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適能社拳擊有氧迎新
　體適能有氧社於上月 24 日舉辦「迎
新試跳」，會中由教練帶領 70 人連跳
10 首「拳擊有氧」，大家感受到運動
的快樂。體適能有氧社社長日文三張
純華表示，以試跳活動能讓同學體驗
有氧的益處。試跳者西語一吳采珊分
享：「這樣暢快流汗，專業的教學讓
我度過充實一晚！」（文／蔡佳芸）
星相社遊戲增交流
　星相社於上月 25 日的迎新茶會中，
邀請占星協會理事繆心與新社員相見
歡。星相社社長資管三薛承顥表示，
透過老師介紹，將讓這學期占星、手
相課程十分有趣。（文／鄭文媛）

溜冰社花式炫技博掌聲
　溜冰社於上月 25 日的迎新幹部們以花式溜冰開場，博得掌聲不斷。溜冰社社長德文三林函
德表示，希望營造一家人感覺。社員法文二許瀞文說，「溜冰社除學到溜冰，還能認識好朋
友。」溜冰社副社長保險三徐萱樺認為，「我們會從基礎教起，歡迎加入。」（文／黃怡玲）
烏克麗麗社自彈自唱迎新生
　烏克麗麗社於上月 25 日的 108 人新生茶會中，烏克麗麗社社長土木二陳柏勳自彈自唱〈我
難過〉與大家同歡。公關長教科三蘇姿卉表示，「迎新活動可帶動社內氣氛。」土木三吳柏
奕認為，烏克麗麗輕便的特性是最容易學習的樂器。（文／黃怡玲）
實驗音樂社音樂表演同歡唱
　實驗音樂社於上月 25 日中社員們自彈自唱迎新，經濟二簡于翔表示，幹部們都很親切而且
表演很棒。日文一陳萱說：「很喜歡社團的氛圍，和喜歡演唱內容。」（文／夏天然）
國標社 PARTY 舞技新社員融入
　國標社於上月 25 日迎新舞會讓大家體驗國標舞，大家一起舞動起來融入。國標社社長英文

二林柏妏開心地說：「本次迎新很成功，新生都很熱烈參與我們的舞蹈教學。」（文／余浩鉻）
新聞研習社恐怖箱試膽量
　新聞研習社於上月 26 日迎新活動，以恐怖箱拉近距離。新聞研習社副社長西語四蔡昀儒表
示，新聞研習社是個學術性社團，將能讓社員學習到更多有關新聞的事物。」（文／吳雪儀）
電影社隨機分組遊戲破冰
　電影社於上月 26 日的迎新活動，現場隨機分組，大家進行積分搶答遊戲，贏家可獲得獎品。
電影社社長英文三劉怡孜感動的說：「很開心看到新進社員對電影抱持的熱情，電影社迎新
成功 !」林婕伃表示，今天活動很好玩，大家都很厲害。（文／鄭文媛）

日研社成果展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文化研究社
於上月 24 日在黑天鵝展覽廳舉行「第六屆日
本文化研究社成果展暨開幕茶會 - 合緣 ‧ 祈
緣」，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學務長柯志恩、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
日研社指導老師暨日文系助理教授廖育卿等人
皆到場參與。廖育卿帶領大家導覽外，並舉
行茶道為來賓奉茶。高柏園引《莊子》〈庖丁
解牛〉說道：「庖丁透過解牛過程分析生命，
如同茶道精神，在飲茶過程體會生命意義與價
值，有異曲同工之妙，藉由此次的展覽能增加
對日本的認識。」
　本次以東京八坂神社為發想，在展區中裝置
立體巨型神社，讓參展者體驗日本神社膜拜、
抽籤、繪馬的祈福文化。此外，現場展出浴衣、
和服、茶道器具，以春天為題佈置，展現出日

本節令與人文之美。日研社活動長林佳如說：
「第一次打造這麼大的模擬神社，我們是蒐集
衛生紙捲等回收物品來製作，提倡環保概念，
讓大家學習感恩回饋並珍惜緣分。」
管樂社短號音樂會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於上月
25 日晚上 7 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辦「聽見短
號的聲音」音樂會，邀請到中華民國空軍軍樂
隊小號首席鄭柏鑫，為喜愛短號的同學進行一
場小型獨奏會，在演奏會終場時，更以安可曲
讓大家一飽耳福。管樂社社長資管三胡宸瑋開
心地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可以聆聽鄭
老師的獨奏會，因為短號在樂團中的使用頻率
不像其他樂器來的多，若有短號的聲音能使音
樂會增色不少，這次的音樂饗宴，讓我更加喜
愛短號的音色。」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6 日下
午 3 時，日本同志社大學劍道部 57 人蒞校參
觀，並與本校劍道社於學生活動中心，進行劍
道交流暨友誼賽，兩隊人馬的飛身交鋒，現
場感受到濃濃的身心競技活動。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學務長柯志恩、校服暨資發處執行
長彭春陽、國際長李佩華、日文系系主任馬耀
輝、課外組組長江夙冠及淡江劍道社校友等人
參與。戴萬欽表示致詞：「本校和同志社大學
的交流密切，期望下次有機會，能到日本與他
們進行交流。」

　本次友誼賽中，分為男子組和女子組進行
比賽，日本同志社大學劍道校友會會長目良
紀夫致詞：「感謝淡江大學舉辦這次的活動，
期望兩校能共同努力，將這個活動延續下
去。」賽後有師長、學生和校友交流，進
行對打的練習。活動執行長及劍道社校友
侯玉娟表示：「希望藉由此次機會，增加
淡江學生的國際觀以及劍道上的學習。」
劍道社社長日文三劉鈺婷說：「能和關
西強校同志社大學有交流機會，這是很難得
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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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3( 一 )

8:00

女聯會

網路報名
《挺身而進》講座與對談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3/3(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職場新鮮人的必修課－勞
動權益 Q ＆ A 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3/3( 一 )

8:00

遠距組

網路報名

Moodle 數位學習平臺入
門報名（http://enroll.tku.
edu.tw/）

3/3( 一 )

8:00

員福會

SG315
淡水三空泉健行活動報名
至 3/5 下午 3 時截止

3/3( 一 )

10:30

文資中心

文錙中心展覽廳
當代版畫收藏展開幕式

3/3( 一 )

16:10

中文系

L408
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
建》（二）導論 3-4

3/3( 一 )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腳的基本動作練習（原地
動作）

3/4( 二 )

10:00

驚聲詩社微光詩社

黑天鵝展示廳
詩季，驚聲古典詩社微光
現代詩社聯展

3/4( 二 )

12:00

畢籌會

SG316
畢籌會招募說明會

3/4( 二 )

12:30

文錙中心

文錙中心展覽廳
當代版畫收藏展導覽
本校駐校藝術家顧重光

3/4( 二 )

19:00

健言社

L205
行銷心理學

3/4( 二 )

19:00

關懷動物社

L204
貓咪絕育

3/5( 三 )

12:30

大傳系

G315

保養從年經開始 - 乳房自

我檢查
3/5( 三 )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腳的基本動作練習 ( 原地

動作 )
3/5( 三 )

19:00

電影社

L412
柯波帝：冷血告白

3/5( 三 )

19:00

西洋音樂社

文錙音樂廳
閃靈 Freddy 講座

3/6( 四 )

12:00

畢籌會

SG205
103 級畢業紀念冊購買

3/6( 四 )

18:30

畢籌會

SG316
畢籌會招募說明會

3/6( 四 )

19:00

歐洲聯盟學社

E312

專業禮賓講師梁崇偉

國際禮儀
3/6( 四 )

19:00

商管學會

B712
愛心義賣義工講習

3/7( 五 )

17:00

讚美社

SG243
彩虹生命教育備課讀書會

3/8( 六 )

8:30

員福會

淡水三空泉
淡水三空泉健行活動

3/8( 六 )

8:45

讚美社

淡水馬偕醫院

醫院探訪，報名請洽宗穎

（0952376825）

大代誌
學生

922 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3 月３日

本週我最靚

公行三林敬量

校園話題人物

身高 公分 戀練守門員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3( 一 )

19:00

蘭陽校園主任室

CL408

住宿學院主題活動「藝術

品味－大魔術師」

日研社合緣展成果 管樂社短號秀見魅力

德文三莊靜：

「淡水三月天，快
來淡水校園賞花，
尋找春天。」

日同志社大學來訪

　2012 年在臺北大學的足球場上，在雨勢擾
人的情況下，場上的選手臉上已分不清汗水
或雨水，地上滿是泥濘，草地上多處已形成
水窪，守門員奮力擋下迎面飛來的足球，就
當全身埋入爛泥時，以 5 比 0 的佳績為本校
足球隊奪下勝利……。
　來自香港身高 197 公分的公行三林敬量回
憶說著，「那是我來到臺灣的第一場比賽，
那時 12 月，儘管套上守門員手套仍擋不住
濕冷，我以先發守門員，代表淡江足球隊上
場比賽，很幸運的取得好成績。」
　身高常讓他在淡水校園中受到「注目」，
林敬量笑說：「我國二其實也才 170 公分，
直到升國三的暑假忽然開始不停長高，高一
開學那天量身高才發現已超過 190 公分了，

原以為到此為止，但在大學新生的入學體檢
時，又多出了 7 公分。路上的人總會看著我指
指點點，但足球讓我找到自己。」
　從國中起加入足球校隊至今已有 10 年，擔
任足球隊守門員的他，在身高上絕佳的優勢，
別人總要在己方龍門前東奔西跑、跳高防守，
林敬量只要大手一揮就能輕易擋下，他在場上
表現還受到球探青睞，曾被挖角至業餘足球
隊，踏進香港專業足球聯賽中的預備組受訓。
淡江足球校隊指導老師陳逸政讚許他是天生的
守門員，「敬量擁有如此豐富的經驗以及技
巧，守門員是相當吃重的工作，必須承受足球
的衝撞力，更需要具備正面擋住快速球的膽
識，難得的是，他還能保持好成績，持續申請
體育獎學金。」儘管經常被稱許，他仍兢兢業

業地努力增強守門員能力，他認為，足球
守門員不只是身高，還要有速度、力量、
耐力和柔軟度，所以一有時間就會進行相
關的肌力訓練，希望提升自己的防守能
力，「我以我的偶像，切爾西球隊的守門
員佩特 ‧ 切赫為目標，希望能像他一樣
成為受人尊敬的球員。」
　「就算是死角射門，仍被我奮力一蹬而
撲住球，這樣心跳加速的興奮感與成就
感，讓我義無反顧的迷戀上這危險的工
作。」上學期成功拿下北區冠軍的淡江足
球隊，面對這學期全國賽的挑戰，身著螢
光綠球衣的他已張開雙臂，準備用自己高
大的身軀，捍衛屬於淡江足球隊的勝利。
（文／蘇靖雅、攝影／林俊耀）

社團認證增自主團體選課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你還沒有完成
社團的認證嗎？社團學分認證方式更加多元，
自本學期開始，開設「自主團隊」課程，提供
大三生未取得活動參與及活動執行認證者選
課，並在課程中完成認證。課程內容是由課外
組北極星服務團社團 TA 依據「課外活動與團
隊發展」學門基本素養，開設「品德倫理」、
「獨立思考」，以及「樂活健康」3個主題班級，
依據興趣選班，藉由 TA 引導及實作進行活動
參與及活動執行認證。
　課外組組員吳孟香說明，藉由自主團隊課
程，讓大三未通過活動認證的學生，可依據
時間安排，在就學期間完成社團認證不影響畢
業。活動參與及活動執行的成績計算方式，依
各主題班級課程規定後，班級成員將計入該學
期修課記錄，並於活動後至「社團學習與實作
課程系統」填寫活動日誌或結案報告，列印表
單經班級 TA 認證核章、再至社團課程辦公室
（SG201）審核後，才完成認證。
　吳孟香提醒，大三欲選課之學生，請盡快
至「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系統」完成選課，

選課期限開放至 4 日（週二）截止。詳情選
課方式，請見「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系統」
網 站（http://lpcs.tku.edu.tw/LPCS/fc_news/fc_
news_all.aspx?mode=none）

柬埔寨 淡海同舟徵服務員

劍道相見歡

福園草坪課業交流
　來自浙江陸生企管一周辰
（左一），於上月 24 日中
午在福園草坪上與別校外籍
教師、學生進行課業交流，
周辰表示，當時風和日麗因
此在草地上討論時特別愜
意。周辰提到，目前已適應
本校的學業和校園生活，並
且參加系學會和陸友會的社
團活動，「新學期開始，期
許能更開拓國際視野。」
（文、攝影／鄧翔）

社團迎新活動

校內獎學金申請 4 日止
　【本報訊】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內獎學金
申請至 4 日（週二）止，欲申請者請先上網
登 入 學 務 整 合 系 統（http://portal.tku.edu.tw/
assae/auth/security/system），以學號、密碼登
入後，選擇校內獎學金申請項目，填妥資料後
並列印、簽名或蓋章，連同應繳證件於截止日
前送繳生輔組（B418），請把握機會。關於申
請詳情可至生輔組網站查詢（http://spirit.tku.
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組公
開甄選暑期「柬埔寨服務學習團」團員和「淡
海同舟 -103 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服務員，歡
迎全校具有社團幹部經驗、服務熱忱者報名參
加。「柬埔寨服務學習團」將於 7 月至柬埔寨
偏鄉進行電腦、中文教學和文化推廣，出隊前
將有 4 個月訓練，甄選日期於 4 日（週二）、
5 日（週三）擇一進行，歡迎有興趣者於 3 日
（週一）前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活動詳情請
洽課外組專員李美蘭，校內分機 2220。
　8 月的「淡海同舟 -103 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分為生活組等 5 組，將負責學員生活輔導、課
程規劃等工作；服務員甄選日期將於 18 日、
19 日進行，歡迎有興趣者於 12 日下午 5 時前
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並至課外組（SG315）繳
交報名表，而蘭陽校園甄選者則將報名表寄至
190696@webmail.tku.edu.tw。詳情請洽課外組
學務創新人員吳宜家，校內分機 2220。

7 校路跑 一級主管熱身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將於 9 日
（週日）參與輔仁大學主辦的「七校聯合路跑
活動」，以響應各校運動風氣並增進校內教職
員、師生間情誼。本校超過千名教職員工生、
校友報名參與。體育事務處特為校內 17 名一
級主管開設集訓課程，於上月 26 日至 7 日（週
五），提升心肺耐力和了解路跑知識，為本次
活動進行熱身。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活動當天體育事務處將
有 31 位體育教師全程陪同，提供參與者妥善
的照顧，「這 10 天的體能訓練，希望幫助大
家在 3 公里的路程中快樂的運動。」

淡江時報
招考文字
攝影記者

招募說明會

中午12時
歡迎大家
踴躍參加

3/5(三)B426

學生會推聯名虛擬卡 享生活優惠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與真理
大學、臺北海洋技術學院淡水校區合作，共同
發行「淡水特約聯名虛擬卡」，提供生活中的
優惠。只要是學生會的繳費會員，可至校內信
箱中索取條碼，並至 Blink 網站註冊並匯入票
卡即可領取虛擬優惠卡；至於非繳費一般會員
只要在本學期內至學生會辦（SG203）繳交 2

百元並填寫基本資料即可索取。學生會會長歷
史三吳承翰表示，只要在貼有特約商家貼紙的
店家，出示手機上的虛擬卡便可享有優惠，範
圍有淡水、北投、中山、公館等各大商圈，吳
承翰說：「未來將逐步拓展優惠範圍，製作實
體優惠卡繼續為大家爭取好康福利。」Blink
官網（網址：http://www.blink.com.tw/ ）

　日本同志社大學劍道部 57 人，於上月 26 日蒞校
與本校劍道社交流，雙方開展劍道競技，激烈的交
鋒讓現場熱血沸騰。（攝影／吳國禎）

　日研社的「合緣 ‧ 祈緣」成果發展，現
場展出和服、查到器具，讓我們看見日本
文化之美。（攝影／鄧翔）

　本校劍道社同學在友誼賽前，選手們以竹劍練習基本
動作，期望能在比賽中獲得好成績。（攝影／鄧翔）

　管樂社『聽見短號的聲音』音樂會中，
展現短號魅力。（攝影／吳國禎）

（攝影／吳佩穎）

　體適能有氧社的
迎新中，大跳拳擊
有氧。（圖／體適
能有氧社提供）

　新聞研習社以恐
怖箱來迎新。（攝
影／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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