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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2 日

社團之夜 翻轉五虎崗

939 期
嗨 ! 大學新鮮人 !

間也由課外組頒佈本校 102 學年度社團評鑑獲
獎社團，由美術社、體適能有氧社、花東地區
校友會等 8 社團榮獲特優，日本麻將研究社、
茶藝社、網球社等 26 個社團則獲優等社團。
活動由淡海同舟服務員以磅礡激昂的「大航海
家」表演揭開序幕，展現宗旨「竭盡所能，締
造遠景」並體現薪火相傳的真諦。其中西洋音
樂社，以低沉渾厚的嗓音渲染整場，沉浸在西
洋音樂的魅力當中；新竹苗栗聯合校友會則以
象徵中國古典的彩帶、玉帝裝熱舞，更帶來氣
勢十足的斧頭舞，動感性感兼備震懾全場；極
限舞蹈社以「超越人體工學的舞蹈」為宗旨，

有好多好多的早餐在這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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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水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時報暑訓開講 培養新聞腦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9/22( 一 )
8:00

主辦 / 地點
人資處
網路報名

9/22( 一 )
8:00

文創中心
網路報名

9/22( 一 )
8:00

文創中心
網路報名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課外組
Q409
足球社
足球體驗
溜冰場
詞曲創作社
迎新表演晚會
體育館 B1
星相社
迎新茶會
E409
Runner 愛跑社
招生說明會暨期初 Runner 大會
H105
電腦硬體研習社
迎新活動
E307
城市農夫社
「農田裡的晚餐」迎新活動
L215
機器人研究社
迎新茶會
E310
日本麻將研究社
期初社員大會
SG602
新聞研習社
迎新活動
Q305
國標社
迎新舞會
活動中心
國際青年交流團
迎新茶會
E309
電影欣賞研究社
迎新茶會
SG321
女聯會
「塑身健身 . 活力校園」體脂前
體育館 4 樓排球場 測、開幕式、第一次校園健走
Beatbox 社
Beatbox 新生歡迎大會
體育館 1 樓
電影欣賞研究社
特映會《狗狗去哪兒》
B712
國際事務研習社
迎新茶會
Q305
茶藝社
茶藝會主題茶會
H104
日本麻將研究社
SG602
文緇藝術中心
文緇藝術中心
研發處
B302A
橄欖球社
操場

迎新晚會
2014 臺灣水彩畫展開幕式
產學計畫作業說明會
新生迎新球賽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9/24( 三 )
18:30

主辦 / 地點
蘭陽校園
迎賓階梯前道路

13、14 日在臺北校園舉辦暑期研習活動，
校長張家宜於開訓典禮時，勉勵時報繼續精益
求精，並提醒同學採訪時要注意安全。行政副
校長胡宜仁則說明時報的實習經驗是寶貴資
產，期許學生記者多累積實務經驗。
研習活動講師陣容堅強，包括得獎頻頻的前
淡江時報記者，現任中國時報攝影記者陳振堂
與卓越新聞獎得主，現任《新新聞》記者林筱
庭。另有「Yahoo! 奇摩」總編輯李怡志以國內
外報紙案例分享 Alternative Story Forms 概念應
用，分析圖像化新聞。「ETtoday 東森新聞雲」
總編輯蔡慶輝講述臺灣新媒體發展趨勢，他認
為「每一個人都是媒體」。《遠見雜誌》總主

安全組籲注意校園安全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於上週
正式開始！為加強宣導校園安全觀念，安全組
組長曾瑞光提醒，師生在各館舍及戶外體育課
時，應多加留意個人隨身物品，並呼籲「大家
發揮同學愛，提高警覺、相互照顧，避免成為
竊賊目標」。此外，近日校園不時有外來者進
入校園內，或借用課堂推銷生涯規劃課程及書
籍，造成同學困擾。如遇上述狀況，請儘速通
報安全組勤務中心，校內分機2110、2119。

學生會補選 事件簿

活動名稱
師生聯誼活動

快來網路加退選 !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週22日至
28日止，辦理網路「學生加退選課程」，各
年級詳細加退選時間請至課程查詢系統之
「選課、註冊及繳費等須知」查閱。而為配
合環保政策，減少紙張用量，教務處已不印
發學生初選選課小表，請同學務必至「校務
行政資訊查詢系統」查詢選課資料、上課
節次及地點。（課程查詢系統網址：http://
esquery.tku.edu.tw/acad、校務行政資訊查詢
系統：http://sinfo.ais.tku.edu.tw/eMIS）

15:00 1號候選人之競選團隊提出「因補
9
13 選法規立法瑕疵」召開記者會，並向學
生評議會提出疑義。
因應1號候選人提出之法規疑義，學生議
9
14 會召開臨時全體委員會，因現行法規公
告、生效問題所造成之爭議決議，決議
建請學生會解散中選會並停辦補選。
08:52 中選會公告停辦補選
9
15 10:48 學生會公告解散中選會並停辦補選
11:30 前中選會主席陳彥甫召開記者會，
現場發生衝突。

本週我最 靚
法文一陳曉
萱：「開學
了，背著書包
上學去！」

本報刊出938期有關「社團博覽會擠爆海報
街」一文，出刊後課外活動輔導組反映指出
該單位為主辦單位，特此更正。

9
16

16:00 1號候選人召開記者會，並於會後
向校方提交「針對現行法規與有效法規
之確認」陳情書。
16:05 2號候選人於臉書發表聲明對中選會
感到失望。
網路上出現以中山大學學生會會長名義
發起之【要求淡大20th學生會正副會長補
選如期舉行】連署。
校外多家媒體關切報導相關爭議。

13:00 於體育館發生衝突，學生會代理會
9
長中文四莊棋誠受傷送醫。
17 14:10 校方接受陳情書，學務處召開說明
會說明補選。
22:36 1號候選人於臉書針對校方說明發
表聲明回覆，希望補選盡速舉行。
（ 資料來源／本報整理）

筆彭杏珠主講專題企劃，並期許同學「只成為
『好』，並不足夠」更要培養新聞眼、新聞鼻
及新聞腦，敏銳察覺生活中有新聞性的諸事。
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也提醒學生記者要帶
著使命感與榮譽感在新學期繼續努力。企管三
姜智越說：「能直接與業界老師和學長姐請教
問題，收穫良多，尤其對蔡慶輝老師介紹新媒
體的觀念印象深刻。」大傳三莊博鈞認為，「學
到很多實務經驗，在未來職場上都可能遇到這
些問題，能提早認識職場並做好心理準備。」
（文／王心妤，攝影／劉昱余）

動也不動的實驗劇團

9/22( 一 )
8:00
9/22( 一 )
8:00
9/22( 一 )
12:00
9/22( 一 )
19:30
9/23( 二 )
18:00
9/23( 二 )
18:30
9/23( 二 )
18:45
9/23( 二 )
19:00
9/23( 二 )
19:00
9/23( 二 )
19:00
9/23( 二 )
19:00
9/23( 二 )
19:00
9/24( 三 )
18:30
9/24( 三 )
19:00
9/24( 三 )
19:10
9/25( 四 )
12:20
9/25( 四 )
18:00
9/25( 四 )
18:30
9/25( 四 )
19:00
9/25( 四 )
19:00
9/25( 四 )
19:00
9/26( 五 )
10:30
9/26( 五 )
14:00
9/27( 六 )
14:00

活動名稱
繞著地球跑—世界各國風情多報
名（http://enrol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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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開發驅動力：演員工具運
用」工作坊報名（http://enroll.
tku.edu.tw/）
應屆畢業生「個別職涯諮詢」報
名（http://enroll.tku.edu.tw/）
大三以上學生「個別職涯諮詢」
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大四畢業生及轉學生社團學習與
實作課程修課說明會

大學生活終於開始啦！大一新鮮人正融入大學生活，除了
尋找傳說中的數字館代號（左圖），連外籍生也一起排隊買
早餐呢！（文、攝影／姜智越）

帶來 breaking 大風車引起全場驚呼不斷；弦樂
社別出心裁的以 Cosplay 詮釋古典的弦樂器，
別有一番風味；跆拳道社結合卡通人物皮卡
丘，活潑地帶來擊破木板演出；卡波耶拉社的
巴西戰舞，結合迴旋踢等武術動作，充滿異國
風味。最後壓軸的二齊校友會以藍綠燈光效
果，帶來炫彩奪目的螢光舞，讓觀眾群起激
昂，掀起活動最後一波高潮。教科一江玟昕說：
「大學社團與高中截然不同，更加多元化，表
演的社團也很有才華。」（攝影／盧逸峰、王
政文）

社團 TA 強力 招募中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103學年度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TA北極星服務團招募來
囉，即日起報名至26日止！
若通過社團學習與實作TA入門課程，且願
意接受1年的培訓與服務，無論是具有創新思
維、勇於接受挑戰或是熱忱且樂於貢獻一己之
力，能充分發揮團隊精神者，皆可報名參加。
招募說明會將於22日晚間7時在SG317舉辦，
徵才營將於10月4日舉行，詳情請至本校活動
報名系統查詢。

26 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軍訓室因應
「國家防災日」，將於26日10時20分舉行地震
避難掩護演練，藉此讓校內師生熟悉演練程序
及動作要領，強化本校校園師生災害防救、自
救救人及應變能力，有效減低災損、維護校園
師生安全。演練將安排由全校師生於各教室觀
看5分鐘地震避難掩護的教學影片。接著由商
管大樓全體師生進行就地避難掩護的疏散演
練：一分鐘內完成「蹲下、掩護、穩住」三大
要領，再由師長引導至安全疏散地點。

社長，有練過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
課外組 15 日舉辦「社團招生博覽
會仲夏狂歡夜」活動，19 組各類
社團輪番上陣，吸引近千位學生
一起嗨翻學生活動中心。席

由課外活動輔導組所主辦的社團招生博覽會
於15日繼續在海報街如火如荼展開，各社團皆
使出渾身解數，希望能吸引新生加入。馬術社
以兩匹馬「坐鎮」攤位，並提供同學試乘，新
鮮感十足；弦樂社也與競技啦啦隊合作，以啦
啦隊的抬人動作配合小提琴演奏，讓人目不轉
睛；星相社則提供免費塔羅牌占卜，吸引同學
大排長龍。而中午於活動中心前舞台以「午動
青春」為主題，結合西音社、熱舞社、吉他社
等十組社團，以社團接力方式演出。烏克麗麗
社結合口琴社接連表演多首名曲，吸引同學駐
足聆聽。（文／張凱萁，攝影／吳國禎）

社團大聲公

英語特區 29 日開放申請
【記者巫旻樺淡水校園報導】需要找人詢問
英文學習的相關問題嗎？或是想增進英文口說
能力嗎？英文系的「英語特區」是你最佳選
擇！本特區針對全校同學採一對一長期輔導預
約制，有興趣者可於29日上午8時起，至英文
系系辦（FL207）報名，限額15名。此外，若
想要詢問英文相關問題，或想要找人練習英語
會話，亦可在「英語特區」公告的特定時段，
直接進入請輔導員提供協助。「英語特區」開
放時段為自10月6日起每周一至週五上午10時
至下午4時止。

一群黑衣人於上週出沒校園不同角落，以誇
張恣意的肢體僵在原地，一動也不動，彷彿時
間停止般，路過的學生表示，都看傻了眼！他
們有時亦以街頭表演方式，隨機與路過者互
動，引起許多人駐足圍觀。原來這是淡江實驗
劇團的招生宣傳！活動負責人產經四陳韻伶表
示，希望以此系列「生活是一場表演」，呈現
生活中片段畫面。（文、攝影／姜智越）

城市農夫社
城市農夫社帶你在城市
中，守護土地！ 為延續
「四海遊農」服務隊精
神，號召眾人關心土地，
傳承年輕人友善環境觀
念，社長中文四黃怡玲
成立城市農夫社。
黃怡玲與有著農家背
景的 3 位夥伴深愛臺灣
這 塊 土 地， 關 注 農 業 生 態 與 環 保， 因 而 於
2013 年參加教育部青年署的「青年壯遊臺灣
一尋找感動地圖」計畫成立「四海遊農」服
務隊。
以團隊遊島方式在臺北、臺中、屏東 3 家
農家進行有機堆肥、以人力方式除草等農作
活動，辛勞與成就感並俱，更加體認土地與
農作物的可貴，「當你真正彎下腰，拔除田
中的雜草，你才會知道每一粒米的珍貴。」
「城市農夫社」招生對象不限學生，社長
黃怡玲表示，十分歡迎淡江師長加入這個與
在地連結的團隊。每週社課除邀請農家與熱
愛土地的人士傳授經驗與專業知識分享，在
假日還會配合季節與淡水當地農家合作舉辦
體驗活動，讓社員能從實作中感受大自然的
寶貴，共同為土地盡心力。（文／呂瑩珍，
攝影／余浩鉻）

學生會選舉霧煞煞 ? 時報懶人包為你解惑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補選日
前，1號候選人質問學生自治組織「淡江大學
中央選舉委員會」，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之
「現行法規」（103年）立法瑕疵，並主張該
法規「片面通過，不等於當然有效」，本次選
舉應適用101年公佈之法規，因而13日召開記
者會訴諸媒體。為此，14日學生議會召開臨時
全體委員會，因現行法規公告、生效問題所造
成之爭議決議建請學生會解散中選會並停辦補
選。
中選會及學生會於15日先後於網路上公告解
散「中選會」並停辦「103學年度學生會第20
屆正副會長補選選舉」，而後，前中選會主席
戰略碩二陳彥甫也於校門口舉行記者會說明中
選會解散之緣由，未於事前獲得告知的1號候
選人團隊突至現場，與陳彥甫發生衝突，校外
多家媒體關切報導。
針對中選會解散與補選停辦，1號會長候
選 人 蔡 博 藝
提 出 法 規 立
法瑕疵，重申
應回歸101年
版法規，訴求
「選舉如期舉
行」，並向校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方提交「法規確認」陳情書，同時在網路上出
現以中山大學學生會會長名義發起之「要求淡
大20th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如期舉行」連署。
2號候選人也在臉書發表聲明指出，「對中選
會的決定感到失望，希望學生議會、中選會後
續處理能將傷害降到最低。」17日校方接受陳
情書，學務處召開說明會，雙方候選人接受採
用101年版法規，於10月30日前完成補選。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17日下午一時
許於體育館學生會辦公室前，學生會代理會長
中文四莊棋誠與公行一謝毅弘因本次選舉爭議
發生口角及毆打情事，莊棋誠受傷就醫。對
此，學務長柯志恩說明，校方已進行調查，調
查完成將依校規嚴厲處分。

學生們怎麼看
陸生水環一王璇
選舉重點是在個人的能力
和政見，和國籍無關。

資圖四林家民
應該將所有程序都透明
化，讓大家都能清楚了解。

資圖四郭子銘

懶人包線上看

覺得程序應該要公正

本報為您整理學生會選舉相關事件懶人包，
快掃描QRCODE。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中文三許雅筑

（攝影／黃國恩、盧逸峰）

中選會制度不夠周延，突然宣
布停選的作法不大妥當。

國企二翁郁甄

現在狀況十分混亂，甚至還有
毆打事件，希望未來能趕快恢
復平靜。

數學一游韋翔

剛入學，不清楚學校新聞。

（ 文／張凱萁、姜智越整理；攝影／姜智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