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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10/22 (一)

08:00

軍訓室

B415

軍訓助學金申請

（http://www.military.tku.

edu.tw/default.htm）

10/22 (一)

08:00

春暉社

SG144
「五魅-微電影徵選」

10/22(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電影「愛的麵包魂」

10/22(一)

19:00

管樂社

文錙音樂廳

101學年度（上）室內樂

『擊』時行樂

10/23(二)

12:00

教育學院

驚聲國際會議廳

102學年度教育學院博碩

士班聯合招生說明會

10/23(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電影「雞排英雄」

10/23(二)

19:00

樸毅志工社、

僕人領袖社

Q306

LOVE LIFE 講座

10/23(二)

19:30

弦樂社

文錙音樂廳

「弦情」─淡江弦樂社

期中音樂會

10/24(三)

12:15

教科系

L102

企業訓練與數位學習

學分學程說明會

10/24(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電影「電哪吒」

10/24(三)

18:30

星相社

O306
北歐如恩符文講座

10/25(四)

12:10

大陸所

T505

　　　　　　　　　　　
中國大陸研究所

甄試考前說明會

10/25(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電影

「翻滾吧！阿信」

10/26(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電影

「燃燒吧！歐吉桑」

10/27(六)

06:30

登山社

淡水捷運站刷卡

出入口前的廣場

淡江登山社101學年度

全校性登山活動

陽明山三路會師淨山活動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首度由本校土木系主辦的「第17屆全
國大專院校營建管理盃運動會」於13日舉行，廣邀全國14所大專院校營管
所500多位同學齊聚一堂，相互競賽角逐，場面相當熱鬧。競賽結果公布
於網站（http://cem17.ce.tku.edu.tw/ ）。
　上午暖場活動由土木系4位教師擔綱演出，賣力表演舞蹈，將活動氣氛
帶至高潮，效果十足，今年趣味競賽首增「瞎子扛沙包」，由同學指揮一
名帶眼罩的同學扛著沙包、穿越障礙物完成指定任務，讓同學彷彿置身
於真正的工地，除了訓練同學的體力外，也有助於領導力的展現，利用遊
戲融入土木的專業，而除了往常的球類運動比賽之外，為了讓同學搶先一
步體驗職場經驗，今年特別舉辦「工程爭議專業處理法庭」，並邀請3位

土木專業律師從旁指
導，活動總召土木碩
一莊盛鴻說：「土木
相關法律是非常具專
業性的，加上學校剛
好有這方面的專業，
所 以 特 別 增 加 此 項
目，希望能幫助同學
解決未來就業後，可
能會遇到的土木法律
問題。」

營管盃在淡江 土木總動員 

　營管盃運動會舉辦球類競賽，籃球以3對3鬥牛
方式進行，現場戰況激烈。（攝影／羅廣群）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你知道吃進
肚子的食物，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真相嗎？」
福智青年社於16日上午10時在黑天鵝展示廳進
行策展，以「非『蔬』不可─真相蔬食展」為
主題，佈置成有機站、食品站、用品站和蔬食
站4個活動區，且每站皆有派駐同學為大家講
解。開幕當天邀請到學務長柯志恩出席剪綵活
動，並表示：「希望大家平時多吃蔬果，並做
好環境的保護。」
　展覽另規劃動態活動，由福智文教基金會
提供食材，菜色主打來自臺南官田的有機菱
角，每日限定200份，只要在會場聆聽各站解
說後，再回答一個簡單問題，成功闖關者便可
免費獲得一份有機蔬食。社長資工三孫景匯說
明：「過去農民為順利採收菱角，使用過量的
農藥，導致水雉鳥瀕臨滅絕，因此為了保護生
態環境，福智文教基金會積極推動農民生產有
機菱角。」
　根據問卷調查的回收量統計，開展前3日累
計參觀人數近300位同學。本次活動總召國企
四利美伶說明：「這是第2年講題主軸設定為
蔬食，希望藉由舉辦此類展覽，讓大家意識到

環境及食品的真相，或許不是我們看到的面
貌，試圖引起全校師生對生活環境與健康的關
注。」英文四邱韻文表示，觀展後不僅認識有
機食品對環境的保護，也了解到化學物品對生
態的破壞，「覺得應該從自身做起，多選擇食
用有機蔬菜，為大自然永續經營盡份心力。」

非「蔬」不可 公開蔬食生產履歷

　非「蔬」不可－真相蔬食展備有蔬食餐，
現場提供給成功闖關的參觀者取用。（攝影
／蔡昀儒）

　 【 記 者 林 佳 彣 淡 水 校
園報導】10月的淡水很藝
術！新北市國際環境藝術

節於13日在淡水老街隆重登場，淡水社區居
民、觀光遊客、淡水區各國小皆一同共襄盛
舉。活動區分為四大主題，其中由本校歷史
系一年級A班57位新生參加「千年淡水．不思
議嘉年華」踩街活動打頭陣，以身體力行，
支援活動，讓服務學習不放假。
　活動籌備期間，學務處服務學習辦公室曾
邀請承辦廠商之一臺灣水企劃整合有限公司
蒞校，舉辦2場行前說明會，充實服務者對於
淡水區有進一步的認識，藉以讓服務學習的
當下，產生更深厚的情感連結。除此之外，
同學們還協助踩街工作坊、藝術家們製作道

具、服裝及遊行花車活動；當日則是在現場
支援解答民眾疑問、管制活動場地與出入口
的服務志工，以及肩負起引領參與團體的舉
牌者，即便是在炙熱的陽光下，大家揮汗如
雨，仍不減對於服務的熱忱。
　歷史一宋怡萱分享，「當天班上同學每人
各負責協助表演團體舉牌，從中學習與他人
合作，是個很棒的經驗。」她在整場活動結
束後，也主動幫忙工作坊善後的動作，並表
示：「雖然會累，但看到大家開心的神情，
讓自己不自覺得也開心起來。」

淡水環境藝術節 歷史系生服務體驗踩街遊行

　歷史系大一新生們身著印有新北市淡水區
公所志工字樣的桃紅色背心，以實際行動協
助國際環境藝術節的踩街活動順利運行。
（攝影／林俊耀）

　13日舉辦的國際環境藝術節，
可見到歷史系大一新生（上圖舉
牌者）肩負起引領參與團體的舉
牌工作，縱使當天豔陽高照，仍
然盡心盡力地走完全程，充分體
現服務學習的精神。（攝影／林
俊耀）

相關「姊妹校 On Air」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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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江學院
　韓江學院（Han Chiang College），創立
於1999年，前身為韓江新聞傳播學院，位
於檳城的韓江學院，為馬來西亞全國3所
華人民辦高等學府之一，在馬來西亞的社
會裡，具有重大意義。韓江為中國潮汕地
區的重要河流，故以韓江為名，呈現出早
年移居南洋的華僑子弟，對故土的濃烈情
感。而該校的創辦，也為潮州籍華人對當
地華文教育的推動，打下深厚基礎，與本
校於2004年3月17日正式簽約為姊妹校。
  韓江學院的設立，使漢江華文學校成為
馬來西亞唯一擁有小學、中學至大專的完
整教育體系，也在大馬華語文教育史上，
開創嶄新的一頁。該校目前已設有文憑課
程、技職課程及研究課程，主要課程共分
為大眾傳播、電腦資訊、商業管理及中國
語言文學等4個學系，大眾傳播系的主修
科目分為新聞、廣播電視及公關廣告。
學院設有HCTV新聞網及《韓院新聞》報
刊，皆由學生自行整理資料及製作節目。
此外，韓江學院也於2003年成立華人文化
館，2006年成立韓江電視新聞中心，成為
一所兼具教學研究及實習的高等學府。
  該校成立後，也積極推展與外國大學的合
作關係，與大陸吉林大學、南京大學有較
多的合作關係，合作推出學分轉移機制，
讓大眾傳播系及中文系的學生可透過學分
轉移，進入吉林大學、南京大學就讀，並
獲得其學位。（整理／楊蕙綾、圖片來
源：http://www.hju.edu.my/hcc_AboutUs.
php）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境外生輔導組於13、14日，首次聯合外籍
生、陸生、港澳生社團舉辦「101學年度境外生
幹部薪傳營」，由境輔組組長陳珮芬帶領同仁
與35位社團幹部前往南投，展開薪傳之旅。
　第一天帶領學生參觀苗栗龍騰斷橋、勝興車
站和南投桃米紙教堂，夜宿南投三育基督書
院，次日進行探索教育體驗營課程。體驗營
的課程內容包含：信心後仰、毒龍潭、獨木
橋、巨人梯、漫步在雲端等13項戶外課程，目
的在培養團隊合作友誼和個人膽識與專注度，
最後再讓同學們分享交流。信心後仰的活動方
式為，同學需要站在一人高的地方把手合在胸
口，背對地面跳下，地面的團隊人員要伸出手
接住隊員。陳珮芬指出，這次活動確實讓所有
幹部認識彼此，並團結起來，其中也讓許多同
學建立起信心及勇氣。
　來自泰國的美非會長英文二高藝瑜說：「我
本來有些怕高，信心後仰時覺得腳軟。但是大
家一直大聲鼓勵我『不要怕！加油！』讓我又
重新獲得勇氣！」來自香港日文三的何佩妍衷
心地說：「很少有機會和港澳籍的學生交流，

沒想到『信心後仰』活動，卻讓我們很快建立
了信任關係，並變成很好的朋友。」她表示，
「雖然是聯合國，但我覺得我們像家人！」
　陳珮芬感性地談到，讓世界各地的孩子們齊
聚，希望讓他們明白擁有愛心、耐心、關心才
能達成團隊合作，才得以突破自我，並且相互
關懷，成為一家人。她表示，希望有熱心、服
務熱忱的同學擔當社團幹部，境輔組會提供研
習會、培訓和交流的活動，幫助同學培養能
力、擴大視野。

境外生薪傳營  培養團隊合作默契

　參加境外生薪傳營同學們，上圖為進行
「提水管」活動，考驗團隊合作默契。
（圖／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供）

力、擴大視野。

財金三林思宇：今天有畢業班拍團照，圖書館外面難得熱鬧。

/ 聖經研究社 /

　面對可能存在有形或無形的傳教壓力，會讓你害怕加入宗教性社團嗎？
參加聖經研究社可以讓你擺脫這些疑慮。在這裡，可以儘管放輕鬆的聽故
事、聊想法，用你喜歡的方式去探索聖經的字句。
　聖經不僅是基督教信仰的聖典，也是暢銷全球且廣泛翻譯的書籍，因
此，聖經的價值和影響力不言可喻。近期來最為人熟知的例子，就是美國
NBA華裔球員林書豪，成名前難得上場、經常坐冷板凳的艱苦日子，在背
後支撐著他度過沮喪、堅持夢想就是基督教信仰，他把每場比賽的勝利必
將榮耀歸於上帝，亦稱自己是為上帝打球。
　社團課程主要內容為研讀聖經，按進度進行聖經的研讀與討論，並會有
教會牧師前來帶領及解說，本學期還會邀請諸位講師蒞校演講，如師大
地科系退休教授毛松霖，將從科學理性的角度探討聖經，以及曾任朝代企
管顧問公司經理張憶如，講述聖經中做人處事上的實用原則。資工三謝和
勳：「我對聖經故事很感興趣，在社課影片中看到撼動生命的信念，這些
都非常激勵人心。」
　曾拿下第24屆金韶獎獨唱組第3名，且擅長模仿盛竹如和巴斯光年的社
長統計二賀仁翔說：「希望能藉用自己的才藝，為社團營造愛的溫馨氛
圍，讓大家不只是因為對聖經有興趣才加入，更是因為喜歡社團成員而留
下。」（文／賴奕安）

新社團介紹

社長大聲公：統計二賀仁翔

　【記者歐書函、林佳彣淡水校園
報導】500元獎金領了沒？本校為獎
勵參加英語能力檢定考試測驗成績
優異之學生，特訂定「101年度淡
江大學學生參加英語檢定考試獎勵
作業要點」。即日起至11月2日（週
五）止，請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頁
（http://www.oieie.tku.edu.tw/main.
php）下載「101年度淡江大學學生參
加校外英語能力檢定考試獎勵申請
表」，填妥後備齊學生證影本、英語

能力考試成績檢定證明影本，送
至驚聲大樓T1003室，將依申請成
績發給獎勵金500元，每名學生在

校期間限申請1次。
  凡本校學生於今年4月1日起參加英
語能力檢定，成績達國際處所列標準
之一者，得申請獎勵金，名額有限，
並將依成績篩選。獲獎名單將於11月
6日公告在國際處網頁，請獲獎者於
11月30日前，至驚聲大樓T1003室領
取獎勵金，逾期以棄權論。詳情請洽
業務聯絡人葉思德、王君瑜，分機
2795。

快來申請英語檢定獎勵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職涯輔導組將
於24日（週三）於鍾靈中正堂（Q409）邀請
就業情報資訊股份有限公司高階人才徵聘部顧
問暨講師林佳蓉蒞校演講，以「就業產業趨勢
解析」為題，針對2012產業趨勢現況做說明，
並展望2013全球經濟及就業趨勢。職輔組組員
鄭德成表示：「希望讓同學對於就業環境有更
深入的了解，並增加同學畢業後與職場的連結
程度。」職輔組未來將舉辦就業系列講座，邀
請業界講師以「面試技巧實務」、「簡報技
巧」、「職場規劃」等內容為題，協助同學進
入職場無障礙，提早為就業做規劃。

照過來！就業產業趨勢報你知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詞曲創作社於17日
邀請重量級樂團「那我懂你意思了」和「茄子蛋」
在覺軒花園表演廳，以Live House形式演出，整場表
演湧入近300位粉絲到場響應，以實際行動支持獨立
音樂，讓夜晚微涼的淡水瞬間熱血了起來。
　活動首先由「茄子蛋」登場，以〈把你
的女朋友送給我好不好〉一曲，唱出對
單身男孩心中的孤寂與不平，引燃臺
下觀眾的熱情。「茄子蛋」主唱黃
奇斌表示：「淡江同學的熱情真的
感動到我們了，今天很開心能在這
麼好的表演環境下盡情演出，讓我
們唱出你說不出口的心底話。」現
場歡樂的氣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那我懂你意思了」接續以一首
〈所以我停下來〉，再度引起聽眾們
的高度共鳴，並一同齊聲合唱，全場互
動不間斷，讓活動現場High到最高點。經
濟三張育銘感動地說：「聽著他們的歌，就讓我想
起當初玩音樂的興奮和愉快，即使疲累也不曾想過
要放棄。」
　「那我懂你意思了」主唱修澤更說：「如果我們
是畫家，那歌聲就像我們的畫筆，我們就是要將這
樣的美感用音樂跟所有人分享，從不以任何曲風將
自己定位，玩音樂就要玩得無拘無束，毫無限制

才 快 樂 ， 這 就 是 我 們 對 音 樂 的 堅
持。」詞創社社長企管三謝宜靜說：

「勞而不苦，累得痛快！雖然每次舉
辦活動都耗費大量時間和精力，但是一想

到能讓更多人聽到獨立音樂的聲音，進而開始喜歡
音樂，那一切就值得了，也很感謝『那我懂你意思
了』及『茄子蛋』願意千里迢迢的來到淡江支持我
們，帶給觀眾們這麼好聽的音樂。」保險二胡家兢
則是熱情的表示，「實在太痛快啦！好幾首歌都唱
出我的心聲，臺北總是讓我覺得有些冷漠，今晚有
這樣的歌聲，真的覺得好溫暖。」

　　獨立樂團「那我懂你意思了
」（上圖）、「茄子蛋」主唱
（左圖）熱力開唱，讓現場聽眾
們的情緒沸騰。（攝影／鄧翔）

那我懂你意思了x茄子蛋
Live House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體育事
務處舉辦101學年度校慶盃高爾夫球賽，
將於11月13日上午在新淡水高爾夫球場開
賽。即日起至24日下午4時截止報名，參
賽者須於當日擊球完畢後，自行到球場櫃
檯繳納擊球費用1,950元（含桿弟費、果
嶺費和球車費）。體育事務處活動組助理
教授李俞麟表示：「本次競賽採行『新新
貝利亞』計算公式計分，並於賽後餐會中
頒發獎盃給總桿冠軍、淨桿前3名等得獎
者，歡迎教職員工（含眷屬）、學生、退
休人員、兼任教師與校友共襄盛舉。」詳
細競賽規則和報名競賽，請洽體育事務處
活動組助理教授李俞麟，分機2173。

校慶盃高爾夫球賽開始報名囉

蘭陽迎新宿營 Happy Time
　【記者莊思敏蘭陽校園報導】
新生迎新宿營席捲蘭陽！全創
院5系皆於19日起連續3天舉辦迎
新，各系系學會卯足全力籌辦，
讓蘭陽成為不夜城！觀光系、語
言系聯合舉辦「FAIRY TALE觀
光系暨語言系聯合迎新宿營」，
觀光二系學會會長李貞毅形容，
「活動場地美得就像在森林中，
希望帶給學弟妹一場難忘的迎新
活動。」

　資通系、資軟系聯辦「惡搞童
話」，資軟二系學會活動組成員
崔恩豪提到，有時累到上課感覺
腦袋沒開機，「但付出會有收
穫。」唯一獨辦的政經系以「政
經全世界」為名，政經二系學會
活動組組長黃薇舫說：「幹部因
人數不足造成許多人都必須要身
兼多職，很辛苦但希望迎新能夠
成功帶給學弟妹一個難忘的回
憶。」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有創意、有
想法，卻苦無用武之地嗎？學生事務處舉辦
「微笑服務，感動學習」服務學習真情影片
甄選活動，希望透過影像的方式，紀錄下參
與服務學習的歷程與感動。即日起至11月30
日截止，參賽者需製作5分鐘原創設計之短
片。學務處約聘服務學習專任研究助理吳恩
慈表示：「現今大學生對於主動關懷社會與
服務精神相對式微，希望學生能藉由影像的
呈現，紀錄下為社會付出的學習過程，讓更
多人感受參與服務學習的價值與意義。」前2
名得獎者會獲贈獎金、禮券及獎狀，歡迎全
校教職員生踴躍參加。詳情請至學務處網站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home.jsp）
查詢。

記錄感動 徵選         影片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田徑隊於13日參加由臺北市
政府體育局和臺北市體育總會舉
辦的「101年臺北市中正盃田徑
賽」贏得久違的好成績。教政所
碩 二 蔡 尚 嘉 在 「 公 開 男 子 組 －
3000公尺障礙」拿下全國第5名；
另外，蔡尚嘉和資工二歐陽睿、
資管二黃志賢、蕭志駿4人參加
「公開男子組－4X100公尺接力」
得到全國第6名的佳績。
　田徑隊長歐陽睿表示，很開心
可以參加競賽和獲得佳績，同時
也強調：「雖然這是一場重要競
賽，但隊員們還是平常心練習；
因為比賽前若是加強練習，反而
很 容 易 受 傷 ， 或 者 無 法 發 揮 實
力。」歐陽睿說明，隊員們每週4
天進行團體練習及個人重量、肌

力等訓練，再透過累積經驗、爆
發力及培養默契，才能在接力賽
中突破重圍。
　 談 到 團 隊 間 難 免 有 的 適 應
期 ， 黃 志 賢 解 釋 ： 「 前 面 跑 太
快了！」會造成接棒過程產生摩
擦。本身是長跑選手的蔡尚嘉，
這次同時選擇3000公尺障礙競
賽，並表示，「學校沒有足夠的
設備與場地可以讓我跑障礙賽，
但我會藉著假日到其他學校去練
習，也得到很多寶貴的經驗。」
　蕭志駿則是說：「如果可以，
希望明年再度參賽。」最後，淡
江田徑隊表示：「雖然大家進隊
的時間不同，但是每位隊員還是
喜歡田徑，很願意為每場競賽做
鍛鍊及挑戰；像是近期的校慶運
動會，希望可以大展身手。」

淡江田徑隊突破重圍 表現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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