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16日晚上，淡
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熱情奔放！學生會與聯合

校友會共同合辦的「社團之夜」19個社
團接力表演，受到熱烈歡迎，場內座無

虛席，現場還站著許多熱情的觀眾，將
活動中心擠得水洩不通。學務處課外組學務
創新人員李意婷現場與學生同樂並笑著說：
「相較以往，今年參加人數比往年多，而且展

現社團的特色，與
會學生感受到本校
社團的活力與多元

性。」
　整場活動中，

以歷史三王少
揚、公行三彭

靖 榕 、 崔 博
鈞 的 主 持

串 場 最
為 吸

睛，他們以詼諧話語、動感的肢體動作，揭開
每場表演社團的特色，並極力邀請臺下學生互
動參與，讓現場驚呼不斷。表演社團中，魔術
社以繩子表演開場；口琴社則以多重奏表演動
畫《貓的報恩》主題曲，讓臺下輕輕唱和。接
著，西洋音樂社的動感音律結合主唱渾厚的嗓
音，讓群眾為之瘋狂，尖喊「帥喔！」競技啦
啦隊的表演，讓群眾屏息以待；體適能有
氧社則和BEATBOX社攜手演出，結
合有氧舞蹈和動感的節奏口技，饒
富趣味。空手道社和跆拳道社合力
展現武術的力與美，國標舞性的曼
妙舞姿迷倒不少現場觀眾；而極限舞
蹈社帶來了高難度的地板動作，讓
全場氣氛High到最高點。
　活動壓軸是由一群號稱「武林高手」
的淡海同舟服務員，透過整齊動作
及舞蹈，向每個社團呼「突破自
我、凝聚共識、承先啟後 、再造顛
峰」口號，以締造高品質社團。
 會計一劉達融表示，「覺得主持人
幽默風趣，而BEATBOX社的表演

很棒，會考慮加入。」財金一洪穩盛認為，
「跆拳道社顛覆我心中嚴謹的形象，以戲劇方
式呈現，非常有趣。」

　【記者陳安家臺北校園報導】本報記者暑
期研習會14、15日在臺北校園，以精進專業素
養。校長張家宜親臨閉幕活動頒發聘書與結
訓證書，並勉勵時時檢驗新聞的正確性，不

厭其煩地確認，要努力達到零缺點。而行政副
校長高柏園在開訓典禮中表揚優秀文字和攝影
記者，因應媒體的多元發展，本校亦積極的推
動，期許大家要持續成長，以及多關心身邊的

人事物，將美好的事件分享給更多人。
　今年課程的講師陣容堅強，邀請大傳系兼
任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沈昭良傳授新聞
攝影的重點，他以自身的新聞現場經驗，鼓勵
同學要持續精進；TVBS主持人董智森，希望
以「勤快和人品」讓同學了解記者素養的重要
性；彭博商業週刊專題總監范榮靖介紹各種新
聞專題寫法，強調觀點的重要；壹週刊人物組
主任周家睿則用「歐巴桑心法」來分析採訪的
重點；TVBS新聞部國際中心主任兼節目〈十
點不一樣〉製作人林宏宜分享電視新聞專題，
專業的態度與深度報導讓同學感動莫名。本次
研習還安排「APP電子書數位媒體新趨勢」，
由奇多比行動軟體公司專案經理林言彌介紹數
位內容的發展，他稱許淡江時報製作的《淡江
富翁傳奇》新生電子書足堪各校宣傳表率。
　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在研習活動中表示，
呼應媒體趨勢的發展，本報亦嘗試製作APP電
子書並邀請張校長入鏡，獲得很多讚賞與迴
響，鼓勵記者們利用此機會進行新的嘗試。
　文字記者公行三蘇靖雅說：「老師們切身經
驗的分享，讓我體悟到一個記者應該具備的態
度。」攝影記者西語四蔡昀儒說: 「很高興有
機會得到沈昭良老師親自指點作品，讓我更客
觀地看每張圖片，而不自我侷限。」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服務學習
持續前行，本學年服務學習課程將於28、29日
深入蝴蝶棲息地，在劍南蝴蝶步道進行「劍南
蝴蝶步道棲地維護。承辦人學生事務處社團輔
導與服務學習輔導人員李庭瑜表示，這是本校
與臺灣蝴蝶保育協會兩造首次的跨界合作，希
望上這堂課的同學能夠有不同的體驗。
　本學年「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共與14
處機構合作，以「綠色淡水‧環境保護」、

「金色淡水‧社區文化」、「多元學習‧教育
輔導」和「有愛無礙‧弱勢關懷」四大面向進
行；與荒野保護協會合作的沙崙海岸維護、淡
水區公所合作的綠地認養和國際環境藝術節支
援活動、統一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進行淡水
社區環境清潔、至天生國小、育英國小、竹圍
國小、水源國小進行「交通安全」與「校園安
全」、「性別平等」等主題宣導，藉由這些課
程來豐富學生學習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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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9/23(一)

8:00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同舟共濟進步獎勵申請

（http://sls.tku.edu.tw）

9/23(一)

8:00

校服暨資發處

網路報名

訂單培育企業人才課程－

客服營運實務A、B班課

程報名（http://enroll.tku.

edu.tw/）
9/23(一)

8:00

諮商輔導組

B408

人際相處難，不難?報名

請洽B408
9/24(二)

19:00

證卷研究社

SG314
迎新茶會

9/24(二)

18:30

職場達人社

福園
歡樂迎新PA

9/24(二)

19:00

淡江嚕啦啦

活動中心後門

淡江嚕啦啦四十六期見習

甄選
9/24(二)

19:00

溜冰社

溜冰場
迎新活動

9/25(一)

12:00

文創中心

L401

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及

2013創意大賽說明會
9/25(三)

10:00

境外生輔導組

T1001

移民署辦理僑生外籍生居

留延期
9/25(三)

19:00

跆拳道社

SGB1
迎新茶會

9/25(三)

19:00

天文研習社

H107
迎新活動

9/26(四)

12:00

校服暨資發處

B713

訂單培育企業人才課程說

明會
9/26(四)

12:10

未來所

ED504
週四誰來午餐？

9/26(四)

18:00

慈青社

游泳館前集合
期初茶會

9/27(五)

12:00

課外組

Q409

社團認證長受聘、教育訓

練暨淡江爭影傳頒獎典禮

9/27(五)

16:00

學務處

驚聲廣場

老樹生命品格教育:阿櫸

伯的最後一堂課

社團大聲公

　日本麻將是什麼？讓日本麻將研究社來
告訴你！本學年度新成立的「日本麻將研
究社」將告訴你日本麻將和臺灣麻將的不
同，創社社長財金三楊士毅說道：「我們
可不是一直在打麻將喔，我們是希望藉由
麻將來了解臺日文化的差異。」楊士毅表
示，日本麻將和臺灣麻將的起牌數不同，
日本為13張，臺灣是16張，而且日本麻將
沒有花牌、臺數計算為點數計算，這又比
臺灣麻將的臺數算法更為複雜，反而讓人
對日本麻將更著迷、更能刺激腦力思考。
楊士毅笑著說：「日本麻將較講究策略性
規則，雖然比較繁瑣，但學起來也更有
趣。」為了創社，他還特別前往清華大學
日本麻將研究社交流，希望一同推廣日本
麻將文化，也能藉由這個社團讓更多人能
認識日本麻將文化。
　社團課程內容為分組進行，將邀請學長
姊教學，讓社員先將基礎理論打好、熟悉
攻防的策略。而基本理論熟悉後，預計期
中後正式進行實戰模式，社團時間為晚上6
時至9時於SG320進行，期中前每週一次社
課，期中後是每週二次。
　楊士毅認為，來這裡不是只有學習，讓
社員真正參與才有意義，而這個社團不只
是單純的在打麻將，重點是在切磋、學習
日本的麻將文化。他所設立的長期目標
為，未來能聯合全國有日本麻將社團的大
學，一起舉辦全國性比賽，共同推廣日本
麻將，讓更多人認識日本麻將文化。（文
／鄭文媛整理）

日本麻將研究社

大代誌
學生

903期
中華民國102年9月23日

本報暑期研習 媒體業師籲勤快與人品同重

北極星服務團TA招募

服務學習前進蝴蝶步道

安全組：注意随身物品

猜猜我在哪
校園智多星

(1)書卷廣場
(2)水舞廣場
(3)牧羊草坪

　考你對淡水校園的了

解，回答問題有機會獲

得精美贈品，趕快上網

填，或到Q301答題。

西語四蔡昀儒

校園話題人物

　「嘿！很酥湖齁！」女孩撫摸著小狗的肚
子，燦爛地說道。她是西語四蔡昀儒，看似
活潑奔放的外表下，內心卻流露出一股濃烈
情感，「這個世界少了動物，人類會很孤獨
吧！」所以，她決定為動物們做些什麼事。
畫下每隻動物的身影並轉製成貼紙，以宣傳
「領養代替購買」理念。
　自3歲半開始接觸畫筆，素描、油畫、水彩
等各種素材均嘗試過的蔡昀儒，讓在國、高
中擔任學藝股長時，不論教室佈置、畢業紀
念冊都難不倒她。「畫畫是抒發情緒的一種
方式。」生活中的題材何其多，怎麼以動物
為筆下主角呢？蔡昀儒憶起，是上班同事的
陶土繪畫創作，加上自身對於動物的喜愛，
還有受電影佳句的啟發「人的價值不在於別
人給我什麼，而是我能帶給別人什麼！」因

此，她憑藉著想為動物做些事的信念，讓小
動物成為她畫筆下的主角，甚至製成栩栩如
生的貼紙。
　蔡昀儒於5月初在社群網站Facebook成立
粉絲專頁。目前繪製的動物貼紙有法國鬥牛
犬、哈士奇、柴犬、老虎、貓咪，與近期甫
推出的2枚徽章，以符合購買者不同的喜好。
上頭更會標示著她的理念：「領養代替購
買」、「節育代替撲殺」。循著蔡昀儒認真
的眼神，看得出她對動物的關愛。她補充說
道，「這粉絲專頁不是商業用途，它單純只
是一個傳達理念的平臺。」
　對於前些日子的狂犬病新聞的看法，她自
認是資訊傳播者。蔡昀儒提到，儘管大家會
畏懼狂犬病，但也應該進一步了解，「每條
資訊都應該要了解，為減少訊息落差，我都

會將正確觀念分享給身邊友人或是在粉絲專
頁上宣導。」
　每賣出一張貼紙，蔡昀儒都會再宣導「領
養代替購買」，若有網友轉貼粉絲專頁的資
訊，即有機會獲得蔡昀儒覺得很帥的「特級
廚師」貼紙一張。而最終目的無非是想透過
一傳十，十傳百，向更多人傳達理念。她聊
及Facebook經營模式，不只義賣動物貼紙，也
分享動物飼養相關資訊，且每月上傳捐贈給
流浪動物之家基金會的收據，不僅讓捐款流
向透明化，也讓每位關注的朋友知道最新消
息，蔡昀儒說：「截至目前為止已捐贈超過
千元，會再繼續努力推廣。」
　「我能為動物做的事情不多，但希望透過
此舉，讓更多人知道『領養代替購買』的重
要。」懷著夢想的蔡昀儒未來希望開設個人

工作室，為動物盡更多心力，不求做大事的
她，只期望能輕輕撼動世界上每顆關懷動物
的心。（文／林佳彣、攝影／林俊耀）

關懷動物 手繪貼紙胸章傳愛

　上週書卷廣場很熱血，有12個社團展現特色
吸引新生目光。極限舞蹈社中文三邱柏瑋表
示，本社社團活動主要以Breaking舞蹈為主，
以此做為表演項目，並向觀眾說明Breaking不
僅是舞蹈，與音樂、Rap、塗鴉等元素結合也
相當重要的，此外，更能讓新生認識極限舞蹈
社、達到宣傳的效果。
　而馬術社與淡水山海關馬場合作，將馬兒載
到本校提供同學試騎，騎乘者以帥氣的英姿行
走在校園中，立刻吸引學生們駐足圍觀。（文
／盧逸峰、攝影／林俊耀）

　【本報訊】102學年度北極星服務團社團TA
招募徵才營將於10月5日舉辦，凡對深化社團
課程有興趣，且能接受一年之培訓與服務的
在校學生均可參加。報名方式可至報名系統
「102學年度北極星服務團社團TA招募-徵才
營」報名，並下載「個人履歷表」填寫上傳，
即完成報名手續。
　今日（23日）晚上7時在SG317舉辦招募說
明會，歡迎有興趣者前往。詳細招募甄選流程
與說明，請見網站（http://enroll.tku.edu.tw/
course.aspx?cid=tkuexta01），或洽課外組許晏
琦，校內分機2220。蕭淑芬組聯誼會邀你運動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體育事務處與
愛好運動的教職員工共組成「運動聯誼會」，
以更凝聚志同道合的夥伴享受運動的樂趣。體
育長蕭淑芬說明，為貫徹一人一運動理念，因
此和大家組成網球、桌球、羽球、籃球、水上
活動等聯誼會，讓更多人參與，體育事務處也
會提供場地及專業技術協助。桌球聯誼會會
長，也是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說：「活動就是
要動，藉此機會可提升球技，也能與桌球同好
享受運動喜悅。」

26日1分鐘防震演練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本校淡水校園、蘭
陽校園將於26日（四）上午9時21分舉行「地
震避難掩護演練」，在1分鐘內須完成地震避
難掩護動作：蹲下、掩護、穩住的就地避害要
領，軍訓室主任陳國樑表示，希望能達到平
安、快速、分流的疏散目的。
　本次的地震避難掩護分為3階段：在各班教
室播放5分鐘地震掩護影片後；9時21分透過廣
播發布警示聲響，全校教職員工生進行「蹲
下、找掩護、穩住」動作後即恢復上課；並安
排驚聲大樓全體師生循疏散逃生路線至安全集
結區並清查人數點名後，才完成地震演練。
　陳國樑呼籲，本校教室前後門內外側都有安
全逃生路線圖，現在適逢新開學期開始，教師
可以在第一堂上課播放演練影片，讓師生都能
熟悉逃生疏散流程。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新學期開始，
安全組組長曾瑞光希望新生能提高警覺，不要
隨便與陌生人攀談，並且隨時看管隨身物品避
免遺失或遭竊，「本校在紹謨紀念體育館1樓
設置投幣式置物櫃，歡迎同學多加使用。」
　另外，本校在安全走廊中，設有緊急求救系
統之緊急按鈕，為充分發揮安全效益，曾瑞光
表示，請勿任意按鈕，以免造成困擾。

　社團接力 動感活力

馬兒進擊校園 吸睛
　16日的社團之夜中，空手道社和跆拳道社合力表演，更以戲劇方式結合武術，展現多重
技巧，使臺下同學們連連發出驚嘆和掌聲。（攝影／劉代揚）

　16日社團之夜中，主持人以
動感肢體動作、詼諧的介紹貫
穿全場。（攝影／賴意婕）

　本報記者暑期研習會14、15日在臺北校園，校長張家
宜（左四）親臨閉幕活動頒發聘書與結訓證書，並與學生
合影。（攝影／賴意婕）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9/23(一) 

10:00

學生會蘭陽事務部

圖書館前走廊
蘭陽校園社團招生博覽會

9/25(三) 

18:30

蘭陽宿舍自治聯誼會

迎賓階梯前

蘭陽校園中秋師生聯誼活

動

　TVBS新聞部國際中心主任兼節目〈十點不一樣〉製作人林宏宜
在本報暑期研習中分享電視新聞專題。（攝影／吳國禎）

　極限舞蹈社的Breaking讓人
驚呼。（攝影／賴意婕）

夜美麗19
社
團
之
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