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大代誌 4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0 日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103學
年度第一學期的學生事務會議17日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現場與蘭陽校
園連線，學務長柯志恩主持，邀請行
學生代表土木
政副校長胡宜仁指導。胡宜仁表示，
四徐任筌（前一）
學生事務會議提供溝通平台，尊重各種意
於 會 中 發 言。（
攝影／盧逸峰） 見，盼能共同使校園更美好。
柯志恩說明近日學生會選舉事件始末及現況，並表示將
如期完成選舉，盼同學能積極參與投票。衛生保健組會中
報告，經全面清查，目前本校餐廳無使用有問題劣質油
品，將持續為校園食安把關。

淡江密碼，動動腦
體育館旁五虎坡夜景

（ 攝影／吳國禎）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20( 一 )
8:00

女聯會
網路報名

10/20( 一 )
8:00

文創中心
網路報名

10/20( 一 )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睡美人演講活動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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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園丁社區兒童心理關懷
志工報名 (http://enroll.tku.
edu.tw/)
微整系美人講座報名 (http://
ppt.cc/iDkJ)

彩妝社
10/20( 一 )
網路報名
8:00
10/20( 一 )
資管系
資管週
10:00
黑天鵝展示廳
10/20( 一 )
樸毅志工社 飢餓十二 -「餓很大愛很大，
10:00
海報街
讓危肌解除」活動擺攤
10/20( 一 )
西語系
歐洲魅影影展 - 最後狂想曲
12:00
T505
10/20( 一 ) 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
海外成長計畫說明會
18:30
Q306
西語系
10/22( 三 )
歐洲魅影影展 - 爸爸去哪裡
T505
12:00
「清代的海防：水師與戰船
海博館
10/22( 三 )
特展」暨 App 受贈儀式
海博館
14:30
10/22( 三 )
19:30
10/23( 四 )
13:00
10/24( 五 )
9:00
10/24( 五 )
12:00

文錙藝術中心 穿越時空、環遊世界 - 菁英
文錙音樂廳 藝術家三重奏
諮輔組
E811
遠距組
I501
西語系
T505

真實的溫暖─羊毛氈手創工
作坊
教師數位學習專業成長研習 1
歐洲魅影影展 - 謊言的烙印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10/20( 一 )
18:00
10/20( 一 )
19:00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蘭陽校園主任室 High Table Dinner 住宿學院『新
強邦教學大樓 1 樓餐廳 聲』餐會
蘭陽校園主任室
「延伸拓展，無限可能」
CL439 蘭陽講堂

詩聯十分鐘 !

本校微光現代詩社與校外風球詩社合辦之
第十一屆全國大學巡迴詩展－異邦的聲浪，
即日起在文學館二樓穿堂展出逾80件現代詩
作品，展期至24日（週五）止。
微光詩社社長中文三曹馭博表示，本次詩
展作品包羅萬象，其中更有5件作品出自社
員之手，希望師生行經穿堂時，可利用時間
認識現代詩、徜徉文學世界。此外，更安排
「詩聯十分鐘」互動遊戲，在展區放置外觀
如電話的問卷回收箱，參觀者閱讀作品後並
填寫回饋單並投入其中，便能自行領取一張
結緣籤作為紀念，「歡迎大家多來走走！」
（文、攝影／盧逸峰）

本週我最 靚
資工二吳佳峰
和統計二曾
彥儒說：
天氣要轉
涼了，
揪團吃
火 鍋
吧！

應，發生衝突時都有教官到場了
解狀況，會堅守確保學生人身安
全。學生會代理會長中文四莊棋
誠也詢問原本該發揮存證功能的
監視器為何故障。會中也有師長
對是否該管制媒體進入校園提出
疑問，總務長羅孝賢回應，SNG
車未經申請不得進入，媒體若貿
然進入校園，將會由警衛請出。

暑假服務隊分享會 交流感動

943 期

█淡水

會中通過「淡江大學學生請假規則」第三條、第四條修
正草案，將產假由現行4週調整為「分娩後，給假42日，且
不含例假日，應一次請畢」，並新增流產假，同時依教育
部規定新增女性學生申請生理假之權益，因生理日致就學
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1日。
會中同時通過「淡江大學學生組織輔導辦法」修正草
案，並依修正後條文所需，通過「淡江大學學生會組織規
則」草案，待公布實施後，將同時廢止101「淡江大學學生
自治組織規則」。
臨時動議中，學生代表土木四徐任筌提問，近來校園發
生多起衝突事件，如何保護學生？軍訓室主任陳國樑回

由課外組主辦之102學年度第2學期暑假服務隊成果分享會於15
日在Q306、O306舉辦，共有天使社、嚕啦啦等20組服務隊彼此交
流服務經驗與成果，也藉由影片分享來傳遞喜悅與感動，課外組
組長江夙冠等更頒發證書以茲獎勵。
讚美社前往平溪的十分國小，以「夢想的天梯」為服務主題，
用RPG尋寶遊戲、演出劇場等活動，引導出促進小朋友積極行
為、懷正面信心的目的；康樂輔導社則與法鼓山基金會合作至貢
寮區和美國小舉辦「環保品德夏令營」，以環保品德、環保禮儀
等4面向為主軸，規劃蒐集樹葉、樹枝的DIY天然手環活動，讓孩
童不僅認識也能更親近大自然；彰化校友會以「環遊世界動一
夏－Let’s go！」為主題，到彰化埤頭國小服務，以動植物、環
保及世界觀等5大要素，教導小朋友認識新能源，也培養國際餐
桌禮儀。
樸毅青年團社長法文三黃立婷表示：「服務隊分享會可以讓彼
此互相交流，刺激對於服務計畫的構想，也能夠從中檢討自己，
非常有意義。」會中也由大專院校社團培訓講師高郁萍、伊甸基

金會專員林恩如等校內外4位評審委員針對分享會內容，以服務
計畫投注力及持續性、規劃執行能力、團隊精神及團隊合作、預
期目標達成情形及影片設計創意5點為標準，選出樸毅志工社、
彰化校友會、讚美社、二齊校友會4隊績優團隊，各獲得3千元獎
金。（文／莊博鈞、攝影／吳重毅）

學生會補選 1組同額競選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第20屆學生會
正副會長補選登記，13日截止前有3組人馬登
記參選，依法定時間14日「12時00分至12時30
分」舉行號次抽籤，參選人大傳四蔡博藝超過
12時10分之後到達學生會辦公室，抽籤作業已
開始進行且大門上鎖，使其無法參與，對此，
蔡博藝於其社群網站發言表達抗議，引起校外
媒體報導。
15日選舉委員會於官方部落格張貼聲明，認
定「蔡博藝未於抽籤前完成補件，故不具備候
選人資格不得辦理抽籤」，其聲明附件為學務
長柯志恩說法：「學務處基於學生自治組織原
則，尊重學生會選舉委員會所做的決定，惟本
次的選舉已跳脫一般性的校園選舉，躍為社會
議題及政治議題，對於各項程序的執行，在尊
法的原則之下，期望能有更大的解釋空間，以
消弭不必要的事端。」
文中，學務長還說明，蔡博藝固然未準時於
表定時間前完成遞交動作，但一般大眾解讀公
告號次時間，只要在12時30分前進入即可符合
程序，蔡生於12時15分左右出現，違規與否有
斟酌之空間，故希望選委會考量學校立場，做
出彈性處理。對此，選委會發表此聲明，指雖

德國啤酒節

理解校方立場，但仍主張「蔡未於抽籤前完成
補件違反程序」，堅持「依法行事嚴守程序，
抱持捍衛民主法治的決心」，於是維持原定裁
決，並經通盤討論遂宣告集體請辭，亦即選舉
無法舉行。
16日下午2時學務長邀集3組登記參選人馬召
開協調會議，說明校方立場希望依照原定時
程繼續辦理選舉，並希冀3組參選人馬共同競
爭。在尊重學生自治的前提下，徵詢3組參選
人馬參選意願。
協商時，參選人歷史三謝志健團隊認為，大
學應為學生學習民主的實踐場所，應有容許犯
錯空間，但蔡博藝團隊讓外界涉入以放大鏡檢
視校園選舉，備感壓力，故選擇退選。另一組
參選人中文三陶子璿團隊說明，因蔡博藝未完
成登記流程、又堅持參選已違反程序正義，故
退選。蔡博藝團隊認為，自己應有參選資格，
並樂意與另兩組人馬公平競爭，當場表達「若
其他2組不選，我們也不選」，不過，經過2小
時協商後，最後僅剩蔡博藝一組人參選。
最終學務長尊重兩組候選人退選之決定，持
續學生正副會長選舉。學務長總結：「為進行
後續選舉事宜，請大家推薦選舉委員、監察委
員以重組選委會。」

3百人

「Prost，讓我們乾杯吧！」德文系系學會於
15日晚上6時在覺軒花園舉行「Oktoberfest慕尼
黑啤酒節」吸引近300人湧入，將覺軒花園擠
得十分熱鬧。現場還有西洋音樂社帶來精彩演
出，伴著動感音樂，將現場氣氛帶到最高點！
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致詞表示，Oktoberfest又
稱作十月節，啤酒是此時最道地美味的飲料。
希望同學們在飲酒不過量的前提下，盡情體驗
同時於德國盛行的啤酒節文化。
現場除了黑麥汁、德國麵包、香腸等餐點之
外，道地的德國小麥、大麥、黑麥啤酒更是受
到同學們的喜愛。本次活動總召德文二張君貌
說：「系學會自8月起就開始籌劃，希望藉由
本次活動了解德國文化，並讓大家留下難忘的

擠爆覺軒

回憶。」德文三呂可艾認為，能喝到道地的德
國啤酒及享受美食，能與好友們一起享受德國
啤酒文化，很開心能夠參加。（文／周雨萱、
攝影／吳國禎）

面試小撇步 助職涯發展
為增進同學求職競爭
力，職涯輔導組於15
日在傳播館Q409鍾靈
中正堂舉辦職涯輔導
講座「求職面試三部
曲」。邀請在人力資
源部門擁有14年豐富經
驗，現任Career職涯輔導
諮
詢顧問孫榆婷，蒞校暢談如何
在茫茫人
海的面試中脫穎而出。實用主題吸引40餘位同
學到場聆聽，不少人更專心筆記重點，為自己
的未來提前做準備。
孫榆婷提到，從企業來電通知面試，到走出
面試地點那一刻前，都在評分之列，勿輕忽面
試前後得體應對的小細節。並提點自信儀態和
笑容的重要與插話、冒昧地詢問福利待遇的大
忌，他指出：「求職前應了解該企業文化，在
面試時充分展現符合該企業文化的個人特質，
對面試是很大的加分。」
講座最後，孫榆婷更特別提供面試小技巧，
「面試結束後，積極表現渴望得到此工作傳簡
訊或郵件給面試單位感謝提供機會，如此作
的，經統計將增加15％機會獲得此份工作。」
中文四王尉任：「老師多年面試官的經驗談，
對即將投入職場的我有很大的幫助。」（文／
蔡晉宇、攝影／張令宜）

國際處研究助理孔有有

正午時經過體育館外，在人群中很難不注
意到一個高大的身影，黝黑精實的體格正靈
活的比劃著電影《一代宗師》中與章子怡類
似的功夫。仔細一看，打著這套東方功夫的
居然是張西方臉孔！他時而出掌迅捷如豹、
時而飛踢氣勢如鷹，吸引學生駐足觀看，甚
至加入打拳行列。他是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研
究助理，美國籍的孔有有。
4歲起，孔有有開始習武防身。他練過跆
拳道、巴西拳等不下 20種功夫，雖然每套功
夫都有一部分讓他喜愛的套路，卻又找不到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學務長主持會議。（ 攝影／姜智越）

學務會議 : 全面清查本校餐廳無劣質油
西洋劍社 TFC 盃摘 1 冠 3 季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西洋劍社於
4、5日參加「TFC盃擊劍分齡系列賽」，在高
手環伺下，公行一蘇朗軒擊敗各路好手抱回挑
戰組男軍冠軍，管科三王炎麒拿下挑戰男鈍季
軍，中文三張馨云也不遑多讓，奪得挑戰組女
軍第三名，成績優異。
蘇朗軒與育成高中方嘉駿冠亞軍賽交手時，
勢均力敵，戰況激烈，在比分14比14後，蘇朗
軒靠著速度打破僵局，拿下第15分奪冠。他表
示，「在激烈戰況下，相當幸運能險勝對手一
分，希望能透過多次參賽，累積自身經驗，為
之後更大的比賽奠定深厚基礎。」對於新進社
員有如此亮眼的成績，隊長數學碩一李盈臻感
到感動並表示，將持續訓練新血以明年大專盃
為目標，期待社團有更棒的成績。

影食饗宴

拒菸 2 競賽 23 日截止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報導】配合即將於29、
30日舉辦「祈福佑淡江，平安不NG！」活
動，生輔組主辦一系列競賽期待由學生腦力激
盪出引人入勝又發人深省的好作品。甄選主題
有「拒菸、拒酒、拒檳榔」Slogan設計，評分
標準以創意、符合主題、使用技巧、畫面美
感、影響力5項因素評分。另有「反菸宣導」
活動設計，評分標準以創意、符合主題、趣味
性、影響力4項因素評分。兩項甄選皆收件至
23日下午5時止，冠、亞、季軍可分別獲得獎
金1千元、8百元、5百元，優等獎取2名，獎金
3百元。詳情請見生輔組網站。

給自己一個微笑吧！

有多久沒給自己一個微笑了？由康輔社主辦
的「給自己一個微笑」活動於上週在商管大樓
前舉行，活動現場提供參與者一顆海綿的星形
壓力球，可在星星上畫下屬於自己的微笑，期
許未來遇到壓力時以微笑來面對，活動的療癒
效果吸引許多同學前往參加。
康輔社社長資工三周志康表示：「即使舉
辦活動累人，但看見參與者最後露出笑容且把
壓力球開心帶回時，覺得一切辛苦都值得。」
西語四王泓程也表示：「在活動中，工作人
員問我：『你最近一次對自己微笑是什麼時
候？』才頓時發現，根本很少這樣做，此活動
很特別也很有意義，提醒微笑的重要性，所
以在生活中，請不吝給自己一個微笑吧！」
（文／巫旻樺、攝影／吳承樺）

電影欣賞研習社與烹飪社上週於黑天鵝展
示廳首度共同舉辦「影食」電影社年度影展
暨烹飪社成果展，帶您體驗味覺與視覺的雙重
享受。展覽透過將烹飪電影時常出現的美食元
素實體化，將視覺享受提升至味覺饗宴，並以
「影食」為名，藉此將平凡無奇的食物透過影
像及聲音賦予它生命。
電影欣賞研習社每日連播8小時電影不間
斷，播映探討食物倫理、處理的紀錄片，如
《沉默的食物》、《美味代價》等，也配合
DIY點心實作「日本生八橋」放映相關電影
《蝸牛食堂》，並設亞洲、世界影展、「亞洲
十大電影」等區。社長經濟三艾祖鞍表示，分
享非院線片，為帶給觀眾帶來體悟。
烹飪社展覽5大主題，「烹飪知識大會考」
考你烹飪小知識。「跟著動吃動」展示社團活
動成果，另供索取食譜小卡。「美味心意」販
售限量自製乳酪條深獲同學喜愛，收益所得將
捐出做公益。「甜蜜傳情」為自製手繪糖霜餅
乾活動，工作人員協助將成品心意送給對方。
另每日中午的DIY點心活動由烹飪社幹部帶領
教學，如：葡式蛋塔、美式軟餅乾等，參與者
玩得不亦樂乎。烹飪社社長資工三王湉媗表
示，「兩不同屬性社團相互交流學習，辛苦卻
很有意義。」資管二蘇凌誼說：「展覽不僅有
美食品嚐還能欣賞電影，感到期待與新奇。」
（文／張凱萁、周雨萱，攝影／姜智越）

新生盃運動會競賽 ! 快來報名
【記者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新的學年開
始，新生盃各項球類競賽陸續登場囉！即日起
至24日下午5時止，歡迎對球類運動有興趣的
同學，結伴報名參加比賽！而11月5日為學校
校慶運動大會，各項田徑比賽及趣味競賽報名
也準備開始囉！想在校慶運動大會中一展身
手的同學們，即日起至24日22時止，歡迎結伴
一同報名參加，報名詳情，請見體育處網站
（http://www.sports.tku.edu.tw）。

功夫無國界 八卦掌傳人
一套功夫可將其集大成。後來因緣際會下，
孔有有在一段影片中認識了八卦掌，特有的
靈活步法使他大為驚嘆，「就是這個！這就
是我想學的功夫。」這個想法在他心中種下
了種子，至此也和八卦掌結下不解之緣。
孔有有心中的這個種子，漂泊了1萬2千公
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臺灣開花結果。8年
前拜入錦園八卦掌第五代掌門人吳國正老
師門下，由於本身的功夫底子札實加上勤
奮練習，不出三個月已掌握「柔身連環」的
精髓，並和師父同台表演，現在更成為錦園
八卦掌第六代傳人。談到傳人的使命，他堅
定的說：「不管在哪裡、做什麼工作，最重
要的就是不能忘了要持續推廣八卦掌。」因
此，從住家附近的公園到中正紀念堂，都能
見到他帶領學生比劃八卦掌的身影。
「功夫對我的影響是廣泛且深層的。」孔
有有接著說，八卦掌有逾1萬種的套路，但
這些套路卻可以歸納為8大類，他在練習過
程中慢慢培養清晰的統整能力，這對他往後
學習中文、翻譯淡江時報甚至是寫作上都
有相當的幫助。每天練功2小時培養出的耐
性，更是當初學掌的意外收穫。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1年多前他將傳承精神帶至淡江，除固定
每天中午在體育館前教課外，上學期更配合
學校卓越計畫跨文化活動，針對外籍生開班
教授八卦掌，讓他們體驗不同的武術文化。
課程中，他示範詳細步驟並協助學生發掘適
合的套路。曾上過八卦掌的奧地利籍戰略所
博二森亞博：「在老師清楚解析每個動作
下，讓沒學過功夫的我快速掌握八卦掌的精
髓，更多了份對中國武術的了解。練習的過
程中也讓自己找到平靜，這是除了讓身體健
康外的另一項收穫。」
除了熱愛中國武術，孔有有更以自身能力
將其推廣至國際，除拍攝以英文講解的八卦
掌教學影片並將其放至Youtube平臺外，還
將他從小學習中國武術的成長歷程，寫成
第一本英文著作 《Chasing Dreams To China
Successor》，在亞馬遜商城販售。
談起未來展望，孔有有表示，經過1年多
的教學經驗，希望有機會能在學校成立正
式社團以便更有系統地推廣八卦掌，「盼
有朝一日人們提起孔有有時，就會想到八卦
掌」，他這樣期許著自己。（文／蔡晉宇、
攝影／王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