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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見

學生會會長候選人
大 PK

恭喜你，淡江新鮮人

與課外活動，在大學四年留下豐厚
的收穫。張校長頒發 101 學年度特
優教師，由物理系何俊麟教授等 7
人獲獎，鼓勵其對教學的認真奉獻。
接著教務長鄭東文介紹與學生息息相
關的選課資訊及推廣榮譽學程，學務長柯
大學新生人需具備之「熱忱」大球滾動， 志恩則用盧廣仲＜一百種生活＞這首輕快的
新生玩得不亦樂乎。（攝影／余浩鉻）
音樂帶入各組介紹，總務長羅孝賢宣導校園安
（文承一版）【記 者范熒恬、
全服務及交通資訊。課外組組長江夙冠介紹社
賴郁雯淡水、蘭陽校園報導】開
團學習與實作課程，此外演出輕鬆活潑的短
學典禮由校歌教唱以及精彩的社
劇，告訴學生踏入大學生涯需要具備的五元
團表演揭開序幕，熱力四射的競
素：青春、熱忱、勇氣、創意、合作，以「我
技啦啦隊表演首先登場贏得觀眾
的未來不是夢」訴說對於青春、熱血的吶喊，
熱 烈 回 應，Beat-box 社、 合 唱
告訴學生勇敢追夢、創造自我價值，現場還特
團、熱舞社等多個社團先後炒熱
別準備五元素大球，學生玩得不亦樂乎。大傳
全場氣氛。張校長期許進入淡江
一郭沛盈說：「與陸生一起唱國歌讓我印象深
大家庭的莘莘學子都能具備八大
刻，此外，活力四射的社團小短劇，讓我對大
素養，「全球視野、洞悉未來、
學生活充滿期待！」。蘭陽校園主任室於 11
資訊運用、品德倫理、獨立思考、
日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行 103 學年度新生講
樂 活 健 康、 團 隊 合 作、 美 學 涵
習，其中以安全講習為重頭戲。因為進入蘭陽
養」，成長為心靈卓越的人才，
校園的山路彎曲、坡度又大，因此特別安排摩
除了專業知識的累積，也要踴躍
托車的安全講習，及 2 個小時的摩托車山路實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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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2014 創意大賽 Something
Different：處處創意 Do!」 創
意活動企劃徵選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清代的海防：水師與戰船特展
2014 史懷哲暑期服務團成果展
總務處揪「大碗控」送大碗公
社團知能研習之認證 ABC 大聯盟
【探索自我，發現成功的
DNA】小團體職涯諮詢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GPS 課外導航營
補救教學增能研習工作坊
「探索原創力：戲劇」工作坊：
探索歸零

時報新生特刊 APP 好有趣

【本報訊】本報上月推出「2014 新生特刊 淡江富翁傳奇」互動電子書，吸引新生以行動
裝置了解淡江生活大小事。內容除由本校校長
張家宜為您簡介校園外，也有社團資訊、校友
掛保證、本校與逾 2 百企業產學合作等豐富內
容，歡迎下載（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榮譽學程 快來修！

【本報訊】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符合榮譽學
程修讀資格者，請於開學第 1 週完成申請程
序，加退選前完成申請者及繼續修讀者，一律
於開學第 2 週「加退選期間」各年級開放選課
時間，進行網路選課。加退選前未完成申請者
及本學期需認定「系專業客製化課程」者，請
填送本學期「榮譽學程」學生選課表辦理。相
關資訊及表單請至榮譽學程網頁中查詢。（網
址：http://honor.tku.edu.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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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宿火警憾事 軍訓室提醒您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暑假期間，在
巧克力社區發生火警造成本校學生不幸死亡憾
事，軍訓室提醒學生注意居家安全，除持續於
每學期初進行校外賃居訪視，另透過安全講習
宣導及各系舉辦座談會，加強學生對於逃生及
住宿安全等防災宣導。若學生對住宿安全有任
何疑問，或與房東之間的糾紛協調，請洽軍訓
室（分機 2256，24 小時緊急專線聯絡電話：
02-26222173）或各系教官尋求協助。

高雄氣爆事件 慰問輔導持續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日前高雄不幸
發生氣爆事件，本校在第一時間向受災戶地區
學生發出訊息，表達慰問之意。本校英文系劉
姓學生親人投入救援行動因公殉職，英文系主
任蔡振興得知消息後，第一時間通報學校行政
單位，並偕同英文系同仁、高雄市淡江校友會
理事長郭士賢前往劉同學家中探視，致贈 2 萬
6 千元慰問金，同時協助學生申請學務處的學
校慰問金及教育部急難救助金，郭理事長也代
表校友會承諾未來就業之協助。本校童軍團也
致贈 1 萬元慰問金。對於高雄氣爆事件後對於
學生的心理創傷與不適感，諮商輔導組組長胡
延薇表示，可多加利用校內諮商輔導資源，將
給予完整協助與諮詢。

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

覺生紀念圖書館 I

這屆淡江自治會面臨結構性問題，
較沒有系統、較分散。我們作為非學
生會員體系的同學，如果能選上，要
做一個改革，希望學生會能夠系統性
解決問題，能在與學校行政系統權力
不平衡當中解決問題。
政見主要分3大方向：活動、學
權，還有公民意識。
活動部分，主要有2大政見，第一
大政見是廢除社團必修，希望社團
學分方向可朝向選修發展，而不是卡
掉大家的必修，讓社團發展限制於社
團學分。另外一方面，精簡學生會現
有活動，把資源節省下來分給一般社
團， 讓一般社團更好發展，使學生
會回歸維護學權的本業，再來社團活
動當中起輔助作用。
學權部分，主要有3個政見，第一
是要打破會員黑箱，因為現在的校務
會議不公開，沒有直播、沒有旁聽，
會議記錄也非常晚才公佈，一般學生
很難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情。未來希

望校務會議能夠增加學生代表人數，且做到
開放旁聽、開放直播，並讓會議記錄儘量公
開，這樣我們才有時間去做民意調查。
第二個政見是成立民意調查中心，可以即時
收集大家意見，讓我們的行政更加具有民意
基礎。另外，對於學生權益受到侵害的事
件，將採取持續追蹤方式，去幫助大家維護
權益，也會定期將權益申訴案件公佈在網路
上，並對於各個行政系統解決問題的速度和
態度進行排名，然後對外公佈。
公民意識部分，希望革新學生會刊，使學
生會刊變成一個公共討論平台，討論公共議
題。一是校園內的議題，如：是否該漲學
費，或爭取到的學生福利，如置物櫃應該放
在哪裡，這些問題大家可以公開討論。二則
是社會議題，譬如說同性婚姻是否應該支持、
服貿議題，只要發生在社會上議題，都希望有
這平台可以討論。
最後，希望能共同推動更多的淡江同學走出
校園，瞭解臺灣社會發生什麼事情，會辦議題
性的演講、辦工作坊等，豐富大家的眼界。

文錙藝術中心

（製圖／呂瑩珍）

松濤館 Z

由課外活動輔導組舉辦的「103學年度社團
招生博覽會」於11日起在海報街正式展開，分
別由學藝性、體育性等6種屬性共133個社團共
襄盛舉。本次活動以「社團嘉年華」為主題，
各個社團使出渾身解數展現特色，以招攬新
生。啦啦隊穿上比賽服並以扛人的方式，展現
活潑特質；而詞曲創作社以人海戰術吸引新生
目光；西洋音樂社以現場演奏方式，希望激起
新生的音樂魂；國防研究社及西洋劍社也穿起
專屬服裝穿梭於海報街中。財經一蘇子軒表
示，「對詞創社蠻有印象的，因為他們的人真

20 支服務隊 暑假下鄉送暖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暑期
共出動20支服務隊於國內、外服務，如西洋劍
社、運動競技與發展服務隊、各地校友會等社
團，不僅分布於臺灣北中南，最遠更達柬埔
寨，將「愛心」種子，遍地開花，也在服務過
程中學習成長。
其中，新北市校友會與新北市社會局合作，
主要輔導弱勢、單親家庭國小生，以實作存錢
筒，傳達儲蓄概念，並請講師傳授時間管理
課程，製作自我管理時間表，加深時間的重要
性。而顯宮服務隊主要輔導臺南顯宮國小學
生，教授台南歷史、特色及自然生態等知識。
幸福蒲公英服務隊，則遠赴屏東縣滿州鄉長
榮國小，教導學生環境及生命教育課程，如臺
灣國家公園的地理知識，並以卡通人物引導小
朋友探索自我。隊長資工三高資淳說：「服務
隊並非少數人的舞台，而是由眾人一起打拚。
過程中也感受到孩童純樸且知足的一面，體認
到服務不僅只是單方面付出，同時也能從服務
對象中獲得不一樣的收穫。」
樸毅志工社則是到宜蘭縣南澳鄉金洋部落的
金洋國小進行為期11天10夜的服務，主要協助
圖書館的空間改造、編書、整理圖書及募書
等，也辦理活動、安排社區營造、環境保護等
課程，帶領當地孩童閱讀、了解在地文化，發
現社區價值。隊長統計四王建傑說：「熱血志
工不是口號，而是一種生活態度！去觀察、感

受，便能體會服務的價值與意義。」
第八次遠至海外服務的柬埔寨服務學習團，
23天的服務內容除了以往教授的電腦基本文書
處理、中文注音教學外，更增加美工、影音軟
體等電腦技能教學及時下流行的雲端功能，並
以繪本、唱歌等圖文並茂的方式進行品德教
育。最特別的是為加強文化交流，安排布袋戲
欣賞及布袋戲指偶實作，讓孩童體驗中國傳統
文化。隊長產經系校友謝芷瑜表示：「自己付
出了真心教導，也看到小朋友的成長，感到非
常滿足。」
除暑期服務隊遠赴海內外，本校健言社遠赴
大陸參加「第13屆海峽兩岸大學生辯論賽」，
兩岸共有16支隊伍與會，其中，本校運管三黃
茂宇拿下優秀辯士，為該代表隊中分數最高
者，黃茂宇表示：「很感謝隊友平日共同努力
才能獲獎，透
過兩岸辯論賽也助於
文化交流。」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教柬埔寨孩童學習電
腦。（圖／課外組提供）

開始投票

本次共有兩組候選人登記參選，號次一會長候選人為大傳四蔡博藝，淡水及蘭陽校園副會長候
選人分別為法文三張國軒及資創二姚遠鳴；號次二會長候選人為中文三陶子璿，淡水及蘭陽校
園副會長候選人分別為資管二陳黃甫和政經二李國瑋。本報邀請兩組會長候選人發表3分鐘政
見，原文整理如下：

二號候選人陶子璿

一號候選人蔡博藝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因「103學年度學生會第20屆正副會長暨第33屆學生議會議員選
舉」中，正副會長選舉投票率未達當選門檻15%，因此淡江大學中央選舉委員會遂於本學期進
行補選。投票時間於17日至24日止，淡水及蘭陽校園的投票地點分別在各館投票區及圖書館前
海報街。兩組候選人也將於15、16兩日中午十二時，分別於海報街底，以及大學城連接7-11之
橋舉行政見發表會，歡迎前往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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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淡江的島嶼天光」合唱活動中，大家手持太
（ 攝影／盧逸峰）
陽花，共同唱出學運心聲。（攝影／吳承樺）

著學習上除專業知識外，通識核心課程、課外
活動也同等重要。」陸生數學一潘雅君說：
「在這裡得到的資訊幫助了解社團，相信也能
更快適應大學生活，為大學四年做規劃。」

商管大樓 B

休憩文化區
科學館 S

█臺北

【記者李蕙茹、范熒恬臺北、淡水校園報
導】商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於13日在台
北校園中正紀念堂舉辦開學典禮，校長張家
宜、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商管碩士在職專
班執行長林江峰及各系系主任皆到場共襄盛
舉，現場人數逾250人。執行長林江峰表示，
EMBA擁有專業師資，課程內容強調實務導
向，和跨領域學習，期望新生在未來2年內保
持求知慾，學習將理論與實務相結合，並注重
人脈累積，在未來學習生涯中有所收穫。
境輔組於10日上午10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103學年度境外生新生入學輔導講習會」，
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以及各學院院長蒞臨參
與。張校長致詞：「以活動歡迎境外生，意謂

N

五虎碑

文學館 L

█淡水

EMBA 開學 樂 境外生相見歡

來來來 ! 新生照過來！校園地圖
紹謨紀念
體育館
SG

活動看板

地操練，未參加騎車安全講習及操練的同學將
無法獲得機車通行證。此外，為讓新生熟悉各
處室的行政運作，也安排各處室負責人為新生
詳細講解。

本 校 啦 啦 隊 於 開 學 典 禮 中 表 演，
場面吸睛。（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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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見主要提出7大要點，分別是強化
學生學習資源與教學設備、改善與提
升學生生活機能、積極經營溝通平台
達到資訊整合，以利提振施政效率、
密切關心學生相關議題與後續發展、
形塑校園優質文化、加強社團福利、
會員專屬回饋，達到專屬會員。
淡江有2萬8千名學生，每個人每天
遇到不同事情，選的課各式各樣，但
常會出現選不到課，然後課堂設備不
夠，導致學生學習品質降低，進而影
響學生上課心情。一個好的生活機
能，如學生天天接觸的淡江週邊生活
機能，而生活機能如同生活品質，如
同上課一樣。
現代人活在資訊流通時代，都依靠
資訊瞭解社會大事。在這如同小型社
會的大學裡，資訊流通與公開非常重
要，而要做的不只公開資訊，更要推
廣民意，採納不同方面意見，並給同
學發聲機會。因為淡大不只是師長、
社團的，更是淡江學生一起擁有的，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學生權益是最直接面對學生，也攸關其對淡
江的想法，而最想做的是結合權益與資訊流
通，更方便讓學生有表達管道，並希望反映
給校方，持續鎖定追蹤的結果，想要打破不
公不義的結果。
淡江的校園文化是淡江一大特色，每年各
社團和系學會舉辦各類活動豐富淡江生大學
生活，甚至有很多成為淡江的傳統、特色活
動，而想讓同學在課餘時，透過不同模式
來增廣見聞。大學生活裡，除課業、社團或
系學會，也是能認識更多人的地方，並學習
如何與人相處、做人做事，強化課業中學習
不到的技能。而淡江社團多彩多姿，共有2
百多個社團，想照顧每個社團，使其做事更
方便、順利，並能帶給學生更不一樣新奇的
事，我們最想做的是增加國際化活動，使不
同地區的人瞭解不同文化。
學生會做的所有事都倚靠收取學生會費，
以維持基本行政運作，這也是被賦予的信賴
與責任。為回饋支持學生會的會員，將主動
讓會員更瞭解學生會，融合專屬概念，為繳
費會員打造特別待遇，奉上專屬限定驚喜。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的好多。」經濟一劉沛璿則說，「想加入烏克
麗麗社，因為對它很有興趣。」
另外，社團之夜「仲夏狂歡夜Show Time」
也將於今日（15日）晚間6時30分，在活動中
心盛大舉行，歡迎踴躍參加，錯過可惜！（文
／張凱萁，攝影／盧逸峰）

本學期新增１９社團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隨著新學期到
來，不僅增添許多大學生力軍，學校社團也挹
注不少新血，共有19個新社團成立，社團總數
新增至226個。學術性社團新增兒童科學推廣
社、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淡江大學鋼彈模型
社、愛威頓實驗室4社團；文藝性社團增加歌
牌社；體育性社團新增弓道社、足球社、飛盤
社、EMBA壘球社、Runner愛跑社5社團；康
樂性社團增添河左岸遊藝社、音樂遊戲社、冒
險社、創意造型氣球社、奕萍象棋社、聲肆廣
播劇、橄欖球社6社團；服務性社團新增城市
農夫社、淡江大學校園獅子會2社團。

233 領航人培訓 同舟航向新未來

「淡海同舟 103 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於上月
在淡水、蘭陽校園精彩落幕。233 名社團負責
人及重要幹部，經過 5 天密集培訓後，將以領
航者之姿帶領 226 個社團航向新未來！學術副
校長葛煥昭於始業式致詞，期許新任社團負責
人能不畏艱難在社團中不斷學習成長、蛻變。
研習秉持淡海同舟「竭盡所能、締造遠景」
之宗旨，並以「大航海時代」為主題，邀請業
界、學術界名師授課，講述社團經營、公關談
判、策展規劃等學習性課程，培訓「多元思考、
溝通協調、資源整合、隨機應變、領航卓越」
等能力。此次也特別安排「學長姐有約」，邀
請擔任淡海同舟服務員的學長姐傳承社團人精
神與職場經驗分享。
活動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學員晚會」，
每小隊須在 3 小時內準備 9 分鐘的指定表演，
各小隊使出渾身解數，表演電音舞蹈、偶像
劇、模仿秀等，整場晚會毫無冷場，氣氛嗨到
極點！「薪傳晚會」中，新舊社團負責人交接
會服那一刻，還有人潸然淚下，場面溫馨。
談及研習會收穫，樸毅志工社社長財經二施
瓊茹說：「更想為社團盡一份心力，並瞭解自
我不足，仍有需要學習加強之處。」學生議員
資管四潘順鑫則表示，學到「團隊合作」，如
何在團體裡提出自我想法，共同面對問題以
及解決困難的方法。 淡海同舟籌備期費時辛
苦，但為讓社團負責人了解「竭盡所能、締造
遠景」的精神，服務員幾乎付出整個暑假計畫
籌備。服務員中文三蔡易修說：「能將去年在
同舟感受的熱忱，傳承給今年的夥伴，感到開
心，能在此付出成長，是最大收穫！」（文／
陳安家，圖／蘇奕睿提供）

校務會議 學生代表占十分之一

【本報訊】針對學生會補選，候選人政見
中有關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人數一事，秘書處
表示，本校校務會議設置辦法符合教育部大
學法訂定「學生代表不少於會議成員總數十
分之一」。前學生會會長歷史四吳承翰表
示，學校校務會議學生代表人數，皆依據本
校校務會議設置辦法實施，未少於總人數十
分之一，學生代表出席會議有發言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