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德文二王郁婷：巧克力傳情活動開跑了，是告白的大好機會。

中華民國101年10月29日

活動看板

大手牽小手闖關 品格培養過關
（文接一版）學務處
專員陳瑞娥指出：「品
格應從小做起，現場有許多親子攜手闖關，
希望大家在遊戲之餘，瞭解我們想傳達的意
念。」並期待品格的養成從個人開始，進而
擴大到學校、社區與社會。活動設有「It’s
my life」、「分秒必真」、「每日一孝」、
「甜蜜的負荷」、「盡在不言中」、「合
作力量大」、「謊言在心，口難開」7道關
卡，分別代表尊重、包容、孝順、責任、
同理心、合作與誠實7項品德意念。活動主
持人保險三韓宜汝說明：「這場活動意義非
凡，看到遊客與淡水居民動起來，是否得獎

已經是其次。」她現場問參賽者：「誠實是
什麼？」來自鄧公國小三年級張子騰大聲地
說：「誠實就是不說謊！」贏得現場民眾掌
聲。除了闖關活動，現場邀請吉他社與Beat
Box社表演，吉他社副社長財金三許閔茹表
示：「很高興受邀演出，希望讓更多人看到
淡江社團的熱血！」
在團體競賽中，由6位長庚科大三年級同
學組成的「腸焿隊」拔得頭籌，以105.74
秒的成績迅速通過所有關卡，拿下獎金4仟
元。「腸焿隊」領獎時興奮大喊：「我們一
起去吃大餐！」抽獎部分，首獎由淡水在地
居民林春梅獲得高級摺疊腳踏車一輛，她

開心表示：「剛好需要腳
踏車，沒想到玩遊戲還
能拿獎品，今天真的
很值得。」活動總
召經濟三張睿涵
表示：「這次的
品格運動會讓我
發現寓教於樂的
重要性，看到周
圍充滿快樂的神
情，讓品格變得更
有趣了！」

淡水校園

品格運動會設有闖關遊戲，吸引
不少學生、淡水居民和遊客一同參與。
（攝影／林俊耀）

社團TA結訓 邁向「社團經營師」

歷經4天的培訓課程，曾在團康反思活動
張同廟、副理事長蔡志賢、常務理事林至
【記者劉
中，落下男兒淚的單車社社長電機三王善
善及常務監事陳昭雄蒞校演講。
昱余淡水校
弘說：「接下社團負責人後才明白，經營
陳昭雄提示：「應該把握時間，做值得
園報導】「社
動力都來自於夥伴們的支持」。社團學習
的事情，」同時引述海倫凱勒名言：「生
團必修化」於
與實作課程執行召集人黃文智則是肯定有
命只在對別人產生影響時，才能彰顯其價
本學期邁入第二個學年，為培育更精良的
勇氣加入社團TA的同學，希望未來能協助
值。」並希望同學們透過服務學習，達成
社團助教（TA），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
學校發展課外活動；同時他也感謝中華學
充實自我的能力。林至善則是提醒「大家
與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合作，於10月的
生社團教育學會的支持，並表示：「希望
要換個角度，重新思考你們能為社團做什
第二、三個週末假日，在校內舉辦「淡江
我們都在社團經營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
麼。」蔡志賢指出：「淡江的社團在國內
大學北極星服務團－社團經營師培訓」，
不後悔。」社團TA結訓後，將於12月8日參
相當有水準，」對於社團必修課程的舉
鍛練社團助教們的領導及執行能力。本學
加「社團經營師」證照考試，使社團助教
措，更以一位社團過來人的角色，感性地
年度社團TA，由課外組正名為「北極星服
擁有專業基礎。
說：「你們都在寫一段精彩的歷史。」
務團」，象徵多元、專業、榮譽3大精神，
同時意指TA將肩
負起堅守崗位，
指引正確方向的
重任，希望社團
TA們輔導更多的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走過 動，讀者可將感想及連絡方式，寫在 路、地域限制的。』」中文一蔡易修
社團朝向永續經
文學館2樓的穿堂，兩側牆面上貼滿 小卡片上，投至會場附設的信箱中， 表示，走到穿堂，目光馬上被牆上陳
營。本次培訓課
文學作品，這是第七屆全國大學巡迴 即可獲得由微光現代詩社提供的精美 列的詩作吸引，感覺「很有文藝氣
程針對經營社團
息！」並推薦「詩人黃榆諭的作品用
詩展於本校開展。「童年書房」為主 小禮物。
所需的技能，邀
本展執行長、中文二曾貴麟表示： 字精簡有力，值得一看。」中文一宋
題，由風球詩社主辦，本校微光現代
請中華學生社團
詩社、東華大學文藝創作社、世新大 「本次活動結合臺灣各地大學，集 永泰則說：「透過各地詩人的作品，
教育學會理事長
學中文系、真理大學臺灣文學系、新 結各校的校風，讓讀者看到不同的詩 看到不同大學的文化，可以增廣見
竹教育大學窺詩社、臺灣詩學吹鼓吹 作，就如同透過作者的眼，親身體驗 聞！而詩人連珮辰的作品貼近現實，
詩論壇協辦。展覽現場另規劃動態活 其所見所聞，充分體現『詩是不受網 用諷刺的筆法寫作，十分有趣。」

巡迴詩展登場 以詩涵泳各校風情

社團經營師培訓課程於21日結訓，北極星服務團成
員、授課講師及工作人員開心合影留念。（攝影／林
俊耀）

星光一班同樂會 榮譽出列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今年首度開設榮譽學程，將各系菁
英集結一同上課，取名「星光一班」，由榮譽學程任課講師黃文智於22
日在覺軒花園展覽廳舉辦「星光一班同樂會」，學術副校長虞國興、教
務長葛煥昭、企管系副教授洪英正、文創中心主任劉慧娟、課外組組長
江夙冠皆蒞臨與會。黃文智指出：「由於大家來自不同科系，希望藉由
這樣的聚會凝聚彼此的向心力。」虞國興致詞表示：「榮譽學程旨在培
養淡江菁英，期待培育出領導人才；為了讓理論與實務並重，未來將與
產業結合，擴充大家學習的視野，也希望同學成為頂尖人才後，回饋社
會。」葛煥昭說明：「星光一班的意義，是指同學們皆是全人教育中的
明日之星，祝福同學能保持名列前茅，在榮譽學程待到畢業。」
現場備有餐點，並邀請魔術社帶來精彩表演，還有團康活動拉近彼此
距離，主持人中文一陳韻心表示：「很榮幸能參與榮譽學程，雖然首次
上臺很緊張，卻能藉此機會訓練臺風與表達能力。」法文一徐荷硯則表
示：「這類的課程和聚會，讓我們有機會認識各系的人才，吸收名人分
享的資訊與經驗，
學習不同於以往課
程的內容。」
「星光一班」榮譽學程
近30位同學開心與學術副校
長虞國興（前排右三）、教
務長葛煥昭（前排左二）、
文創中心主任劉慧娟（前排
右二）、課外組組長江夙冠
（前排右一）及任課講師黃
文智（前排左一）合影留
念。（攝影／林俊耀）

淡水環境藝術節 服務學習生再次投入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繼
13日嘉年華般的踩街遊行活動後，
古色古香的淡水老街，再度搖身一
變，成為歷史的流動舞臺。2012淡
水國際環境藝術節於20日，以「五
虎崗奇幻之旅」為環境劇場的創作
主題，有「八庄大道公」、「海賊
王蔡牽」、「西仔反•馬偕之愛」
及「第一奇俠廖添丁」等角色貫穿
全場。由物理光電一、理學院學士
班及會計一A的同學們接力為這4齣
舞臺劇貢獻心力，服務內容包括引
導、疏散民眾，使會場的人潮得以
暢通。軍訓室教官黃建文表示，學

生在活動籌備期前往表演現場進行
2次彩排，並於活動當日協助展演
前置作業，以及人群引導、動線的
維持等部分，「對於此次本校的協
助，主辦單位也表達謝意。」
此外，由於露天劇場沒有實際
舞臺，學生擔任起提醒的角色，
明顯區隔出臺上與臺下的界線，
使表演順利進行。會計一陳真惠
分享：「當天負責管制人群的工
作。活動從下午開始人潮變多，
透過這次的服務學習，自己也
比較敢跟陌生人講話，感覺很
棒！」

紅貳柒劇團公演

丑角吸睛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
「我們其實就是熱愛演戲的一群
人。」一群畢業於實驗劇團的戲
精，藏不住骨子裡那份對於演戲的
熱忱，以《下一個，故事》
為題，於19至21日在實
驗劇場帶來連續5場精
湛的演出，讓在場的
觀眾沉浸於歡樂氣氛
中。導演廖晨志說：
「整齣戲結合人際間的
互動、無法言喻的情感，
巧妙的將親情、師生、生
死、夢想等現實際遇融入
劇情中，以活靈活現的手
法呈現，讓看似沉重的人生
議題，透過演員們幽默、浪
漫的肢體語言，傳達出一種
『永不放棄，樂觀處事』的
態度，給予觀眾莫忘初衷的
勇氣。」
現場首度嘗試加入Live Band

為戲劇配樂，不僅成功
營造馬戲團的歡樂，也大
幅強化整齣戲的張力。紅
貳柒團員陳立國表示，我們
還是熱愛演戲，即使大家平
時有工作，仍利用休息時間
來實驗劇場練習，希望將感
動帶給觀眾。散場後，保險
碩二黃有志說：「看完演出
後，會對人生有深刻的反
思，也會抱以珍惜的心，
感謝身邊的人；除此之外，
也覺得不用太追求完美，只求
問心無愧就好。」
紅貳柒劇團售票公演於19
日登場，在實驗劇場帶來連
續5場精湛的演出，劇中丑角
以逗趣妝扮、詼諧之姿，試
圖傳達「樂觀處事」的意念
給觀眾。（攝影／盧逸峰）

志願服務訓練 追求百香果的滋味 星相社帶你一窺如恩符文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輔
導組於20、21日舉辦「101學年度第一學期志願服務基礎
訓練」研習，由童軍團羅浮群承辦，並邀請中華康輔教
育推廣協會講師張志成、邱建智及呂學忠，以幽默逗趣
的口吻，讓學員了解到服務的根本。課外組專員李美蘭
表示：「服務學習的精神如同外表平淡無奇的百香果，
卻有著豐厚踏實的內涵。」課程內容分為6項主題，期待
鍛鍊出面對挫折的容忍力及剛毅的執行力。
服務課程也可以很有趣！邱建智以互動遊戲讓學員們
深刻地了解到，誠實面對自我情感所需的勇氣，並提示
透過參與志願服務的過程，會讓大家體悟到原來內心最
牽掛的是家人。他同時強調：「有時不知堅持為何，但
堅持才知為何。」張志成則是以案例說明法條、規章，
讓這些與服務員息息相關的法律條文不再艱澀難懂。最
後，他期勉大家說：「志工是一種學習，且一輩子都不
能停止的功課就是學習。」
花東地區聯合校友會返鄉服務隊隊長財金三許嘉玟
說：「透過百香果的滋味，拾起自己對於服務的熱忱；
藉由分享以重新找回服務的心，即使將來沒參與志願服
務，在課堂上也能收穫滿載。」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29(一)
08:00

諮輔組
B408

「心理劇」工作坊
開始報名

10/29(一)
08:00

諮輔組
B408

10/29(一)
08:00

諮輔組
B408

「我的生涯我hold住」
生涯抉擇工作坊
開始報名

10/29(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電影「真實的勇氣」

10/30(二)
12:10

法文系
FL106

碩士班招生說明會

10/30(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電影「命運規劃局」

10/30(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柔道場）

四方摔-控制教學
萬聖節活動

10/30(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柔道場）

四方摔、一教總複習小考

10/31(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電影「神鬼認證」

10/31(三)
19:00

吉他社
驚聲廣場

戶外民歌－
唱出你心中的那首歌

11/1(四)
18:30

慈青社
E787

堅持理想，實踐夢想
-認識慈濟歌曲

11/1(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電影「神鬼認證
：神鬼疑雲」

11/2(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電影「神鬼認證
：最後通碟」

「覺察體驗」工作坊
開始報名

硬筆字及板書競賽開始報名囉！

如恩符文占卜
用
】
紙卡。（攝影／羅廣群）
由星相
社舉辦「北歐如恩符文講座」，
於24日邀
請到中華民國占星協會安塔芮絲老
師，為大家介紹北歐神話人物及其主掌領域，也詳細
的介紹如恩符文（Runes）拼字系統。安塔芮絲老師表
示：「如恩文字與其他魔法不同，無法只透過圖示來瞭
解意涵，因此在臺灣較不盛行。」但近年來，隨著如恩
幸運符的商品流行，讓符文變得貼近人群。
活動現場安塔芮絲與大家介紹木頭、紙牌及石頭等不
同材質的幸運符，細說如恩文字系統下的飛虎、海格
爾、提爾字群，會後更提供同學體驗符文占卜，為同學
解答心中迷惑。第一次參加星相社活動的會計一方玉玟
說：「當初在校園看到海報宣傳覺得很有興趣，今天對
於如恩符文及占卜有進一步的瞭解，有很多的收穫！」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為了提升教育學程學生教學與精進語文及
板書的能力，將於11月21日舉辦「2012年硬筆
字及板書競賽」。
有興趣的同學皆可於31日（週三）前上網報
名，除了線上報名之外，還須至師資培育中心
辦公室（ED304）繳交200元保證金。詳細競
賽內容及線上報名可上網站（http://enroll.tku.
edu.tw/）查詢。而參加「板書競賽」且成績達
60分（含）以上及格分數者，師資中心將頒發
檢定及格證書，比賽前3名及佳作可獲獎狀及
獎金。獎金最高3千元，報名要快！

學生事務會議 新增「原住民族歲時祭儀假」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於24日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學務長柯
志恩主持，學務處各組報告相關業務
狀況。在會議中，討論並通過「淡江
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辦法」草案，依據
導師輔導績效審查該年度優良導師，
改變以往僅獲獎狀，新增頒發獎金給
當選者，未來須報請「行政會議」通

過後始得實施，希望藉此提高師生的
輔導與互動。同時修正「淡江大學學
生請假規則」部分條文，新增「原住
民族歲時祭儀假」，提出須檢附相關
證明始得請假，讓原住民族學生保有
傳統文化。
此外，會中討論並修正通過「學生
議會議員選舉規則」、「學生會會長
選舉規則」及「學生自治組織規則」

部分條文，由學生自治組織修訂上述
規則通過後，直接送交學務處備查，
賦予學生真正落實自治權利。學生議
會議員西語三郭雋則說：「希望各院
代表的學生能提升校務會議出席率，
了解學校運作，保障學生權益。」與
會的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肯定學生主動
維護權益，並鼓勵讓自治概念從校園
出發。

管樂社x弦樂社x鋼琴社期中音樂會 分進合擊
半場以四重奏形式演出的〈霍爾的移動城堡〉、〈風中
【記者楊宜君、吳泳欣、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上
奇緣〉，下半場由樂團合奏的〈天空之城〉和〈阿拉
週的淡水校園樂聲悠揚！管樂社於22日在文錙音樂廳舉
丁〉主題曲。本身並沒有觀看過該電影的資工四廖祐材
辦「擊時行樂」室內樂表演，共演奏23首曲目，現場座
說：「〈風中奇緣〉旋律優美，腦海不時浮現自然美
無虛席。管樂社長運管二楊淨惠表示，「這次表演特
景，感覺身心放鬆。」而喜歡〈天空之城〉的保險四
別區分樂團各聲部作為表演曲目，帶領大家一同探索
涂意証則表示，很享受聽著音樂的當下，讓他重溫電
音樂奧妙。」開場以一曲〈Raggedy Ragtime Rags〉，
影配樂，「有如用音
展現活潑的打擊重
樂一口氣看了多部電
奏，上半場的壓軸由
影，有助抒解學業壓
楊淨惠領銜演奏，
力。」資工一溫皓涵
帶來〈A Whole New
則是滿意地說：「覺
World〉、〈大黃蜂
得演奏會很棒，下次
的飛行〉曲目，皆
還想再來聽。」
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此外，鋼琴社於25
樂章。下半場的演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
出有低音號搭配鋼
期中音樂會，主題為
琴的演奏〈Concerto
弦樂社於上週二舉辦期中音樂會，帶來一場豐盛的聽覺與視覺饗宴 「萬聖狂歡之夜」，
for Tuba and String,
場地佈置南瓜道具
I-Prolog〉，音調氣 。（攝影／劉代揚）
增添節慶氣氛，工作人員古怪裝扮，讓當
勢磅礡；豎笛重奏〈龍貓組曲〉和銅管五
晚的淡水校園提早進入萬聖節。鋼琴社社
重奏〈神隱少女〉的演出更是勾起兒時回
長中文二姚育函表示：「今年嘗試不一樣
憶。資管二林語彤分享：「演奏會由不同
的形式，希望觀眾在享受悅音之餘，視覺
樂器接力獨奏，覺得很特別，可以讓觀眾
上也能有不同的感受。」開場由一曲氣勢
一次聽到不同樂器的音色。」資管二王映
磅礡的〈歌劇魅影〉揭幕，由鋼琴社社員
婷分享：「因為很久沒聽到音樂會，經過
接續演奏蕭邦、莫札特、貝多芬等多位作
這次音樂的洗禮，覺得自己對管樂又多一
曲家膾炙人口的作品。電機二楊子慶說：
層瞭解，也增添不少藝術氣息。」
「印象最深刻，也最喜歡的是壓軸曲目
而期中考試將至，弦樂社於23日在文錙
〈匈牙利第六號狂想曲〉，精彩的雙手聯
音樂廳舉行期中音樂會，以「弦情」為
彈，充分體現高難度技巧，速度不僅相當
題，取自「閒情」的諧音，社長運管二呂
緊湊，更是高潮迭起，覺得意猶未盡。」
孟軒表示，「期望音樂會能帶給觀眾閒情
低音號（左圖樂器）是傳統銅管五重奏
逸致的好心情。」這次音樂會共演奏15首
的基本樂器之一。（攝影／鄧翔）
樂曲，其中卡通電影配樂就佔7首，包括上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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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哈福特學院
牛津哈福特學院（Hertford College,
University of Oxford）創立於1282年，是牛
津大學的學院之一，其學術水準居牛津大
學之冠，哈福特學院位於英國最古老的大
學城、高等教育重鎮的牛津市中心。2000
年11月8日和本校正式簽約締結姊妹校。
牛津大學有「天才與首相的搖籃」之美
名，該校為一中央學校，包括38個學院，
而哈福特學院便是其中之一，該學院擁有
豐富而悠久的歷史，位於Catte街，對面即
是著名的牛津大學圖書館，哈福特學院內
著名景點為具有標誌性的「嘆息橋」，連
接該學院及牛津新學院，嘆息橋以獨特的
設計成為牛津市的城市地標。
哈福特學院雖非牛津大學中歷史最悠久的
學院，但其學術及體育項目極負盛名，學
術方面，2009年該校在Norrington Table的
成績排名榜中，名列前茅，和許多以學術
成績聞名的學院並駕齊驅。體育部分，則
是因為該校擁有居於領先地位的英國牛津
大學遊艇俱樂部而聞名。
除了上述之外，哈福特學院是第一批
成立男女同校的學院，並保持較高的女
性比例，該校有許多著名的畢業生，包
括愛爾蘭前總統Mary Robinson、林肯大
學校長Paul Langford以及詩歌學會的主席
Paul Muldoon等人。（整理／楊蕙綾、圖
片來源：http://www.allposters.com/-sp/
Hertford-College-Oxford-OxfordshireEngland-Posters_i4914853_.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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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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