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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4/14( 一 )
8:00

航太系
網路報名

中華航空培訓機師－淡江
考試專案（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4/14( 一 )
8:00

亞洲研究所
網路報名

「2014 亞洲新情勢」國
際學術研討會 （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course.aspx?cid=TIIX0418）

4/14( 一 )
8:00

英文系
FL207

英語即席演講比賽（網址：
http://www.tflx.tku.edu.tw/
news/news.php?Sn=2304）

4/14( 一 )
8:00

歐盟研究中心
網路徵稿

舒曼宣言朗誦競賽徵稿
（網址：http://w3.tku.
edu.tw/eurc/news-detail.
asp?id=170）

4/14( 一 )
8:00

女聯會
網路報名

「天之驕子」電影欣賞
活動報名系統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4/15( 二 )
10:00

軍訓室
E309

永遠的人生習題：談人
際關係與愛情

4/15( 二 )
14:00

外語學院
2 樓閱活區

希梅聶斯的《小毛驢與
我》 《Platero y Yo》

4/15( 二 )
14:00

商管學院
B302B.D.E.F.G   

金融機構面對面

4/16( 三 )
10:00

商管學院 
Q409

金融證照介紹金融證照
考照達人密技傳授

4/16( 三 )
15:20

教師組
ED201

翻轉教室 ( 一 )：課程與
概念設計工作坊

4/16( 三 )
16:10

學發組
S106

學習策略工作坊 -「統
計軟體一把罩」-SPSS
進階教學 - 上機操作

4/17( 四 )
14:00

外語學院
2 樓閱活區

松本清張的《砂之器》

4/18( 五 )
8:30

亞洲所
覺生國際會議廳

「2014 亞洲新情勢」國
際學術研討會

4/18( 五 )
12:30

教師組
 I601

【教師及 TA 講座】魅力
無法擋 - 談師生互動與
引導技巧

大代誌
學生

927 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4 月 14 日

本週我最靚
「下禮拜就要期中
考了，要用功念書，
祝大家 all pass ！」

全國社團評鑑 花東校友會特優 康輔社優等

法文四林佳彣：

跆拳道社 2 金 4 銀 8 銅傳捷報

淡江時報記者 14 日秀新聞幕後

資管黑客松 30 小時寫程式 None 隊得 3 萬

單車社 22 人花東騎乘行

土木週才藝運動賽吸睛

嘉雲校友會 RUNNING MAN 運動會

　上週「第十一屆聯合文化週」在淡水校園內
盛大落幕！黑天鵝展示廳中的各地知名立體模
型，讓人如同走訪全臺景點：新竹迎曦門、臺
南樹屋、屏東彩虹橋、高雄夜景等，馬上感受
全臺風情。在海報街的名產更是全校師生熱烈
搶購：中投會的東海雞腳凍成為本次文化週熱
賣冠軍、彰友會的招牌蜜麻花突破 2 百包銷

量、蘭友會每日 50 個限量鴨賞飯糰讓人先搶
先贏、金友會推出子彈餅和高粱蛋捲、桃友會
的乳酪球空前搶手超過 250 盒，而現場各校友
會的勁歌熱舞表演，帶動全場氣氛，與大家一
同感受文化週的魅力。而在蘭陽校園的文化週
中，只要捐 10 張發票還可抽奶凍捲。（文／
鄭文媛、林莉甄、盧逸峰、郭宇璇）

名產 進文化週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推派花蓮
臺東地區校友會、康輔社參加上月「103 年全
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其中
花蓮臺東地區校友會首度獲得大學校院組 - 自
治性特優獎，康輔社則得優等獎。花東校友會
會長產經二蕭偲吟提到，在本次社評中呈現的
資料，於財務統計，以及活動成果分析的部
分，皆相當完整，是能拿到特優的主因，她認
為「努力勝過一切！」蕭偲吟也提到，這陣子

社團裡除了忙著準備社評資料、還得籌備文化
週，大家都非常辛苦，也非常感謝夥伴的信任
以及體諒。
　康輔社社長化材三羅章力表示，本次評選的
分類項目比往年增多，好處是可以多元呈現，
但也限制呈現社團的特色，而會場中還有和其
他各校社團交流運作心得，「之前得過特優，
雖然本次只有優等，希望這也是成長動力，很
感動社員們一起齊心合力的完成評鑑內容。」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上週反服貿
行動已落幕，學生會、學生評議會、學生議
會及國際事物研習社在這股熱潮中以「民主？
自由？不可忽視的公民力量！」為題，於 9、
10 日晚間在驚聲廣場舉辦系列講座。戰略所
所長翁明賢、歐研所教授陳麗娟、未來所助
理教授紀舜傑走出教室與學生們討論，共聚

集百人次聆聽提問，充分發揮意見交流。本
次活動總召、學生議會副議長及國際事物研
習社社長公行四黃昱輔說明：「公民參與必
須從學生自治做起，希望同學能透過本次活
動吸取多方資訊與知識，再學習自我判斷並
分析，而非全盤接受片段資訊。」
　陳麗娟從「從國際法的程序正義看服貿」探

討程序正義；而翁明賢主談「從服貿談兩岸」，
以及紀舜傑提出「30 年後看太陽花學運、青
年對國家的社會責任」。西語一莊久億分享：
「陳老師回答得深入，其中讓我感到最深刻
的是朝野協商的分析。」結伴同行的西語一
王珮璇說：「終於等到學校舉辦這樣的活動，
來深刻了解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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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史上第一
次！專屬於淡江時報記者的展覽「Behind the 
News －我在 Q301 的日子」，於本週在黑天
鵝展示廳登場。此次策展劃分為展覽理念牆，
及文字、攝影 2 大專題區，透過文句與照片描
繪時報運作原貌及想像空間。另有開幕茶會將
於 14 日下午 12 時 10 分舉行。
　總召法文四林佳彣表示，本展動員時報文
字、攝影記者齊力製作，藉由歷史軸引領一覽
時報軌跡，還有靜態展出記者內心話、深刻採
訪現場及編輯甘苦談，另設有電子書、採編體
驗等互動，以及專屬影片，讓你直擊「一週時
報人」，歡迎大家來看展！

　單車社於教學觀摩週中，帶著 22 位成員進行「花東單車行」走訪花東之美，單車社社長
統計系二楊雁萍表示：「這段路程算容易上手，期望透過單車微旅行可以讓學員們去感受人
與土地之間的溫情，建立夥伴之間互相扶持的情感與共同回憶。」楊雁萍還提到，希望未來
能讓有單車環島夢的同學，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單車騎乘之旅，不但可以親近土地，更重
要的是與夥伴互相打氣、努力的情感，以成為大學 4 年裡深刻的回憶。（文／范熒恬）

　嘉雲校友會於上月 29 日舉辦運動會及 RUNNING MAN，早上於淡水正德國中舉辦運動
會，包括籃球、排球、躲避球及大隊接力等賽事，其中躲避球更是所有社員一同參與；下午
則回淡江玩 RUNNING MAN，社員一邊尋找隱藏的提示卡片，一邊躲避獵人攻擊，十分有
趣！活動場控經濟二劉冠毅說：「雖然準備活動累人，但卻增進社員間的情感。」參與社員
理學院學士一吳楚綸表示，飾演獵人的學長很賊，玩得很盡興。（文／陳安家）

　由資管系主辦的 30 小時不斷電的程式競賽「TKU Hackathon 淡江黑客松」，於上月 29、
30 日在活動中心舉行，吸引來自校內及交大、政大等共計 43 位、13 組學生報名參加。由台
灣微軟大學合作計畫經理劉安宜、時間軸科技技術與市場總監李佳憲、資管系系主任鄭啟斌
擔任評審，依程式完成度、創新度，及報告表現選出前 3 名及新人獎，分別由「None 隊－
淡江課程系統」、「我愛天心隊－ TKU Chat」、「praxia.tw 隊－ TKU 上課互動平臺」、「阿
卡齁派瑞黛絲隊－ What we say，listen  carefully」獲得，並頒發獎金 3 萬、2 萬、1 萬和 5 千元。

 　第一名獲獎隊伍成員資工三鄭傑文表
示，「淡江課程系統」是套點名系統，
透過手機藍芽感應確認是否出席，節省
老師點名時間。因在 Android、ios、Web 
Client 3 個平臺上開發，故程式語言轉換
上是最大困難，培養團隊合作、溝通是
最大收穫。
　以 Android 開發手機聊天軟體「TKU 
Chat」APP 的第二名獲獎隊伍，成員資
管三戴佑軒表示，雖連續 30 小時很累，
但獲此亮眼成績覺得驚喜。（文／李蕙
茹、圖／資管系提供）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常常在校園裡
看見一群同學拿著腳架，又身穿螢光橫條背心
在丈量學校嗎？ 7 日在工學大樓為期一星期的
「土木週」為大家揭曉，11 日更是抽出 iPad 
Mini 及 G-Shock 等多項大獎。
　土木系主任王人牧開幕致詞時預祝活動舉辦
成功，土木系會長土木二邱冠霖表示︰「我們
也邀請已考上技師的學長們分享要訣，此外，
更展出幾座建築模型。」除展覽，土木系也舉
辦了才藝競賽、躲避球大賽、大隊接力以及籃
球賽。另因上屆大受好評的帽子，今年重新設
計並進行販售，為本次活動注入全新創意。

　本校跆拳道社腳上功夫「金」厲害！於上月 22 日參加聖約翰盃跆拳道錦標賽奪得 2 銀 3
銅的佳績，繼聖約翰盃後，上月 29 日的弘光盃，也奪下 2 金 2 銀 5 銅的殊榮。跆拳道社社
長資圖四李心慎說道：「往年弘光盃被視為全大運的前哨站，今年是第七屆舉辦，參與學校
眾多。本次參賽，淡江的選手們在場上都有很不錯的發揮，希望 5 月份的大專盃繼續保持最
佳狀態！」本次帶隊隊長化學三夏憲斌表示，「本次弘光盃選手們的表現不錯，展現了平時
苦練的成果，突破了自己。」（文／黃怡玲）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4/14( 一 )

06:00

資創系

開心廚房
早睡早起來讀書

雀鳳盃 60 人搶胡

　【記者巫旻樺淡水校園報導】10 日由法文三劉銘廷、謝儀萱及法文
四李佳凌等人發起「淡江的島嶼天光」合唱活動，近 3 百人在中午時
分，自發性前往操場參與，而活動也獲得百朵的太陽花贊助，大家在
唱著〈島嶼天光〉的同時，也高舉太陽花以傳達支持的心聲。李佳凌
表示，相信許多淡江人關注這項議題，只是缺少凝聚力量，希望藉由
合唱活動來凝聚更多淡江人。資傳二沈育安說：「半年前就關心此議
題，只是沒想到這麼快通過議案，透過本次活動更體會到如果關心，
就該勇敢站出來。」

　【記者鄭文媛、陳安家、楊宜君淡水校園報
導】軍訓室、本校校園獅子會、董氏基金會等
單位於 11 日在淡水捷運站前共同舉辦「反毒
拒菸」宣傳活動，由本校醒獅團以精采的舞龍
舞獅揭開序幕，頭前國中的「三間熱舞社」表
演，偶像歌手廖文強演唱，還有大傳三學生也
擺攤宣傳、獅子會會員們更親手自製標語，一
同為「拒菸反毒」宣導做努力。
　軍訓室主任陳國樑致詞表示，很榮幸將反毒
拒菸宣傳首次帶出校園，希望能回饋淡水區居
民。淡江校園獅子會會長歐研碩三黃逸仁表
示，希望能影響校外人士一同認真看待拒菸反
毒，更期待未來能朝多元的宣導邁進。現場擺
攤的大傳三曾郁涵表示：「主要是『專題報導
與企劃』課程，與董氏基金會合作宣傳戒菸的
理念，也希望藉由活動中的獎勵能提高民眾戒
菸的意願，現場有很多為了孩子抽菸的問題來

洽詢的家長，讓我覺得這個活動很有意義。」
參與同學黃士源則說：「這是一個富有意義的
活動，值得一同參與。」

軍訓室出走校園宣反毒拒菸

3 百人合唱島嶼天光 驚聲廣場論公民力

　「第26屆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
入圍決賽名單出爐了！經過上月 29
日全國大專院校共 140 組隊伍激烈
競爭後，選出獨唱組 10 組、重唱組
6 組、創作組 11 組進入決賽，將於
5 月 8 日晚上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決
賽，金韶獎總監土木二郭冠鑫說：「進
決賽後會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希望他
們將心聲、感動完全傳達給聽眾！」
　評審之一獨立歌手柯泯薰認為，這
次的金韶創作組含有許多學運的元
素，但少有完整起承轉合的作品，勉
勵創作者「要完整交代故事的過去、
現在及未來，就算沉浸過去也要有出
口。」她也指出，創作組中經濟三林
均泓的〈老牛〉別具意義，「過於喧
囂的世界應回歸質樸、創造新的東西
也得懂得尋根。」而曾是金韶創作
組冠軍資傳校友林易祺評選後分享

學生時代的創作心情外，也提醒
每位歌手，做音樂就是不斷進
步、成長、培養專業及人脈，

「創作一定有人聽，只要
喜歡就一直創作下
去。」詳細資訊可
至 FB 搜 尋「 淡 江

大學金韶
獎」粉絲
專 頁， 即
可獲得最
新 訊 息。
（文／洪
予 揚、 攝
影／吳國
禎）

　第十一屆「食尚淡江，嚐遍台灣」文化
週的黑天鵝展覽中，各校友會以立體模型
導覽各地知名景點。（攝影／朱蔚雅）

　第十一屆文化週中，各校友會推出名產，
澎湖校友會的仙人掌冰，讓人駐足先嚐為
快。（攝影／王政文）

　第十一屆文化週中，桃友會以熱舞炒熱
氣氛，吸引買氣。（攝影／張令宜）

（攝影／黃國恩）

搶

　10 日「淡江的島嶼天光」合
唱活動中，大家手持太陽花，
共同唱出學運心聲。（攝影／
吳承樺）

　學生會、學生評議會、學生議
會及國際事物研習社於 9、10 日
晚間，在驚聲廣場共同舉辦的「民
主？自由？不可忽視的公民力
量！」講座，戰略所和未來所教
師走出教室，與同學分享公民議
題。（攝影／蘇靖雅）

快報名幸福微笑攝影賽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校園裡
哪個角落讓你感到最幸褔呢？諮商輔導組即
日起至 5 月 2 日舉辦「幸福淡江微笑氣球」活
動，只要至諮商輔導組 B408 索取氣球及報名
表，把氣球放置在校園內令你感到最幸福的角
落，連同氣球在內將景色拍攝下來後，繳交至
tkub413@hotmail.com，所有作品將於 5 月 5 日
至 5 月 9 日參加 FB 票選活動，前 8 名者將獲
得獎金 5 百元，歡迎同學們踴躍參加，尋找屬
於你的幸福角落！報名詳情請洽諮商輔導組李
承璋，或 FB 粉絲專頁「淡江諮輔組」（網址：
http://ppt.cc/1p9J）。

　11 日在淡水捷運站前共同的「反毒拒菸」活
動中，本校學生擺攤共同參與宣傳，與淡水區
居民互動。（攝影／陳安家）

　軍訓室主任陳國樑
（右一）、軍訓室教學
組組長曲冠勇（左一）
與本校校園獅子會、董
氏基金會等，於 11 日在
淡水捷運站前共同舉辦
「反毒拒菸」宣傳活動。
（攝影／姜智越）

快訊快讀

　本校日本麻將研究社於上月 29 日對外舉
辦「第一屆雀鳳盃－日本麻將交流賽」，校
內外超過 60 人參與，日本麻將研究社社長
財金三楊士毅表示，初次舉辦活動稍有不
足，希望這次活動能成為國內大專校院推廣
日本麻將的先驅，將雀鳳盃成為日本麻將研
究社的傳統。（文／黃詩晴、圖／日本麻將
社提供）

日本
麻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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