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萬聖趴 各社團假鬼假怪創意出奇裝

本校4生壯遊臺灣 獲           入圍前15名
　【本報訊】本校德文系校友張佳莉、水環三
劉醇和、中文三賴慧鈴，以及中文三黃怡玲4
人，日前入圍教育部青年署的第五屆「青年壯
遊臺灣－尋找感動地圖」前15名，且於上月27
日在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接受表揚，分享本次旅
臺的壯遊學習經歷及感動故事。本次共有100
件提案，入選50組團隊，最後由完成計畫的39
組團隊中，評審出成果競賽優勝團隊，去年畢
業的隊長張佳莉說：「因為四海遊農，讓我有
勇氣面對現實問題，看到了守護土地的希望，
更可和一群同心的夥伴，以行動守護大地。」
　「青年壯遊臺灣－尋找感動地圖」計畫是鼓
勵青年認識臺灣鄉土，以個人或團隊方式自主
提案、獲得經費補助後遊歷臺灣。本校4人團
隊以認識臺灣農家為主軸，於7月15至21日的

行程中，認識北中南3戶農家，在幫忙除草、
剪枝等農作幫忙中，了解到環境和土地的重
要，隊員黃怡玲說：「因我們的爺爺奶奶都是
農家，因此以農家關懷為主，這7天行程中體
驗農作的辛苦，更體會環境保護的重要。」

教部
青年署

　【記者鄧晏禎、鄭文媛、蘇靖雅、蔡佳芸、
辜虹嘉、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郭宇璇蘭陽校
園報導】為迎接萬聖節，上週晚間的淡水校園
和蘭陽校園，各社團在派對狂歡中過節。
淡江BEATBOX社殭屍變裝

　上月28日先由淡江BEATBOX社開趴變裝，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4(一)

8:00

教發組

網路報名

資概教學小秘訣-優良/

資深教學助理教學示範

與經驗傳承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index.

aspx）

11/4(一) 

10:00

大傳系

B309
女性影展校園巡迴展-甜
生如此

11/4(一) 

12:10

俄文系

外語大樓1樓大廳
俄文系20週年系慶-開幕
典禮暨伏特加品酒會

11/4(一) 

12:10

國際處

驚聲國際會議廳
赴境外姊妹校交換生留學
說明會

11/4(一) 

14:00

俄文系

外語大樓1樓大廳
俄文系20週年系慶-跳蚤
市場

11/4(一) 

15:00

大傳系

O303
女性影展校園巡迴展-甜
生如此

11/4(一)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校慶表演舞蹈練習

11/5(二)

12:00

俄文系

I201

俄文系20週年系慶-俄國

電影文化節

11/5(二) 

13:00

大傳系

O202
女性影展校園巡迴展-雅
瑪的暑假作業

11/5(二)

15:00

軍訓室

B115
戒菸23事

11/5(二)

19:3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珍愛文錙一生一世系列音

樂會-弦舞在淡江

11/5(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 武術教室

身法的極致、呼吸摔系列
入門技
雙手雙手抓:天地摔

11/6 (三) 

10:00

大傳系   

O202
女性影展校園巡迴展-老
爸的電子郵件

11/6 (三) 

12:00

職輔組    

Q409
職涯講座-面試技巧

11/6 (三) 

12:10

俄文系

外語大樓1樓大廳

俄文系20週年系慶-俄國

茶炊節

11/6 (三) 

13:00

軍訓室

文錙藝術中心前
機車防衛駕駛動態示範

11/6(三)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校慶表演舞蹈練習

11/6(三)

17:30

教學支援組

B218

SAS Enterprise Guide實戰

講堂
11/6(三)

19:00

吉他社

驚聲廣場
戶外民歌

11/6(三)

19:00

學生動新聞社

Q201
基礎攝影

11/6(三)

22:00

天文研習社

操場
認識秋天星空

11/7(四)

13:00

諮輔組

O501

「悠活塗鴉樂」抒壓團體

活動(場次一)
11/7(四)

15:00

諮輔組

O501

「悠活塗鴉樂」抒壓團體

活動(場次二)
11/7(四)

19:00

美術社

B701
松果傳情

11/7(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身法原理探討+期中歐趴

糖

11/8(五) 

12:10

俄文系

外語大樓1樓大廳

俄文系20週年系慶-俄國

文物及書籍拍賣大會

11/8(五)

12:20

教發組

I601

101學年度社群成果展示

暨102學年度教師社群焦

點座談會
11/9(六)

13:30

中文系

文館橋
「一健如故」登山活動

11/10(日)

9:30

文創中心

E301
「文創元素開發」工作坊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本校63週年校
慶蛋捲節暨園遊會將於週六（9日）上午11時
在書卷廣場和海報街登場！
　今年以「蛋捲情人夢」為題，將蛋捲寶寶的
甜美愛情故事結合淡水約會勝地為故事架構，
並安排相關系列活動，學生會副會長歷史三李
泓毅表示，希望讓參與校慶的學生、校友們都
能感受到戀愛浪漫的甜蜜氣氛。活動內容包羅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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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校教官蕭惠娜

本週我最靚
以鬼魅造型示範勸
募發票，與學生同
歡。

德文一陳政詠

校園話題人物

　瘦高的外表、個性靦腆的德文一陳政詠，
在他的FaceBook的動態消息中，竟有著白天
課堂上的筆記，從9月26日起至採訪日（上
月30日）有26篇，天天不間斷！筆記的內容
中，會將課堂中所學的動詞變化、例句、文
法解釋等，細心地整理在FB中，他害羞地
說：「藉由分享筆記，除了加強對單字的記
憶外，也能讓觀念更加清晰。」
　陳政詠做筆記的方式，會專注的看著單
字，邊寫邊念讀音後，附註字彙的用法及詞
性，平常的他會先查好單字詞性、陰陽性變
化、時態用法再整理歸納，以完成今日學習
記錄；此外，他會善用Evernote、FaceBook
的分類功能，以電子化的方式管理筆記內容
和資料蒐集。他笑著分享，整理筆記的習慣
是從高中考試時所養成的，為了整理好的筆

我的FB筆記天堂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4(一) 

19:00

蘭陽校園主任室

JF101開心廚房
休閒人生，快樂生活

淡江大學校慶

週年

校慶蛋捲節9日敲響情人夢

夢踐論壇交流創意經營

校慶運動會淡江健兒拚冠上陣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你準備好活絡
一下筋骨嗎？一年一度的校慶運動大會將於週
三（6日）精彩登場，首先由盲生60公尺跑走
競賽揭開序幕，緊接著趣味競賽將進行「手忙
腳亂」及「勁爆九宮格」為運動大會進行熱
身。下午2時開始，就是體育健兒爭相奪金的

時刻，分別進行田賽與徑賽，包括跳遠、跳
高、鉛球、大隊接力等20場分組競賽，屆時相
信會有不少親友及粉絲團到場加油。
　另外，102學年度新生盃籃球、排球冠亞軍
賽將於週三（6日）決賽，將由校長張家宜親
臨開球，分別在體育館7樓和4樓開打。體育

事務處體育長蕭淑芬表
示：「希望藉由校慶運
動大會帶動學校的運動
氛圍，令人高興的是，
盲生除了參加跑走競賽
之外，也與一般生出席
『勁爆九宮格』的表演
賽。」詳細賽程請至體
育事務處網站（http://
www. spor t s . tku .edu .
tw/）查詢。

萬象，並串聯各地區校友會，在海報街匯集各
地特產，從頭到尾都讓你吃吃喝喝中能夠「蛋
捲搜幸福」。
　別忘了，在書卷廣場上還有熱鬧的系列活
動，最受矚目的「蛋捲演唱會」讓你感受歌手
和社團藝人的音樂活力；「蛋捲老街」則由街
頭藝人進入校園以帶動街頭藝術風潮；而往年
都有的傳情活動也請別錯過，今年的「蛋捲送
幸福」以蛋捲寶寶防塵塞和學生會的特製明信
片，讓你將滿滿的話語寄託信中以傳達心意。
　今年特別的「蛋捲啾一下」則歡迎大家揪自
己的親朋好友來參加，可以親一下表達愛意；

學雜費調整6日審議

記，在課程上專心聽講，回家後用電腦整理，
這樣可以複習所學，還能更有條理的組織學
習，「更大的好處，就是讓自己不怠惰學習，
可扎實的複習所學，因此再忙再累都要整理完
筆記才能安心。」
　高中曾前往德國的陳政詠，深受該地風土民
情的吸引，希望有朝一日能赴德國定居，他很
珍惜考上本校德文系的機會，更希望能在本校
中獲得更多歐洲的相關新知；他自認是個嚴肅
的人，不太喜歡討論時下流行的議題，但只要
跟歐洲有關的事情都能侃侃而談，因此課後還
參加歐盟研究社、本校歐洲金頭腦競賽活動，
希望能自我挑戰對歐洲的認識，他的FB中，除
了分享筆記，也會討論歐洲的大小時事，從歐
洲社會文化到政黨新聞都能看到討論的蹤跡。
　從陳政詠不小心掉出的考卷上看到不錯的成

績，他在學習上自我的要求，還有熱心的分享
筆記，讓他可以更加踏實，未來他將進行揪人
週日讀書會的計劃，將利用圖書館討論室與同
學共同討論課業。對於喜歡歐洲、喜歡德文的
陳政詠來說，隨時分享是種習慣，樂於分享的
個性讓陳政詠成功作出屬於自己的筆記天堂。
（文／鄧晏禎、攝影／鄧翔）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系學會
於上月31日舉辦一年一度的「Oktoberfest慕尼
黑啤酒節」，此次活動除供學生享用道地德國
啤酒、美食外，更邀請到詞曲創作社表演，使
現場氣氛相當熱鬧；而今年參與人數創下紀錄
至650人。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表示：「很感
謝系學會的努力，將慕尼黑的傳統啤酒節正式

出現在本校，希望學生能體驗
道地的啤酒節文化。」
　 詞 創 社 演 唱 〈 離 開 地 球 表
面〉、自創曲「我瘋我說」等
歌曲大家一起唱和跳舞，正在
氣氛High到最高點時，新北市
發生芮氏規模4級的地震，詞創
社以「這是我們安排的梗。」
一語帶動現場，學生反因這意
外插曲讓氣氛更為熱絡。最受
歡迎的是來自德國的黑麥與白
小麥等啤酒、香腸，現場還有
黑麥汁、汽水、麵包等餐點，

讓學生盡情享用；尤其每次推出德國香腸便快
速掃空。國企二廖越珣說：「這是我第一次參
加啤酒節，感覺很新鮮，人真的好多！」德文
系系學會長德文二蔡牧容表示：「本活動讓大
家體驗啤酒節特色，感謝大家的意見會檢討改
進，希望能帶來更好的啤酒節活動給大家！」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課外組於1日
舉辦「夢，踐-社團菁英高峰論壇」，學務長
柯志恩表示，本校長期投入資源推動社團活
動，並蟬聯企業最愛私校，在解決問題能力的
項目中獲得肯定，此能力的培養來自社團經
驗，有助於職場發展，希望大家多和校外社團

　【本報訊】本校因應學雜費調整事宜，依教
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將於6
日（週三）辦理審議小組會議，決議通過後再
舉辦公開說明會，彙總資料後提請決策小組審
議。關於研議調整學雜費收費基準之審議程序
相關說明，請見校務資訊公開專區（網址：
http://info.tku.edu.tw/discussion.aspx）。

管樂造音奏精彩
　【記者楊宜君、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管樂
社分別於上月29日、30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期
中成果發表會。管樂社舉辦「造音」室內音
樂會，上半場以創意打擊重奏開場，營造出
可愛逗趣的感覺，下半場則以垃圾桶作為打擊
樂器呈現戲劇性的開場，最後以目前當紅的動
畫《進擊的巨人》的主題曲〈紅蓮の弓矢〉為
壓軸；5位演奏者身穿學士服、臉帶著卡通面
具，引起臺下觀眾共鳴。化學一葉珈伶說：
「打擊重奏讓氣氛頓時變得活潑，讓我見識管
樂不同一面。」鋼琴社則以「星空」為題，
主持人以說故事方式將16首表演曲目串聯在一
起，並還有社團指導老師戴權文進行吉他表
演，吸引許多觀眾欣賞鋼琴音樂，讓臺下座無
虛席。鋼琴社社長保險二黃偲涵表示，本次音
樂會希望讓觀眾感受置身在星空下，以放鬆的
心情、聆聽鋼琴最清脆的聲音。　

體育館增設置物櫃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上學期學生會
問卷調查，同學反應希望能設置物櫃，節能與
空間組於學期初在紹謨紀念體育館東北側出入
口設置80個投幣式置物櫃，計次收費，每次10
元，限當日使用，需在晚上10點前將寄物取回
並繳回鑰匙。希望提供學生安全方便的寄物空
間，試辦期為一學期，並將以問卷調查評估反
應後，再廣設各教學行政大樓。中文三嚴紹芬
分享使用心得：「以前來上體育課時都要隨身
攜帶貴重物品，造成運動上的不便。現在只要
放入投幣式置物櫃，就不必擔心物品失竊！」
上週發生2起同學去洗手間的空檔書包遭竊，
總務處安全組組長曾瑞光呼籲大家務必留意隨
身物品。

動感小帆開講旅遊攝影
　【本報訊】攝影社於上月31日邀請知名旅遊
攝影家張逸帆，蒞校分享行旅70多國的攝影經
驗，以及如何捕捉影像的方法，超過百人參
與。攝影社社長電機二杜承翰表示，張逸帆又
稱動感小帆，經常在網路發表旅遊攝影作品，
藉由本次座談讓大家了解旅遊攝影的重點外，
更藉由他的經驗，了解如何透過鏡頭與陌生人
熟悉與親近，幫大家精進攝影技巧。

　彰化校友會、金門校友會和花蓮台東地區校
友會聯合舉辦的「彰金花夜烤」於上月27日在
竹圍農場超過150位熱烈參與！當天工作人員
精心策劃一連串的遊戲增進現場的互動，而3
個校友會也輪番上陣表演，最後精彩絕倫的火
舞更是讓氣氛達至最高點。（文／林妤蘋、圖
／教科四蘇奕睿提供）

彰金花夜烤 火舞現

63週年校慶運動會

11月6日締創佳績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9(六)

13:30

推廣教育中心

D310

英語字根串連記憶週六班

第一期

最不容錯過的「蛋捲齊步奏」則由蛋捲寶寶在
校園中遊行，沿途發送糖果與氣球，帶給大家
繽紛幸福的喜悅，李泓毅預告，在活動當天，
蛋捲寶寶還有特別神秘活動，請大家務必要來
參與祝福。

　蘭陽校園於上月29日「蘭鬼夜行－萬聖節遊
行」，近百位學生移師宜蘭市區與市民同歡。
上月30日「找出你的活路」，參賽者走完血淋
淋恐怖現場後獲得百元折價券，執行長政經二
吳玟璇表示，這次活動讓她絞盡腦汁。政經二
徐阡耀提到，雖不怕鬼但紙箱鬼真的很嚇人。

　淡江BEATBOX社的搞怪變裝，清朝皇帝、
彊屍接連出爐。（攝影／余浩鉻）

歡騰十月啤酒節 盡飲盡興

　63週年校慶蛋
捲節中，將推出
蛋捲情人夢系列
活動。（攝影／
賴意婕）

清朝皇帝、彊屍、裂嘴女、蛋頭等接連現身和
大家一起玩遊戲。
國際青年交流團鬼追遊戲　彩妝社推派對妝

　上月29日國際青年交流團「萬聖國青逃走
中」，以紅心皇后、女巫等cosplay出沒校園並
進行逃走遊戲，國際青年團活動長法文二黃思
瑄說：「看大家努力闖關奔跑覺得很開心！」
彩妝社推出萬聖節彩妝，邀請Agnes b彩妝師戴
志峰指導派對妝並進行PK賽，由戴志峰選前3
名，獲最大獎日文一許晴瑄分享：「煙燻妝真
的不容易，能抱回大獎實在太開心啦！」
北蘭的基員萬聖趴　國際大使團vs.外籍同學

聯誼會的尖叫旅社拉近外籍生

　上月30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的「北蘭的基員」
萬聖節party的入場迷宮讓大家驚叫連連，現場
從天而降的百支螢光棒讓臺下觀眾瘋狂；管
科一王耀霆的假胸男扮女裝獲得Party King、
Party Queen是運管二黃儀馨、國企一馬詩媛。
國際大使團和外籍同學聯誼會的「尖叫旅社」
和外籍生交流，國際大使團社長英文四蕭安愉
說：「藉此拉近外籍生距離來文化交流。」
英文一全班扮裝搞鬼勸募5969張發票

　萬聖節搞怪，服務學習也來軋一腳！英文一
全班同學以萬聖節裝扮，於上月27日在西門町
為陽光基金會勸募發票，共募得5969張發票，
特殊裝扮吸引路人駐足。臉上鬼妝逼真的英文
一李宛頤開心地說：「不只募發票很有成就
感，萬聖節的裝扮不少路人還找我拍照呢！」
蘭陽校園蘭鬼遊行　恐怖現場找出活路

　30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的北蘭基員萬聖節派
對中，各社團載歌載舞表演，讓臺下觀眾瘋
狂。（攝影／余浩鉻）

　英文一學生於27日在西門町
勸募發票時，以萬聖節扮裝吸
引路人。（圖／蕭惠娜提供）

　國際大使團和外籍同學聯誼會的尖叫旅
社，拉近與外籍生交流。（攝影／余浩鉻）

星空鋼琴彈曼妙

　上月31日德文系系學會辦啤酒節，大家用
餐暢玩盡歡。（攝影／賴意婕）

　蘭陽校園         「找出你的活路」活動，
逼真的恐怖現場               讓學生尖叫連連。
（圖／蘭陽校園主                    任提供）

交流。社團學習與實作召集人黃文智強調，創
意發展是自由的，只要照自己興趣發揮即可，
希望各社團人能延續熱情盡情發揮。
　本次分3組座談後進行綜合座談，荒野保護
協會理事長賴榮孝鼓勵大家應打開自然的眼
睛，付諸行動以關懷自己生長的土地。臺灣插
畫師協會理事長楊勝智熱血分享自己的職場經
驗，期勉與會者要規劃好人生藍圖。
　最後由黃文智分別向講師們提問：如何創意
思考及關懷自然；楊勝智回應發想創意可從生
活周圍開始、賴榮孝則表示可用心觀察來親近
大自然。花蓮台東地區校友會幹部中文二周詠
捷表示，這次的活動安排從不同面向切入社團
經營，收穫滿滿，建議可增加分組座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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