，
透過關懷把愛心傳達出去，讓孩子們感受溫暖與被愛。
另外課輔類別的服務學習，也是暑期服務隊推廣的議題之
一。海天青到高雄市溪州國小舉辦色彩學、邏輯學課程，康
輔社至新北市雙溪、上林舉行2梯次的營隊，連續10天營期
也考驗服務員的毅力，活動以「藝想世界」為主題，教授藝
術類知能，協助學員拓展創意的想像，而學生會則是到臺東
縣泰源國小舉辦營隊，儘管籌備期間歷經颱風來襲，但服務
員仍展現高度熱忱，利用這次機會教導學員認識電腦的硬體
設備，並製作出屬於自己的名片。
大地環保工作團和嚕啦啦社則是結合社團特色選擇環保議
題，今年暑期分別赴宜蘭縣五結國小和新北市長坑國小舉辦
營隊，除了教導環保層面的知識之外，嚕啦啦社也融合自然
科學，安排「傳愛背包」的活動，讓學員從遊戲中學習。
另一場分享會是由資管系學會、網球社、屏友、新北市校
友會等服務隊分享暑假的難忘回憶。各服務隊以影片或是投
影片的方式，解說服務的點滴記憶。資管學會在淡水國小補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強數位落差，讓小朋友熟悉電腦的應用；雄友會到八八風災
受災地區六龜國小帶給小朋友許多歡笑，隊長大傳三劉昱余
說到：「本次復興返服第2屆，和10年前的服務隊無太多差
異，我們只是多了一個勇敢。」屏友會隊長企管三陳劭凡上
臺分享：「過去曾有人提問多次參與服務是否值得，我的回
答是非常值得！」
幾乎每支服務隊的經驗談到，欲拉近服務員和小朋友的距
離，有個屢試不爽的法寶，就是「糖果」。柬埔寨服務學習
團則是透過拍攝當地的影片，播放出服務員們體驗「服務不
分國界、語言沒有差異」的感動。今年從東南亞所碩士班畢
業的高郁萍提到，服務動人的是「因為我們都記得那樣的自
己」。
本次分享會邀請法鼓山社會公益慈善事業基金會夏慧芝，
對於服務不遺餘力的她看完整場分享會，感動地向全體服務
員說：「謝謝你們在外面體驗幸福，在這裡分享愛。」課外
組組長江夙冠也到場期勉，「愛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
的責任。希望如天使般的服務員們別因畢業而中斷服務這條
路。」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李意婷表示，「既然時間都花
了，我們就要讓它有意義的度過。」分享會尾聲，由柬埔寨
服務學習團所有成員獻上一曲〈手牽手〉，帶領臺下服務員
們一同把手牽起來，用青春寫下奇蹟。最後，柬埔寨服務學
習團以兩首歌的時間，將今年暑假總計21支服務隊、1,126個
受惠學童，以及247,625服務時數，剪輯出所有精髓，完成一
部專屬於暑期服務隊的故事。

「體驗幸福分享愛」暑期服務隊聯合成果於上週四晚間熱鬧登場，現場超過百位學生分享他們暑期的感動。（攝影／盧逸峰）

感謝師恩大匯聚
推廣反毒總動員

中秋柚飄香 甜月餅溫暖異鄉學子的
【記者夏天然、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又到中秋佳節，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境外生輔導組為境外生解鄉愁，境輔組於27日中午12時在驚聲大樓10
樓舉辦「境外生中秋節贈月餅活動」，讓甜甜的月餅和飄香的柚子溫暖
異鄉學子之心。
為了讓境外生得知這個訊息，境輔組於日前以E-mail通知「歡迎全
體境外生同學踴躍至境輔組領取美味可口的月餅並品嚐柚子！」現場
吸引200多位學生參與。會場有香甜的茶點和柚子，還佈置嫦娥奔月的
海報，介紹中秋的來由和意義，讓境外生瞭解中秋的歷史淵源。境輔
組組長陳珮芬表示，本次活動首次讓僑生、境外生和陸生「三生合併」
辦活動，讓同學們認識更多朋友。「這是大一新生在臺灣的第一個節
日，舉辦贈月餅和柚子活動，為大家解鄉愁！」
來自馬來西亞歷史一的周隆良說，「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活動好新鮮！覺
得很開心！」他覺得臺灣的中秋和馬來西亞很不一樣，除了吃月餅還會吃
來自聖多美普林西比的國企三陸
柚子及戴柚子帽，真的很有趣。來自香港資圖一的吳劉麗則驚嘆，「原來
西里（左一）戴起柚子皮，與境輔
臺灣月餅和香港月餅的賣相完全不同，讓我大開眼界！」來自西非的國企
三陸西里是第2次參加這個活動，他說明，透過這次活動，終於了解中秋的 組專員陳慧芝（右一）開心合照。
（攝影／謝佩穎）
由來。「現在中文能力較好，所以能進一步了解中秋節的由來及習俗。」

商管學會迎新 歡樂氣氛中獎品大放送

為歡慶101年教師節及推廣反毒意識，軍訓室特於26日中午於福
園舉辦「淡江謝師恩，紫錐大會師」活動，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上圖
前排右四）、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上圖前排左三）、學生事務長柯志
恩（上圖前排右三）等師長皆到場致意。虞國興表示：「十分感謝全
校老師辛苦的付出」，亦呼籲同學「務必遠離毒品的危害，走向戶外
並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正向的面對人生。」
活動由僑聯社組成醒獅團，帶來鼓陣表演揭開序幕，接續由學生會
代表獻花及謝卡，並透過拉開綁有「老師謝謝你，老師我愛你」紙板
的氣球，致上全校學生的感謝與祝福；緊接著跆拳社（下圖）以擊破
象徵毒品的木板，展現出反毒的決心，並在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帶領
下，於「紫錐花反毒粉絲團」看板上貼上反毒支持卡，號召同學支持
反煙、反毒的活動。活動最後全場齊唱歌曲「明天會更好」，並在參
與師生一同喊出「老師謝謝你，老師我愛你；青春不留白，反毒一起
來」的口號下，圓滿的替整場活動劃下句點。中文四劉臻說：「能與
同學齊聚並參與這有意義的活動，真是太棒了。」
軍訓室主任陳國樑（上圖前排左二）對活動給予讚賞，並表示希望
能經由活動的舉辦，表達對全校導師的敬意，亦期望能透過教育與自
律，「建立健康無毒的友善校園，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環境。」（文
／藍硯琳；攝影／蔡昀儒、劉代揚）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上
月26日晚上在學生活動中心傳出一
陣的掌聲與歡呼，原來是第26屆商
管學會迎新晚會的精彩節目，讓參
與者發出的驚嘆聲。
活動開始，由商管學會會長資管
三蘇怡臻上臺歡迎新生加入淡江大
學，也不吝非商管學院的學生一起
加入商管學會，蘇怡臻說：「當初
加入社團，就是認為在社團中能夠
學習到更多課堂上沒有的東西。」
因此希望學弟妹們也能夠找到自己
大學中的興趣，並不斷學習。
晚會由吉他社拉開序幕，帶來
兩首曲風截然不同的歌曲，接續
由BeatBox社帶來口技表演，臺下
觀眾以近距離感受BeatBox獨特魅
力。熱舞社也用精湛的舞技博得全

場掌聲，國標社則是以曼妙的舞
姿，讓臺下觀眾看得如癡如醉；舞
研社帶來一連串力與美的表演，讓
現場尖叫連連；最後由詞曲創作社
帶給新生們許多歌曲，祝福新生在
淡江大學未來的日子充實。活動中
還抽出許多獎項，包含霞關半年免
費住宿，讓新生們不僅觀賞到精彩
的表演，還能帶走大獎。
擔任晚會主持人國企三葉怡嫻表
示，自己是轉學生，希望能在新環
境學到更多東西，所以當初看到此
活動宣傳就很心動，現在加入其中
參與活動，感覺很有成就感，而參
加晚會的產經一吳羿儒說：「晚會
很精采，尤其是壓軸的詞創社表演
非常吸引人，歌曲都讓我感到很震
撼。」

商管學會於上週三在學生活動中
心舉辦迎新活動，現場邀請到吉他
社表演。（攝影／劉代揚）

日文系碩一凌于涵 勇奪日語演講三等獎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日
文系系主任馬耀輝帶領日文碩一凌于
涵至中國吉林大學，參加第1屆海峽
兩岸日語演講比賽，勇奪三等獎。馬
耀輝表示，此次比賽的交流意義大過
於競爭，讓年輕一代有互動交流的平
臺，互有增益，未來會鼓勵學生多多
參與。
該賽有21位來自臺灣與大陸各個不
同學校的參賽者較勁，包括大陸南
京、吉林、上海外語大學；臺灣有政

治、東吳、輔仁等大學。凌于涵表
示，參賽者會互相討論、加油打氣，
也樂於分享彼此學習的感想、經驗。
演講比賽最容易忽略的細節就是肢體
與眼神，比賽前她都會對著鏡子練
習，想像自己正在臺上，和觀眾、評
審有眼神的交流、肢體的互動。
比賽分命題演講與即席演講，在命
題演講中，凌于涵以一題「我的人
生觀」事先寫好講稿，系上老師們給
她很多鼓勵；即席演講中她拿到的題

目為「如何紓解壓力？」需要臨場構
思，之前較無類似經驗，所以非常緊
張。賽中她以吶喊為主題，在演講間
放手一搏的吶喊了一聲！成功轉化緊
張氣氛，以與眾不同的創意方式，獲
得評審青睞。凌于涵也鼓勵學弟妹
們，把握機會，一定要走出臺灣，不
論是打工、遊學、實習及學術交流
等，多和世界保持聯繫，「看看不同
的文化，豐富自己的人生。」

學產基金 & 安心方案 協助學生度難關

諮輔組QR code上線 帶你做心理健康操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諮商輔導組「心理健康操」QR 碼首
度上線，自2005年起推動「心理諮詢信箱」服務，提供同學抒發心情的管
道，無論是新生剛上大學的適應問題，或是情緒壓力的宣洩、釋放，都可
藉此尋找解決方法。諮輔組專任輔導員方將任表示，心理健康操推出至
今，每週可收到約20封信件，「為配合現在學生使用智慧型手機的頻率增
加，特別設計QR code，讓同學能更便利使用」，期望同學能藉由適當的抒
發壓力，擁有身心健康的生活。
自本月起，諮輔組將推出一系列主題講座和工作坊課程，如「燦爛人
生」講座，幫助同學做未來規劃與提升生涯競爭力，「現實人生online-淺
談網路沉迷」邀請諮商心理師陳怡潔為同學剖析網路與現實間的差異，並
舉辦「身心放鬆-紓壓瑜珈」團體活動，協助同學增進身心靈健康，歡迎同
學多加利用！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學產基金」設置急難慰問金，申請條件
為學生傷病住院7日以上、傷病死亡，或學生父母因其他因素未盡撫育責任者適
用，請務必於事發3個月內提出；學生或學生父母符合重大傷病標準，並於重大
傷病卡有效期限內，皆可向生輔組提出申請。生輔組專員許之榕表示，請先確實
取得家長的意願後，再送申請表格至生輔組，「希望真正有需要的同學可以申請
此就學補助。」
此外，學產基金另設置「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時間至5日（週五）截
止。為避免人潮擁擠，請先送至商管大樓4樓聯合服務櫃檯辦理。而為使學生就
學不中斷，由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安心就學方案」，給予經濟弱勢家
庭或家中遭逢變故的學生就學補助。如欲申請者亦請至生輔組網站（http://spirit.
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查詢，填妥表格後，檢送相關資料至商
館大樓聯合服務櫃檯（B418）。

學務處培訓工讀生 提升職場競爭力
學務處欲提升工讀生服務品質，於
上月25日舉辦「101學年工讀生研習會
議」，總計有94名學生參與研習，服
務單位遍及學務處各組、行政副校長
室及人力資源處。學務處專員陳瑞娥
從基本的態度表達出發，解說工讀生
應該具備的守則，並提示「尊重、負
責、熱忱」為態度的三要點，期待工
讀生保有積極主動的熱忱，也對於工
作、被服務的對象，以及自己表示尊
重和負責。
會議中，以設定情境模擬的方式，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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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工讀生實際演練，從中發現問題，
並提出適合的應對。陳瑞娥表示，
「本次研習目的是培訓學生在工讀
時，能具備基本的服務態度、應對禮
儀及合宜服裝等，期望他們能協助學
生事務處的運作。」參與本次研習會
議的公行四鍾佩玲說：「學校是一個
小型的社會，工讀可以學習與他人應
對進退，以及對於被服務者需要具備
耐心來解答，除了讓自己有零用金之
外，更重要的是讓我累積職場所需的
條件與能力。」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1(一)
08:00

生活輔導組
聯合服務櫃檯
B418

弱勢助學金申請
（http://163.13.243.42:
8080/AA/login2.jsp）

10/1(一)
08:00

電子競技社
工館玻璃屋旁
攤位

全國大學電競聯賽
（UESG）－淡江大學
校內初賽報名

10/1(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西班牙語電影展
－Tango「探戈」

10/2(二)
08:30

經濟系
覺生國際會議廳

2012全球經濟發展
學術研討會

10/2(二)
10:00

西語系
黑天鵝展示廳

西班牙與拉丁美洲
陶藝展

10/2(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西班牙語電影展－
Flameco, Carlos Saura
「佛朗明哥」

10/2(二)
13:10

諮商輔導組
B408

「越愛越美麗」性平巡迴
影展－播放【愛情迴紋】

10/2(二)
20:00

合氣道社
SG B1武術教室

「一教」課程教學

10/3(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西班牙語電影展－La puta
y la Ballena, Luis Puenzo
「小情婦與鯨魚」

10/3(三)
15:10

覺生圖書館
2F閱活區

愛情與佛朗明哥藝術
－西語電影導讀
／宋麗玲老師

10/4(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西班牙語電影展－
Machuca
「那年陽光燦爛」

10/4(四)
20:00

合氣道社
SG B1武術教室

「一教」課程教學

10/5(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西班牙語電影展－
Las voces inocentes
「純真十一歲」

10/5(五)
14:00

日本文化研究社
H114

水屋講解、折帛紗

10/5(五)
15:10

覺生圖書館
2F閱活區

電影、歷史與社會
Pelicula, Historia &
Sociedad－西語電影導讀
／林震宇老師

攝影社培養攝影眼 吸引近百人參與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攝影社於上月
27日邀請到攝影師張國耀來到淡江演講，曾經
擔任輔大攝影社社長，歷年攝影作品則是近期
被收錄在〈攝影眼的培養〉一書中，現場和大
家一同分享攝影歷程和新書內容，吸引不少對
攝影有興趣的同學前往參加。社長會計三鄭人
豪表示，之前看過張國耀另外一本書〈百歲〉
後，很欣賞他的拍攝作品和風格，希望能讓新
社員對於攝影有個簡單基本的認知。
演講開場張國耀即拋出「攝影是什麼？」、
「什麼是攝影眼？」等問題，試圖引導在場同
學說出自己獨到的想法，臺下則是大家爭相舉
手回應。日文二黃方瑜表示，自己相當喜歡時
尚攝影，所以「攝影是可以記錄當下最美及流
行事物的一種途徑。」產經二劉于豪說：「我
認為攝影眼是屬於每個拍攝者獨特觀察到的東
西。」張國耀則以「我看見你看不見的東西」
來闡述他心目中所謂的攝影眼，並鼓勵大家從
身邊周遭的環境開始練習，當遇到瓶頸時可以
多方涉獵不同方面的書籍藉此刺激想法的產
生。
分享照片的過程也不斷請同學表達自己的想
法，現場互動氣氛良好，會後也舉辦有獎徵
答，送出兩臺底片相機和新書〈攝影眼的培
養〉。資工四楊偉健在聽完演講後，認為收穫
便是發現自己還有許多進步的空間，希望能夠
更加的努力練習，好好發掘個人的攝影眼。
啟事：本報於868期刊登「游泳館維修工
程，縮短開放時間」新聞係依據體育處
【公告】紹謨紀念游泳館自101年9月8日至
10月22日暫停開放一文，後因體育處調整
開放時間，恢復為週一至週五早上10點至
晚上8點。

深夜食堂 烹飪社校園開賣

【記者仲葳、莊靜淡江校園報導】晚上想來個特別的點心嗎？烹飪社
與商管大樓旁的「滴咖啡」合作，於每週二、三晚上6時30分舉辦「深夜
食堂」點心活動，烹飪社社長產經二陳韻州說明，這次合作是社團和廠
商的結合，以增加社團與廠商的互動機會。
烹飪社前社長日文四徐維亞表示，這樣的合作方式可增進烹飪技巧
外，還能增加實作、行銷及經營的學習。陳韻州表示，上月25日舉辦的
「波蜜啤酒凍」現場調配活動，透過社群網站的宣傳吸引許多點心同好
參加，社員會依據顧客的反應調整菜單， 2日（週二）預計提供煙燻起
司臘腸鹹蛋糕，歡迎大家提供意見。
烹飪社與
滴咖啡合作
舉辦「深夜
食堂」點心
活動，上週
提供「波蜜
啤酒凍」與
「烤餅乾」
邀同好一
起喝咖啡。
（攝影／謝
佩穎）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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