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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照過來 i 上淡江生活

開學已邁入第三週，新生們對
學校了解了嗎？除了培育優秀學
生的榮譽學程之外，校園內還有
大排長龍的奇景唷！另外，究竟
「淡江 i 生活」是什麼呢？本報帶
您一探究竟。

囉!

開課
榮譽學程

【本報訊】新生看過來，榮譽
學程已經開課了！22日的「創意
與溝通」課程中，授課教師、通
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專任講師黃
文智向大家說明2 週一次課程內
容，以及將邀請台灣外展教育發
展基金會執行長廖炳煌、奧美公
關董事總經理謝馨慧等學界與企
業業師，來啟發學生的思考與創
造力。儘管是夜間課程，但大家
仍有學習熱情且興奮地期待著接
下來的榮譽學程的課程，課間休
息時，大家交換心得討論，讓第
一堂榮譽學程之「課外活動課
程」，變得豐富而熱鬧。

940 期
媽 ! 我上報了 !

PP

屬A
淡江人專

下載沒？

【記者蔡晉宇淡水
校園報導】新生們還在為了記不住新課
表、找不到教室傷腦筋嗎？快去下載「淡江 i
生活」APP，讓你多個願望一次滿足。
「淡江 i 生活」結合眾多與學生息息相關的實
用資訊，包含公車動態、淡水天氣、查詢教室
等。依據資訊處統計，自 2012 年上線以來至
本月 23 日止，下載數已突破 5 萬 5,288 人次，
累 積 使 用 次 數 則 突 破 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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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9/29( 一 )
8:00

主辦 / 地點
圖書館參考組
網路報名

9/29( 一 )
8:00

文創中心
網路報名

9/29( 一 )
8:00
9/29( 一 )
8:00
9/29( 一 )
8:00
9/29( 一 )
14:10
9/29( 一 )
19:00

創育中心
網路報名
城市農夫社
網路報名
諮輔組
網路報名
職輔組
B413
學生動新聞社
Q201

9/30( 二 )
12:20
9/30( 二 )
14:10
9/30( 二 )
18:30
9/30( 二 )
19:00
10/1( 三 )
14:10
10/1( 三 )
18:00
10/2( 四 )
14:10
10/2( 四 )
19:00
10/4( 六 )
9:00
10/5( 日 )
9:00

活動名稱
「如何成功投稿國際期刊」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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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度績優育成中心最佳人氣
獎投票報名（http://goo.gl/dOBTA5）
「花現幸福淡水－洛神花季體驗
活動」報名（http://ppt.cc/MPCq）
團隊行不行─真人實境密室脫逃
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應屆畢業生「個別職涯諮詢」
迎新茶會

總務處資產組
「大碗控」送大碗公
美食廣場入口
職輔組
大三以上學生「個別職涯諮詢」
B413
職輔組
「探索自我，發現成功的 DNA」
SG316
小團體職涯諮詢
卡波耶拉社
迎新活動
五虎崗社辦大樓 3F
職輔組
應屆畢業生「個別職涯諮詢」
B413
羽球社
學生活動中心
職輔組
B413
國際事物研習社
Q305
文創中心
L401
文創中心
L209 實驗劇場

羽球基礎教學練習
應屆畢業生「個別職涯諮詢」
國際情勢分析
2014「啟動創意執行力：活動企
劃」工作坊
「啟發溝通力：激發感官」工作
坊

時報 APP 快來下載

【本報訊】為推廣行動APP、2014新生特刊
電子書，淡江時報自開學以來，一連兩週在校
園內擺攤宣傳！不少學生與「媽我上報了」
大型看板合影留念，為大學生活增添趣
味。
一直想登上淡江時報卻苦無機會嗎？歡
迎至Q301淡江時報社與看板合影，並上傳
照片至「2014淡江大富翁」活動FB粉絲專
頁，照片按讚數最高者，可獲得上報機會，
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另外，時報APP及新生
特刊電子書請至本報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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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管四林祖捷

「亞軍得主是……淡江大學林祖捷！」，
臺下男孩雙眼呆滯，一旁的參賽者笑著催促
他上前領獎，內心的澎湃不斷從男孩心底湧
現。「2014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的現
場，來自130多國選手齊聚加州迪士尼，其中
2007版PowerPoint賽，30餘位選手中，僅有
一位臺灣代表，他就是燦笑擁抱亞軍殊榮的
本校運管四林祖捷。
參賽對林祖捷來說是偶然，因當初瀏覽工
作職缺發現具備證照的重要性，便報考TQC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PPT證照。也因他的優秀

「Put your hands up !」觀眾尖叫聲伴隨嘻哈音樂響徹體育館，Beatbox社於25日晚間舉辦迎
新活動，吸引逾70人到場參與。活動除有Beatbox團體Mouzilk、DJ Afro、傅國冠、老莫、真理嘻
研社、臺大嘻研社等眾多卡司，在前一天更公佈邀來WESTAIPEI RHYMER 渡邊擔任神秘嘉賓。活
動由DJ表演拉開序幕，淡江Beatbox社員登場秀出精彩的饒舌技巧與口技表演，全場氣氛熱絡，
傅國冠還與主持人即興一段free style表演，引來觀眾陣陣歡呼，歷史三李倩如與朋友一同前來觀
賞，「我是來看渡邊的！活動表演真的很精彩，氣氛也讓人很投入。」（文／呂瑩珍、攝影／
吳承樺）

沉著冷靜奪ＭＯＳＰＰＴ世界亞軍
成績受職輔組關注，積極鼓勵他參加「第四
屆簡報達人頂尖新秀爭霸戰」若獲得前2名將
有受訓機會，且能挑戰「2014世界盃電腦應
用技能競賽」，將舞臺從臺灣轉戰世界。
林祖捷的決心態度，幫助他競賽時一路
過關斬將，將PPT技能發揮應用，終於在
「2014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國內區賽
以亞軍之姿入選臺灣代表隊。這段即將前往
世界賽的行前訓，他肩負臺灣唯一PPT組代
表的身分，少了眾人以為的榮耀，多的是沉
重的壓力，每週五天，一早背包上肩就是淡
水臺北往返到訓練中心受訓9小時，不斷地操
作、演練，期能將PPT所有功能、效果「倒
背如流」，達到一見到PPT效果，就能在最
快時間內，製作出相同效果的最高境界！
這樣的密集訓練，林祖捷不怕累，背後推
著他的動力，就是蠟筆小新電影版中野原廣
志曾說過的一句話，「夢不會逃走，逃走的
一直都是自己」。他說：「即使壓力籠罩，
但我不會逃開，與其擔心失敗，不如多花點
時間讓自己更有希望成功！」1個月過後，他
拖著行囊飛往夢想—加州迪士尼世界賽。
站在臺上光榮受獎的林祖捷，其實歷經一

段戰戰兢兢的賽程，因為試卷有語言翻譯問
題，他曾要求索取原文試題卻遲遲未至，隨
著時間分秒過去，面對龐大壓力，他仍處變
不驚的繼續作答，就在比賽結束的那一刻，
螢幕瞬間關閉，卻發現作答到一半尚未存
檔，「當下真的傻了，心想這些日子的努力
難道就白費了嗎？」即使賽後工作人員告知
系統會自動存檔，還是存著忐忑與遺憾。
「在名次揭曉前，我僥倖渴望能沾到季軍
的榮耀，但我沒有」，當時臺下的林祖捷心
涼了一半，四周的歡呼瞬間化為死寂，彷彿
世界拋下他，忽然一陣拉扯，一旁的選手推
著林祖捷大喊：「嘿！亞軍還在發什麼呆，
快上臺呀！」瞬間發現四周的人正為他而歡
呼，「我得了…亞軍？」嘴角緩緩的延展開
來，喜悅讓心臟怦然不止。
臺上男孩的面容，已不同於1個月前的徬
徨無助，而是拿到世界亞軍的榮耀，他就是
來自本校的林祖捷，不只從無數菁英中脫穎
而出，更擊潰心中的不安與恐懼，「我就
是我，忠於做自己想做的」，面對眼前的機
會，林祖捷不因壓力而臨陣脫逃，以冷靜戰
勝自己。﹙文／蘇靖雅、圖／林祖捷提供﹚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排行榜
排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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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 攝影／吳承樺）

功能
我的課表
淡江wifi
考試小表
期中期末成績
淡水天氣

下載次數
833,846
759,709
633,090
373,106
93,576

（資料來源／資訊處，統計數據為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9 月 23 日）

大家到底在排什麼？上週加退選期間於
23 日起辦理大四、五必修課程人工加簽，24
日清晨起分別在圖側、驚聲大樓前、外語大樓
前等地出現加簽排隊人潮，甚至還有同學徹夜
排隊，排在外語大樓前首位產經四林同學表
示，因為想獲得學分，所以 3 點半就來排隊。
想要「全球視野」加簽的運管四趙同學說，
「之前沒有加簽到該課，想說半夜 11 點來排，
沒想到館內約有 25 人，真的很熱門。」在圖
側排隊的機電四的周杰翰分享著：「我們 9 個
人原本不認識，但是排一整晚都成好朋友。」
電機四陳同學不滿有同學插隊，呼籲大家能遵
守排隊禮節。24 日上午 8 時，經統計後驚聲
及圖側的排隊總人數約有 200 人。（文、攝影
／黃國恩）

4400 師生模擬地震演練 ! 逃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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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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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

█淡水

萬 3718 人次，今年使用人次達 351 萬 5330 人
次，甚至超越前兩年總和，儼然成為淡江學生
的生活好幫手！
其中「我的課表」成為最受歡迎功能，「淡
江 WIFI」居次，「考試小表」位居第三。上
述功能面外，「即時影像」兼具功能與娛樂
也深受同學喜愛，除了不少住外地同學查看淡
水即時天氣現況外，還有人會查看球場使用狀
況、公車站牌是否大排長龍。
另外，透過小螢幕觀察校園生活動態，如 :
看操場上的跑步者、雨天觀看同學爆傘糗態，
也成為讀書之外的生活調劑。

除了觀看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影片外，也聽從警
示聲響，就地以書包保護頭部避難掩護，並循
逃生路線及人員指示，前往安全區。
同時設定3站進行狀況演練：由運管系負責演
練電梯受困情境，全程有電梯修護員在旁指
導；學務處同仁則在商館4樓中庭模擬學生遭
重物壓傷狀況，由於現場模擬包紮、抬擔架送
保健組救治等情境，逼真地讓一旁學生不斷驚
呼「真的假的？」；資訊處同仁則模擬機房電
線走火，進行通報、滅火等演練。資工一胡安
葶表示，首次參加校內逃生演練，逃生路線規
劃的還不錯，距離集合地很近。（文／黃詩
晴、攝影／姜智越）

學生會補選公告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經17日學生會
正副會長補選說明會中決定應於10月30日前完
成選舉、投、開票程序，目前學生會已完成選
舉委員會招聘工作，並發布本次選舉第一公
告。
公告中指出，本次補選學生會正副會長各一
名，採搭配競選，且本校在學學生都可依規定
登記為候選人。候選人登記日期為本週四起至
13日止，每日12時至13時、17時至19時，地點
為選舉委員會辦公室SG203，候選人須繳交16
項表單資料。投票日期則為10月27日至29日，
將於29日進行開票，詳細相關規定請逕至選
委會網站(http://tku103election.blogspot.tw/)查
詢。
選委會主委戰略碩一黃昱輔說明本次選舉之
當選門檻，依現行「淡江大學學生會會長選舉
規則」第25條，以開票結果獲最高票者為當選
人，若得票相同者以抽籤決定，其中，有效
票總數應逾選舉人總額百分之15，同額競選
時，候選人得票數必須超過投票總數2分之1
以上之同意選票。
黃昱輔強調，「本會執掌為辦理選務，會
嚴守中立立場，竭誠辦理本次選舉。也不會
干涉全體同學投票意願，若選舉結果未達門
檻，將尊重全體同學意願。」

陸生玩食字陸口啖臺灣美食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20日晚間陸友
會在士林夜市舉辦「食字陸口之百味迎新」活
動，吸引逾80位陸生在夜市闖關吃美食！
本活動藉由知名電視節目「食字路口」遊戲
方式，讓新生體驗臺灣美食及文化，融入在地
生活。共有10小隊，一組8人，在拿到「臺灣
美食名稱」謎腳後，開始美食接龍遊戲！大家
一邊在夜市中穿梭，體驗熱鬧氛圍，一邊大快
朵頤，整晚上歡笑不斷。過程中趣事頻頻，一
小隊抽到任務尋找外國人上演了「You Jump！
I Jump！」經典戲碼並且錄影，場面滑稽令人
大笑。
來自浙江紹興的水環一盧佳民說：「遊戲時
抽到芥末吐司，非常意外又刺激，體驗許多聞
所未聞的臺灣美食，還想參加。」來自福建泉
州的財金一莊梓昕說：「臺灣美食油炸滷味都
獨具風情，和家鄉的清淡口味有所不同，其中
我最愛風味獨特的鹽酥菇。」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大四生注意！社團認證好方法 !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課外組於22日
舉辦「大四畢業生及轉學生社團學習與實作課
程修課說明會」，會中說明本學期加開補修方
案給尚未修大一下學期社團與實作課程的大四
生，同時說明社團認證除校內社團及校內單位
兩種方式外，還提供大三以上學生「自主團
隊」認證，此方式由北極星服務團社團TA，
依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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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活健康3種主題
課程，讓學生能於學期初至「社團學習與實作
課程系統」依興趣選班，藉由TA引導及實作
進行活動參與及活動執行認證。
課外組組員吳孟香提醒，尚未完成社團認證
的大四生及轉學生請密切注意課程資訊，可至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系統網頁(http://lpcs.tku.
edu.tw/LPCS/)查詢相關訊息，亦可於上班時
間至課外活動輔導組(SG315)洽詢。

黑天鵝書展 TOEIC 日文書 夯

「與書為友，天長地久」書展22日在黑天鵝
展示廳揭開序幕囉！展場中有旅遊、文學等各
類書籍，還有許多暢銷新書。今年最熱門的書
籍仍是多益工具書，除此之外，日文自學書也
相當受讀者青睞。
松竹梅圖書公司展場人員陳乃勤表示，今年
書籍量約6千多本，比起去年量增加許多，也
有78折的優惠，歡迎同學前往選購。中文三張
馨云開心地表示，書籍都有折扣，對想買書的
學生來說減輕許多經濟負擔。
書展中也提供代訂教科書服務，有需求者
可至櫃台詢問。展覽至10月3日止，千萬別錯
過。（文／王心妤、攝影／黃國恩）

社團大聲公

河左岸遊藝社

想探索新事物嗎？河
左 岸 遊 藝 社 告 訴 你！
結合遊戲與文藝的河
左岸遊藝社，不僅沿襲
畢 業 學 長 姐 的「 河 左 岸
讀書會」，更致力於推廣
臺灣尚未普及的高智爾球
（wiser ball）， 希 望
藉此達到「介紹與探
索新事物，激發多元
思考」的理念。
本學期主軸—高智爾球，是無場地限制且
男女老少皆能上手的簡單運動。競賽分成紅、
白兩隊，賽中須想盡辦法擊中對方球，也要
小心不落入對方陷阱，藉由在攻守之間體會
結合謀略與團隊合作。社長公行二藍梅恩表
示，「因家人關係接觸並感受高智爾球的魅
力，希望推廣讓更多人認識這項運動。」
本學期社課，除帶社員認識、玩「高智爾
球」外，為達到「遊藝」之理念，也舉辦讀
書會、電影賞析及講座等，藉由這項古代流
傳至今且講究謀略、專注力和團結的運動，
讓社員能暫時放下手機與電腦外，從中感受
探索新事物的樂趣。
未來除推廣高智爾球，也將引進臺灣較不
常見或未興起的新活動、新知識給社員，藍
梅恩說：「勇於嘗試未曾接觸過的事物，說
不定能從中獲得意想不到的快樂。」
（文／張凱萁、攝影／余浩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