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企管進四蔡專福：雙十國慶，全國放假，「十」在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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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燈教室飄散啤酒香 感受"德"到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5，4，3，2，1，
PROST（乾杯）！」在德文系學會幹部帶領之下，
眾人共同舉杯倒數迎接德文系於4日（上週四）下午
6時在宮燈教室舉辦「Oktoberfest慕尼黑啤酒節」，
活動以德國慕尼黑之夜為主，搭配制服趴顯得更加
青春、熱情，參與人數高達300人。
活動開場由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致詞：「這是屬
於學生的節日，希望學生能夠量力而為，並且享受
美好的夜晚。」活動中不但提供來自德國的黑麥與
白小麥等啤酒無限暢飲，更備有許多德國香腸、蛋
糕、長棍麵包、扭結餅乾等美食，活動有德國傳統
音樂相伴，讓全校師生沈浸在異國歡樂氣氛中。德
文系副教授施侯格也在現場同歡。
活動共設有5個環節，分別為魔術社表演、踩氣
球競賽、國王遊戲、拚酒大賽和抽獎。每個活動都
頗受好評，加上參賽者非常認真投入，朋友團的加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Oktoberfest 慕尼黑啤酒節
油聲更添增比賽的熱鬧氣氛！其中，德文系一年級
學生來了20人，在現場玩起海帶拳，頓時間趣味橫
生。讓參與者情緒最高漲，是到了抽獎時，人人期
盼著能夠獲獎！中獎者之一的運管二王中文，他表
示：「非常開心參加這樣的活動，其中印象最深刻
的是拚酒大賽，很刺激；很願意再參加，也很開心
幸運地抽到大獎。」
化材三賴聖旻認為這次的活動很不錯，提供的酒
很順口好喝，可惜節目不多。德文二吳心慈覺得，
氣氛比想像中活潑，食物很美味，若
是外國朋友可以多一點，或者現
場多放一些德國歌曲的話會更完
美。她興奮地表示，「有機會要
再參加啤酒節！」

德文系系學會於上週四晚上舉辦「Oktoberfest慕尼黑啤酒節」，在異國歡樂氣氛中，現場飄散著一股淡淡的啤酒香。（攝影／林俊耀）

即刻體驗 培養學習新視野 20餘同學輪流看護 陸生崔耘感受溫暖
與2012淡水區公所環境藝術節「踩街」、「環
【記者林佳彣淡水
境劇場」活動，以及協助華山基金會前往西門
校園報導】服務是需
町商圈進行募集發票的活動，預計12月與行無
要身體力行，本年度
礙協會合作，讓學生實際協助身心障礙者一同
修習校園與社區服務
出遊。
課程的學生已經啟動，學務處與淡水區公所、
服務學習課程在社群網站上成
荒野保護協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立「淡江大學服務學習辦公
關渡自然公園，以及華山社會福
室」粉絲專頁（https://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等合作，
www.facebook.com/
透過服務學習課程，教育
TKUSLC），提供一個詢
學生服務校園、關心周邊
問及服務成果的平臺。
社區，進而培養負責、
邀請全校師生一同分
勤勞及守時的美德。
享服務的喜樂和收
修課學生需依「準
穫。學務處社團輔導
備」、「執行」、
與服務學習輔導人員
「反思」及「慶賀」
葉蕙茹說：「服務迄
四個階段，進行服務
今已行之有年，雖然
學習，並在課程結束
校園與社區服務是必修
後填寫日誌和反思單。
零學分課程，仍希望每
本學期學務處與陽光
位學生能在課程中用心體
基金會合作，在培訓課程
會，也期盼在因此在大家心
中提供壓力頭套和手套，讓
中種下服務的種子。」
學生體驗燒燙傷患者的復健過
程，而水環系學生更於上週六在臺
北市東區以實際行動募捐發票
陽光基金會帶來壓力頭套和手套等輔助工具，讓水環系的
支持燒燙傷友。除此之外，本
同學們實際認識、體悟燒燙傷患辛苦的復健路。（圖／淡江
月將有歷史系、物理系、理學
院、理學院學士班和會計系參 大學服務學習辦公室提供）

創意再進化 榮譽學程談創意發想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上週一課外活
動組配合榮譽學程，邀請大傳系校友、奧美公
關總經理謝馨慧，以「創意無所不在，聽品牌
講故事」為題進行演講，秘書處機要秘書、任
課講師黃文智表示，希望同學們在專業學科領
域以外，能於課外活動有更多涉獵，藉由這次
演講讓同學們發揮更好的「創意思考」，並實
踐在職場上、生活中。
謝馨慧以圖像舉例，除了正向說明「創意概
念如何讓人信服」，也反向探討「習慣會阻礙
創意」，使思考面臨的瓶頸。她認為「創意」

彩妝講師面授機宜
打造完美風範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職涯輔導組於
3日在鍾靈中正堂（Q409）邀請資生堂講師黃
星沛蒞校演講，以「面試禮儀及彩妝技巧」為
題，傳授美麗魔法的祕密與職場美姿美儀的完
美風範，吸引80多位同學到場聆聽。職輔組舉
辦該活動的目的在於，面試和儀容為踏入職
場的第一步，有好的儀姿儀態，能夠讓自身的
人際關係更為寬闊良好。職輔組組員鄭德成表
示，「面試的第一印象是關鍵，期望透過此講
座讓同學在面試前充分準備，將自己成功推銷
出去。」
黃星沛以「許我一個美麗的未來」開場，讓
同學了解正確的保養知識與彩妝技巧，並且提
供獎品鼓勵同學回答問題，上臺親身體驗的財
金三江湘雲表示：「以前對於防曬的觀念和方
式都是錯誤的，透過今天的活動才知道如何正
確防曬。」有合適的面試妝容與服裝禮儀之
後，第二部分則以「完美風範」當主軸，透過
良好的肢體應對，達到第一印象的加分效果。
日文二陳宇柔表示：「透過今天的講座增加面
試時的自信，對未來在職場應徵時能有相對的
幫助。」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來自上海
的法文碩二崔耘，日前因罹患血液性疾病，隨
時面臨內臟或顱內自發性出血的威脅。上月26
日在馬偕醫院住院後，臺灣和大陸的同學自
發組織24小時看護排班，輪流照顧。陸友會執
行秘書日文二蔡博藝說：「正所謂『患難見真
情』，臺灣人和大陸人的熱心幫忙，讓我深深
感受到臺灣社會的人情溫暖。」
崔耘表示，「很感謝師生及朋友的幫助，生
病後多了很多家人！」甚至很多素不相識的人
來關心，讓她受寵若驚，不知道如何回報大家

劉承武幽默暢談民主法治經驗
【記者莊靜、藍硯琳淡水校
園報導】軍訓室於1日在學生
活動中心舉行第1梯次的生活
宣導講座，由文學院院教官曲
冠勇主持，邀請臺北地檢署主
任檢察官劉承武，以「民主法
治教育」為題演講。邀請人蕭
宛玲教官表示：「生活教育和
民主法治素養，是學校品德教
育中重要的一環」，亦提示
「希望能透過劉檢察官兼具法
律素養及高知名度，吸引大一
新生對品德教育的重視。」
劉承武一進場，便以熱情、
充滿活力的聲音向同學們道聲
「晚安！」令在場同學感受到
十足的活力，口條流利、幽

默風趣的他說：「我很少跟
我女兒說『No！』」當女兒
問劉承武說：「我可以闖紅燈
嗎？」他泰然地回答：「如果
你證明自己可以救人，請你像
救護車一樣闖紅燈。」聽似活
潑的應答方式劉承武卻接著解
釋，其實這樣的可能性微乎其
微，卻也凸顯公權力存在的必
要性，所以執法者須嚴守洞悉
法律，因為他更加提醒「公權
力撕了一角就是災難」。
此外，劉承武提及「法律沒
規定時，人民都可以去做。」
這點在法制嚴謹的新加坡實踐
地相當透徹，但在臺灣卻成為
「法律規定不能做，警察不在

一定做。」這是臺灣人現實心
理與短視近利的結果。在演說
過程中，劉承武以時事作為例
證，激發同學對案件的邏輯思
維，也希望大家學會透過經驗
法則解析事理，讓法律保護自
己的權利，並期勉同學能與他
一樣，成為靈活又靈光的人。
曲冠勇表示：「現在社會比
以往複雜，所以更需要加強同
學的法治概念，如此才能保護
自身及他人的權益。」資圖一
李晁表示，劉承武的態度很認
真，演說風格有趣，十分吸引
人。英文一徐聿芃則說：「聽
完講座後，讓大家在遇到法律
問題時，頭腦能夠更靈活」。

創意思考與溝通課程於上週一邀請奧美公關總經
是連結多種不同事物，再加以組合、重新 理謝馨慧蒞臨，暢談「創意無所不在，聽品牌講故
創造，並賦予新意的過程，例如採取說故 事」。（攝影／盧逸峰）
事的方法表達創意，就是頂尖的思考、溝
通模式。謝馨慧更進一步列舉Nike創辦人
喝水等品牌，並提示「成功的廣告，讓消費者
Bill Bowerman、好市多量販店（Costco）執 對品牌產生熱情。」同時她也強調，保持創意
行長塞內加爾（James Sinegal），與鄉村銀行 與好奇心，就是培養「創意思考與溝通」的成
（Grameen Bank）創辦人尤努斯（Muhammad 功之道，最後更勉勵大家「不要放棄希望，因
Yunus）等經營有成的案例，無論是商業或社 為你永遠不會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會企業，皆呼應創意的重要性。
中文一陳韻心說：「創意對發展自我能力很
此外，謝馨慧分享藉由廣告行銷的成功案 有助益，聽完整場演講可學到如何把創意融入
例，例如JOHNNIE WALKER、大眾銀行及多 生活，用不同方式體驗世界。」

/ 電子競技社 /
社長大聲公：數學四黃皓哲
你還在一人打怪，苦無戰友嗎？快來電子競技社相約組隊，出戰每
一場冒險吧！本社的創社動機是希望能藉由社團作為媒介，讓本校所
有玩家和高手，可以在這裡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另外，也正在著手
協辦交通大學舉辦的全國大學電競聯賽（UESG），是本校第1年出賽
的機會。
由於社團剛開辦，大家都還不熟悉彼此的實力，所以先採行「約戰
制」，將社員分成數個小隊進行積分聯賽，只要小隊之間約好時間就
能進行社課，因此時間相當自由，可自行安排規劃。機電四吳順成
說：「參加電競社是想要尋找同樣興趣的戰友，增加比賽的經驗，強
化自己的實力，還希望可以做到學業和玩樂都能兼顧的校園生活。」
但你以為這是一個很宅的社團嗎？為擺脫刻版印象及避免社員本末
倒置，有荒廢課業的情形發生，因此本社社規有單學期二一制度，亦
即如果這學期被二一就會失去社員的資格。下學期預計要從社團中選
拔高手，組成電競校隊「淡江獨角獸」，以淡江大學的名義去電競大
賽東征西討。（整理／賴奕安）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8 (一)
08:00

諮輔組
B408

生涯規劃工作坊
開始報名

10/8 (一)
08:00

諮輔組
B408

超Q襪子娃娃及
精緻手工書
開始報名

10/8 (一)
08:00

諮輔組
B408

身心放鬆─抒壓瑜珈
開始報名

10/8 (一)
10:00

實驗劇團
L213

紅貳柒劇團
《下一個故事》
售票活動

10/8 (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登峰造擊」

10/9 (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最後一擊」

10/9 (二)
20:00

合氣道社
SG B1武術教室
（柔道場）

「一教」課程
轉身移動

10/11 (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力挽狂瀾」

10/11(四)
15:00

品保處
I501

品管圈競賽活動
說明會

10/11(四)
19:00

新聞研習社
Q306

「看板人物」經驗談
TVBS記者張家齊

10/12(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燃燒鬥魂」

10/12(五)
19:30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廳

2012淡江音樂季
第一場／鄭筌
小提琴之夜

培訓社團經營師活動開跑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組將
於13、14日及20、21日舉辦2場「社團經營師
認證之社團TA培訓」，透過社團輔導專業理
論的課程，並邀請經驗豐富的社團人分享經營
社團技巧，輔導社團TA（社團教學助理）和
社團夥伴考取社團經營師認證，使社團經營運
作更加完善。除了27名通過甄選的社團TA之
外，本次首度開放18個名額給對於此培訓有熱
忱的社團幹部報名，但須經由課外組各社團屬
性承辦人核准，於今日下午5時前完成相關報
名手續。
本次活動邀請社團界先進，包括曾榮獲100
學年度全國社團評鑑「三冠王」的弘光科技大
學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陳明國、弘光科技大學
副校長陳昭雄、逢甲大學領導知能與服務學習
中心主任簡信男、臺南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
系教授張同廟等10餘位講師蒞臨，傳授社團經
營概念、活動企劃執行及領導溝通等經驗分
享，更安排社團TA創意表演，參與學員將分
組進行演出，顯現各組發展特色！課外組約聘
人員許晏琦表示，「希望參與培訓的學生能透
過社團學理、經營的課程，培養經營技巧、拓
展學習視野，以及考取ESSOT社團經營師認
證。」

實驗劇團 期初公演《彩虹糖》 探討人生得失

新社團介紹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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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意。不但如此，看到新聞的政大、文化等
校的多位臺灣和大陸的學生，都紛紛來醫院探
望。一位素昧平生的江理女士看到報紙，還親
自帶來雞湯，為崔耘食補身體。
崔耘已於4日下午在同學協助下辦理出院，
接下來只要吃藥控制，回院復診，應能控制病
情，目前仍由同學輪流至住處陪伴她。法文系
系主任楊淑娟說：「崔耘是法文系第一個也是
唯一的陸生，她待人親和，每個人都很喜歡
她。」並表示將會前往住處探望康復情形。

日期/時間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如果人生是個遊
戲，那我們正玩著，一個又一個的遊戲。」實驗劇
團101學年度上學期戲劇工作坊，於上月28、29日
舉行為期2天的期初公演《彩虹糖》。以往的公演
作品都是改編自得獎劇本，今年首次採用集體創作
方式，劇本由導演及演員共同發想、腦力激盪，經
過無數次的修改及討論後，最終呈現的作品。
序場的燈光及影像搭配演員們強烈的肢體動作，
攫住眾人目光，音樂及動作在最激昂的時間點戛然
而止，營造出震撼的開場。故事內容為是4位兒時
朋友歷經社會磨練後重新聚首，回到懷念的彩霞阿
嬤家，從阿嬤保存已久的舊玩具箱中，他們在童年
的物品裡找到青春的痕跡。在因緣際會下，遇到神
秘小孩要求，他們重新玩起大富翁遊戲。在遊戲
中，每位主角開始正視自己的心，並體悟到每個人
都有所缺陷。原以為那段逝去的友誼，其實根本不
曾離去，在4位主角們的懺悔中，他們用眼淚洗滌
誤會，化解曾有的芥蒂。最後，藉由《彩虹糖》重
新賦予他們未來及希望。
導演歷史四吳彥霆表示，人生其實就是不斷的在
失而復得，人們往往認為自己失去很多，但如果真
的看清楚自己的心，就會發現，原來我們所以為的

失去，往往可以挽救，希望藉由《彩虹糖》，可以
讓所有迷惘的人，都可以尋找屬於自己的真心。中
文四吳欣蘋說：「看完《彩虹糖》後，會開始去思
考以前失去的東西，所以我們要把握現在。」

由實驗劇團成員進行期初公演《彩虹糖》，挑
戰集體創作劇本，嘗試以說故事的手法、精湛的
演技，探討人生中的失與得。（圖／實驗劇團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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