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
「醫院死屍全面復活，你準備
好了嗎？」建築系將於14日晚上
6時，在建築系館舉辦「建鬼」
活動，今年以「獰血祭」為主

題，以醫院為布景，行「屍」
橫行的詭譎氣氛，歡迎同學大
膽挑戰。活動售票將於3至5日
（週三）上午7時在建築系館前
的飛機廣場，採號碼牌制，一

證一票，每人憑學生證最多可
購買2張票，每張票售價為200
元，詳細內容可至社群網站查
詢（https://www.facebook.com/
architecture201zombie）。

建鬼售票活動開跑囉！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課
外活動組於上月23、24日舉辦「社團TA
標竿學習與校外參訪活動」，遠赴靜宜大
學、逢甲大學、臺中文創園區及桃園巧克
力共和國進行參訪。課外組組長江夙冠表
示，「本次參訪為帶領本組進行標竿學
習、強化社團TA創新、多元思維能力，
對於下學期協助社團學習實作課程，能更
得心應手，同時也強化TA在課程實作、
社團經營的能力。」
　首日上午前往靜宜大學的服務學習中
心，針對課程助理養成、實施現況進行交
流，再至課外活動輔導組，以社團活動為
主軸，對於知能研習、助理招募制度等項
目，進行討論交流；也到住宿輔導組取

經「榮譽學長姐制度」；下午則抵達逢甲
大學，與「領導知能與服務學習中心」進
行交流，見習其課程的規劃、執行方法，
並了解其實施成果。次日來到臺中文創園
區、桃園巧克力共和國，學習活動和品
牌的行銷與包裝，並探訪文創內涵和競
爭力，以及文創園區與公部門之合作與媒
介。社團TA中文二楊雅庭說：「這次參
訪 的
收 穫
十 分

豐
富 ，
如 靜
宜 大

學的榮譽學長姐制度、逢甲大學的情境體
驗室、臺中文創園區的傳承與創新，以及
巧克力共和國的產品包裝與行銷都令人印
象深刻。」她也提示社團TA的職責之一
為提高學生參與社團的比率，「這次參訪
的學校、機構都各有所長，讓我們能有學
習的模範、將社團培訓時所學的專業知識
運用在教學與規劃課程上面。」

他山之石 社團TA遠赴靜宜逢甲觀摩

學聲
大代誌

大傳二楊宜君：最近淡水又濕又冷，大家記得穿上保暖衣物喔！中華民國101年12月3日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12/3(一)

8:00

僑聯會

國際處境輔組

冬至卡拉OK大賽

「境外之聲」報名活動

12/3(一)

10:00

諮輔組

商管大樓前

「微笑向前，快樂生

活」正向擺攤活動

12/3(一)

10:00

星相社

黑天鵝展示廳

西洋神祕學展-

探索星空的旅人

12/3(一)

10:00

吉他社

商管大樓前

27th寒訓吉他營

報名擺攤活動

12/3(一)

12:10

法文系

T505

歐洲魅影巡迴影展

「變色龍」

12/3(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飲食男女」

12/4(二)

12:10

法文系

T604

歐洲魅影巡迴影展

「天才女棋士」
12/4(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冰風暴」

12/4(二)

19:00

電影欣賞研習社

驚聲廣場

OUTDOOR MOVIE NIGHT 

露天影院
12/4(二)

19:00

種子課輔社

E308
社團交流之夜

12/4(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柔道場）

入身摔

12/5(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綠巨人浩克」

12/5(三)

18:10

法文系

L406

歐洲魅影巡迴影展

「霧中湖」

12/5(三)

18:30

淡美讚美社

文錙音樂廳

奔跑吧 傳遞愛

耶誕音樂晚會

12/5(三)

18:30

BEATBOX社

溜冰場

淡江街頭廣場

Street square vol.2

12/6(四)

12:00

國際研究學院

T306

淡江論壇「中共十八大

與兩岸關係發展」

12/6(四)

12:10

法文系

T505

歐洲魅影巡迴影展

「天使」

12/6(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斷背山」

12/6(四)

19:00

尋寶社

O306
愛情你我他

12/7(五)

12:10

法文系

T505

歐洲魅影巡迴影展

「職場無間道」

12/7(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胡士托風波」

12/8(六)

13:00

文創中心

O303

創意圖文與行銷加值

大賽決賽

12/8(六)

15:30

淡江康輔社

E311

舞動人生－

康十六培訓成果展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2日晚間，
由海洋大學學務長王天楷率領課外組員、聯誼性
社團幹部蒞校參訪，針對2校聯誼性社團進行深
度交流，而本校辦理寒暑假社會服務隊及聯合文
化週經驗，也成為海大標竿學習標的。課外組組
長江夙冠表示，「這次海大由學務長親自帶隊，
感受到對方對於本次參訪活動的重視，也受益
良多、十分感動！」學生會會長資圖二林蕙君表
示，「讓我們知道在學生自治領域裡，還有一群
關注學生權益的狂熱份子，希望提供給我們更好
的服務品質，也希望之後能常有校際社團的交流
機會。」

關注學生事務 海大學務長來校取經

墨西哥自治大學
　 墨 西 哥 州 自 治 大 學 （ U n i v e r s i d a d 
Autonoma del Estado de Mexico）創於1828
年，其前身為墨西哥州文學院，1943年改
制為文理自治學院，1956年升格為墨西哥
州自治大學，為墨西哥高教研究重鎮。目
前該校共有21個學院，60個學系，33個碩
士班，12個博士班。全校學生約為57,000
人，墨西哥州自治大學自1989年即與淡江
大學展開學術交流，1992年4月17日雙方締
結姊妹校。
  墨西哥州自治大學的目標及遠景，除了
進行學術研究，並傳播及推廣先進人文、
科學、技術、藝術和其他文化的表現外，
也希望可以落實社會責任，並將豐富的知
識、價值觀和社會責任感傳遞給下一代。
因此，墨西哥州自治大學制定多項策略及
目標，如加強支持弱勢群體和公民保健環
境、增加大眾媒體和網站的使用率，降低
紙張使用，以減少污染和保護環境，再加
上大量造林，達到每公頃1000株樹。希望
可以藉由創新的教學策略和優質的大學課
程，促進社會責任感和價值觀。
  校長張家宜於2012年5月28日曾率領訪問
團前往墨西哥州自治大學，並希望日後能
擴大更多實質交流，提升我國對拉丁美洲
的研究水平及與西語系的實質交流，也
鼓勵與墨西哥州自治大學建立大三留學
合作計畫。（整理／楊蕙綾、圖片來源：
http://www.uaemex.mx/PNezahualcoyotl/
bienvenid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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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正啟事：877期姊妹校On Air－墨西哥自
治大學，其內文、圖片皆誤植為「墨西哥國
立自治大學」，該校目前非本校姊妹校，特
此更正，此次刊出方為墨西哥自治大學。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
導】本學期加退選後就貸生收
退費辦理時間為今日（3日）
至21日。補繳、退費單，將於
今日（3日）前由各系所轉發
同學親自簽收後，至出納組淡
水校園B304室或臺北校園D105
室辦理，補繳費者亦可利用信
用卡及ATM轉帳方式繳費。加
退選後之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
單將E-mail至學生學校信箱，

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
101學年度第2學期預選課程，
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另出納
組開放夜間及假日協助辦理補
繳、退費事宜，淡水校園3至7
日（週五）下午6時至8時止；
臺北校園3至7日（週五）下
午5時至7時止，以及8日（週
六）上午9時至下午4時。詳情
請見財務處網站（http://www.
finance.tku.edu.tw）查詢。

就貸生加退選後補退費

泛泰雅族文化展 源社帶你一次看透透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紋面」是哪一族的特徵呢？
賽德克族、太魯閣族和泰雅族有什麼關係呢？以上的問題，就
讓泛泰雅族文化展來告訴你！由源社主辦「泛泰雅族文化展」
於上月26日至30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展出泛泰雅族的文化
內涵與器物實體介紹。源社社長法文二謝儀萱解釋，泛泰雅族
是由泰雅族、賽德克及太魯閣三族共同組成，分布地區相當廣
泛。展覽分成2區，概述泛泰雅族一年四季中的慶典及特有的
紋面文化。會中除了文字解說外，也展出格林威智藝術空間有
限公司負責人李竹旺的原住民攝影作品，來自泰雅族的西語二
苡拜•米治，也特別從家鄉南澳帶來泰雅族的漁獵器具及生活
用具。中文四呂念庭表示，喜歡展覽中介紹狩獵的部分，「透
過照片及實物介紹，可以讓我對原住民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謝儀萱說：「明年將規劃排灣族文化展，希望未來可以接續策
劃不同族群的文化展，將原住民文化發揚光大，也希望藉由策
展，讓大家對原住民有更多的認識。」

　圖為源社社長法文二謝儀萱（左一），向參觀同學解說泰雅
族的織布機。（攝影／謝佩穎）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
劍道校隊於上月24和25日在高雄
鳳山陸軍官校舉辦的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101學年度劍道錦標賽中，
分別奪下女子團體得分賽冠軍和
男子團體過關賽季軍。指導教練
柳模塘表示，「大專盃為檢視一
年練習成果的重要指標，本次能
抱回2項獎盃，顯示同學們都發
揮出平時累積的實力，並期許大
家未來能再接再厲，繼續為校爭
光。」劍道校隊隊長運管三王蘭
軒說：「一開始男生在比得分賽
的時候，狀態並沒有很好，於是
在過關賽中難免倍感壓力，但奮

力一搏的想法，也凝聚出團隊的
力量，才能擊敗眾家好手。」他
開心地說：「真沒想到第一次帶
隊出征，就能有好成績！」劍道
社社長企管三陳鳳儀則是說：
「整場比賽算是相當順利，特別
感謝隊友一同的扶持和努力，也
很謝謝到場幫忙加油的學長姊及
學弟妹。」

劍道校隊過關斬將 擊出一金一銅

　劍道校隊上月24、25日出征
大專盃劍道錦標賽，圖為數研
碩二潘虹霖（左一）在女子團
體得分賽中的對戰畫面。（圖
／鄭晃二提供）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
國際標準舞研習社舉辦的「第12屆淡

江盃大專國際標準舞競賽」，於上月
24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熱鬧登場。此次活
動邀請政大、清華、臺科大等13所大專
校院，共84隊參賽者到場共襄盛舉。本
校在此次競賽中成績亮眼，共囊獲35個
獎項，榮登最多得獎次數！運管二傅國
冠與化學二葉嘉欣，摘下「大專新秀三
項拉丁」第1名及入選8項分組前五名，
為本校參賽者中的最大贏家！
　傅國冠笑著說，「持續的練習，以及
與舞伴之間的合作默契，是我們獲勝的
主因。」葉嘉欣也謙虛地表示，能贏得
比賽，除了不斷練習外，當天的狀況也
相當良好，在舞臺上用盡全身的力量舞
蹈，最終獲得評審青睞。國標舞社社長
法文三林芳郁表示，「今年淡江的比賽
成績非常好，這要歸功於社員們平時辛
勤的練習，希望大家都能持續地保持最
佳狀態。」

舞林高手同場競技 國標舞社大贏家

　國標舞社的英文二黃曉韻（左一）與
機電三楊悠池（右一），兩人搭檔合作
，展現絕佳默契，現場表現相當精彩。
（圖／國標舞社提供）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西
洋音樂社在上月23日晚上7點舉辦
「Friday's Night龐克之夜」，邀請到
非人物種、懦夫救星和罷黜者樂團
蒞校表演，雖然遇上低溫及大雨，
仍澆不熄大家對於搖滾的熱情，讓
現場聽眾們大飽「耳」福。西音社
副社長資工四沈偉雄表示，「大家
認識到的龐克樂團並不完整，所以
才籌備這次活動，希望藉此讓大家

一窺龐克樂團的面貌。」參與此次
演出的懦夫救星表示，「這是個很
棒的表演機會！現場的舞臺、音響
條件都很好，也很謝謝西音社給我
們發表創作的空間。」另外，罷黜
者 和 非 人 物 種 樂 團 ， 皆 對 於 這 次
演出經驗感到興奮，很謝謝淡江學
生的熱情參與。法文二簡毓萩說：
「我覺得龐克之夜辦得很成功，西
音 社 聚 集 了 一 群 喜 歡 聽 音 樂 、 玩
樂 團 的 朋 友 ， 也 很 開 心 大 家 的 參
與！」

龐克之夜Friday's Night 西音社飄出濃濃搖滾味
　圖為罷黜者樂團。（攝影／鄧翔）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社團
負責人座談會於上月2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行，校長張家宜、三位副校長，與各一級單位
主管皆出席參加。張校長表示，本學年度為品
德年，要確實在校園中落實，希望各社團能響
應，並提示社團負責人的職責為營造豐富課程
內容、培養學生專業課程以外的能力。除此之
外，張校長提到本校能連續15年蟬聯Cheers雜
誌「企業最愛大學畢業生」私立大學第一名，
在團隊合作、抗壓性、創新能力部分皆有傑出
表現，而這些能力正是社團所塑造的特質，勉
勵各社團負責人要將這些「DNA」延續下去！
　課外活動組組長江夙冠則是解說社團的培訓
研習、學習實作課程及活動概況，並以「主
動、主動、再主動；積極、積極、再積極！」

勉勵各社團負責人。會中除了有今年在全國大
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獲獎的經濟系系學會、康
樂輔導社進行經驗分享之外，在綜合座談時
間，社長們也踴躍發言，並由相關業務處室直
接回覆，交流互動良好。
　電子競技社、華僑同學聯誼會、魔術社、詞
曲創作社、水上活動社皆針對練習場地不足提
出反應。德文系系學會、吉他社、航太系系學
會，反應體育館場地租借規費昂貴，是否有彈
性空間？張校長表示，有關單位應盡力協助，
但場地畢竟有限，呼籲各社團共體時艱；學務
長柯志恩回應，場地部分可再協調，學務處會
盡力發揮所有資源；體育活動組組長陳逸政解
釋，體育館場地費包含維修、水電費，收費標
準無法馬上調整，但會再做協調。

　E企諮詢社、資圖系系學會、
航太系系學會提到，教室麥克
風、電腦、空調設備有故障
情形。遠距教學發展組研
究助理季振忠回應，如發
現設備故障，應立刻撥打
維修專線，將盡快派人過
去處理以解決問題。蘭陽
校園部分，國標舞社、觀
光系系學會皆提到活動場地
不足問題，蘭陽校園主任林
志鴻回應，空間不足問題在明
年綜合體育館落成後可
緩解，目前社團空間使
用將再協調。

社團負責人發聲 師生雙向溝通暢所欲言

　圖為航太三萬柏佃發言，
反應教學設備有故障情形。
（攝影／鄧翔）

　圖為社團負責人座談會中，張校長親自
回應學生的建議。（攝影／鄧翔）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學務
處課外活動組上月22日邀請到東吳大
學課外活動組組長蔡志賢蒞校，暢談
「學務創新─從東吳四哩路談起」，
學務長柯志恩、課外組組長江夙冠及
相關業務職員皆出席。蔡志賢以詼諧
的口吻，講述如何透過「東吳四哩」
計畫，以積極的態度，並結合學術事
務，協助學生投入大學生活。
　蔡志賢提示從97年開始實施的「東
吳四哩路」，是透過課外學習的機
會，試圖引導學生在社團和服務學習
的經營，並輔導各業務單位規劃學生
事務，同時藉由量化數據證明學務創
新的附加價值，以及課外學習的重
要。比如「第一哩新生定向輔導」，
學務處主動致電學生進行學校簡介，
學生註冊後舉辦為期數天破冰之旅，
從師生互相認識、校園導覽及班級競

賽，活動集合行政、學術單位共同規
劃，有助於凝聚學生對於學校的向心
力，無形中也促進學習成效。
　蔡志賢在課外學習的經驗教育中，
介紹具創意的活動實例。例如舉辦
大四學生環島旅行，並在校慶當天發
表，過程除了訓練學生團隊合作，在
結合服務學習、實踐社會公益之餘，
也有利於校方的招生宣傳。此外，東
吳曾進行品德教育，舉辦「誠實商
店」，以自行投幣、無監督的形式，
鼓勵學生誠實。但他也笑言，有他校
模仿後，同學並未做出誠實的表現，
以致於商店經營「虧很大」。會後，
課外組組長江夙冠表示，「像『誠實
商店』和928尊『獅』『種稻』的活動
極富有創意，剛好本校於今年推廣品
德教育，相信這次演講的分享，對我
們會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學務經驗分享 東吳四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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