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大代誌 4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03 日

2 百位師生繪圍籬迎守謙
校慶運動會 5 日登場

945 期

淡江密碼，動動腦
謝幸珠 蘇許秀凰與淡江共同成長

█淡水

（ 攝影／王政文）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網路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3( 一 )
8:00

諮輔組
網路填答

11/3( 一 )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11/3( 一 )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11/3(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11/3( 一 )
8:00

文創中心
網路報名

11/3( 一 )
8:00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11/3( 一 )
8:00

英文系
FL207

「禮，上網來」有獎徵答（網
址：http://ppt.cc/quKm）
讓我們「劇」在一起 - 心理
劇團體（網址：http://enroll.
tku.edu.tw/）
演出美好藍圖「我想要甚
麼！」心理劇工作坊（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領隊暨導遊人員輔導考照研
習課程（網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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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enroll.tku.edu.tw/)
英語教學工作坊 - 英語教學
Step by step 活動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至
6 日截止
英文系拼字比賽活動報名
( 今日截止 )

11/3( 一 )
8:30

美洲所
書展：「1954 中美協防條約
圖書館閱活區 一甲子」

11/3( 一 )
8:30
11/3( 一 )
9:00
11/3( 一 )
12:00

美洲所
美洲所創所五週年攝影展
圖書館閱活區
關懷動物社
動物週義賣擺攤
圖側 ( 自習室旁 )
西語系
歐洲魅影影展 - 破碎的誓約
T505
學習策略工作坊 ~「如何踏
學發組
出日語學習的第一步」- 日
I304
語入門
住輔組
松濤館蚊子電影院「 女人。
松濤館交誼廳 牆」
環翠軒
西語系
歐洲魅影影展 - 無條件愛你
T505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作坊 ~「韓流瘋」
I304
-- 韓國生活實境會話入門
資訊處
SAS Enterprise Guid 實戰講堂
B218
- 財務資料分析一點通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作坊 ~「勝券在
S106
word」- 畫面報告製作技巧
學習策略工作坊 ~「如何踏
學發組
出日語學習的第一步」-- 日
I304
語入門

11/4( 二 )
12:10
11/4( 二 )
18:30
11/5( 三 )
12:00
11/5( 三 )
14:10
11/5( 三 )
18:00
11/5( 三 )
18:30
11/6( 四 )
12:10
11/6( 四 )
19:00
11/6( 四 )
19:00
11/7( 五 )
12:00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詞創社
覺軒花園
西語系
T505

11/7( 五 )
14:10

學發組
S106

社團瘋Halloween 妖魔鬼怪陪過節

【記者劉蕙萍、黃詩晴、莊博鈞淡水校園
報導】瘋萬聖節，上週晚間淡水校園內，社團
輪番舉辦派對，歡慶西洋鬼節。
Halloween 舞會 龜仙人裝扮超搶鏡
上月29日晚間外籍生聯誼會及國際大使團在
覺軒花園舉辦Halloween Party，逾2百位同學扮
成巫師、殭屍、皮卡丘等角色參與盛宴，跟著
音樂一起搖擺！國際大使團團長英文三蔡孟儒
表示，兩社每年合作響應萬聖節舉辦此活動，
希望讓各國學生彼此交流，今年特別加入巴西
派對的習俗「邱比特傳情活動」，讓大家甜蜜
傳情。活動最後也現場票選出舞會國王與皇
后，因扮演「龜仙人」獲得舞會國王封號的西
班牙籍、國企一葛駱表示，自小喜歡看七龍珠
所以扮演此角色，在活動中玩得很開心！

歐洲魅影影展 - 車神賽納

Halloween Party2百
人嗨翻覺軒花園。
（攝影／吳重毅）

韓國口足畫家崔熊烈 暢談心靈故事
諮輔組於上月28、30日舉辦3場憂鬱與自
殺防治系列講座，邀請韓國口足畫家崔熊烈
蒞校心靈座談，透過畫作向同學分享生命智
慧，吸引近2百人參與，並由諮輔組組長胡
延薇頒發感謝狀以茲感謝。崔熊烈因幼時罹
患腦性麻痺，平時僅能以左腳完成生活大小
事，他不談疾病帶來的挫折與磨難，而幽默
表示：「用左腳作畫、吃飯、寫詩，甚至還
能玩智慧型手機呢！」講座中，他透過「臭
豆腐」詩、咖啡、磁鐵等畫作，以及自身
生活中的洗髮精與肥皂故事，讓同學反思應
放下心中成見，多聆聽對方想法，精彩故事
讓現場師生大為動容。歷史四許正平表示，
主講者克服身體缺陷活出精彩生命，期許自
己也能活出獨特人生！企管一蔡安琪表示，
學習到溝通訣竅，未來將勇於與他人交流。
（文／呂瑩珍、攝影／張令宜）

一個轉身踢腿後，迅速打出紮實有力的拳
法，搭配中氣十足的喊聲，她以精湛的跆拳
道武藝，加上流利的中、英、法、西4種語
言優異條件作為決賽的自我介紹。文與武衝
突結合，讓評審印象深刻，一路過關斬將，
從約1千3百名徵選者中脫穎而出，獲選外
交部103年國際青年大使，與其他127位入選
者，代表臺灣赴各國推展文化交流。她是法
文二吳逸慈，同時也是本校跆拳道校隊女隊

魔麗萬聖趴 體驗幫鬼梳頭樂趣
上月29日晚間魔術社與烏克麗麗社在社辦
廣場聯合舉辦「魔麗萬聖趴」，吸引約90人參
加，大玩鬼梳頭、幫鬼穿衣服遊戲。鬼屋外的
大片鏡牆、西洋劍面罩等擺飾製造出詭異氛
圍，且屋內斑駁隔板中不斷透出橘色燭火，加
上烏克麗麗演奏的詭譎音樂，很有西洋鬼節氣
氛。一同進鬼屋的化材一陳元子、邵琪及湯庭
維表示，體驗幫鬼梳頭很有趣，但忽然出現
的鬼很嚇人。晚會中，魔術社表演奇幻魔術，
烏克麗麗社則準備符合萬聖節氣氛的Secret
Halloween等曲目演奏；另外，魔術師宮廷也
於場邊表演近身魔術，互動中展現魔術魅力。
童年崩壞萬聖趴 校園蒐素材扮公主
扭轉你記憶中的童話故事！康輔社、種子
課輔社、樸毅青年團於上月30日聯合舉辦「童
年崩壞萬聖趴」約50位同學參與。活動總召之
一企管三何芷瑄表示，希望藉此活動讓社員間
增進感情，也能認識不同社團的朋友。活動分
為3組，須在校園各地以頭頂球投籃、撈氣球
及人體套圈圈等闖關活動來蒐集變裝素材，目
標為變身成為白雪公主、湖中女神、長髮公主
3位童話主角。經過2小時的努力，最後各組絞
盡腦汁裝扮，彼此爭奇鬥艷，歡笑聲不間斷。
產經四高宇說：「萬聖趴活動很新鮮，能認識
不同社團的新面孔，創造出不一樣的火花。」

長，她自信表示，「每個參賽者都盛裝打
扮，只有我赤腳穿著道服走進決賽會場，我
知道這就是我的特色。」
報名徵選國際青年大使，源自於吳逸慈對
於世界的強烈好奇心與一心想成為外交官的
願望，又加上她本身熱愛從事各類志工服
務，希望能在幫助他人之餘，看見不一樣的
世界，從國內的偏鄉小學到國外的外蒙古、
印度等地，都有其服務身影。不過，此次她
更希望以官方外交身分，看到不同的世界。
在為期6個星期的行前培訓中，對吳逸慈
來說雖辛苦卻也難忘。舞蹈、表演藝術、舞
台劇排練、體能訓練及國際禮儀等一連串密
集訓練，非科班出身且對表演不擅長的她不
因此而退縮，「我必須想我能為團體付出什
麼。」反而在課程外更努力學習不足的串
場、化妝等舞台專業知識。再加上從小學習
的書法與口琴，使她在團體中找到自己的專
長與定位。
吳逸慈所屬的亞西及非洲團，前往南非、
史瓦濟蘭、約旦、阿曼及巴林等5國家交
流。在十幾場表演中，吳逸慈與成員們以
舞蹈、戲劇、音樂等向各國宣介臺灣文化。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五彩繽紛新聞雲
打卡送棉花糖 DIY
【本報訊】64週年校慶活動將於8日展開，
淡江時報將於當天舉辦「到時報打卡，下載時
報APP、電子書」，即可免費體驗棉花糖DIY
活動，歡迎到傳播館Q301淡江時報，體驗五
彩繽紛的新聞雲。

祈福佑淡江 平安不 NG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配合校園安全
週宣導活動，生輔組與春暉社、淡江大學校
園獅子會於上月29、30日在書卷廣場共同舉辦
「祈福佑淡江，平安不NG─紫錐花開、健康
常在」系列宣導活動，30日校長張家宜致詞表
示，本校注重校園安全與品德教育，持續進行
友善校園及無障礙校園的設置以為提供學生更
好的環境，將持續做更好的規劃，預祝活動成
功，師生健康平安。
活動中，極限舞蹈社帶來精湛表演揭幕，引
起全場注目，張校長亦頒發設計海報、LOGO
比賽等甄選競賽的前3名及佳作2名以茲鼓勵。
此外，重頭戲祈福活動，由校長帶領學術副校
長葛煥昭、學務長柯志恩、總務長羅孝賢等多
位師長在天燈上，寫下永保平安、健康快樂，
一齊將天燈施放升空，祈求平安順利。最後在
帶來希望與和平的鋼琴聲中劃下句點。
校園安全週活動強調落實拒毒宣導，深化反
毒意識，邀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消防局在校
園擺攤，場地遍及文化休憩區、課外組、五虎
崗、郵局、松濤館、衛保組等，設置6大據點
進行遊戲闖關，主題分別為反毒、校園安全、

【記者盧逸峰、蔡晉宇、黃國恩淡水校園
報導】第20屆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將於今日至
5日（週三）11時至18時舉行投票，選舉人應
依所屬院系至指定投票所投票。5日（週三）
19時於淡水校園活動中心與蘭陽校園CL407
同時開票。詳見選委會官方部落格（http://
tku103election.blogspot.tw/）
上月29日學生會選舉委員會在學生活動中心
前舉行公辦政見發表會，正副會長候選人，大
傳四蔡博藝、法文四張國軒出席參加，現場
有3家校外媒體關注報導，其中中時電子報以
「淡大陸生選學生會長 政見會空蕩蕩」為標
題形容當天現場狀況，而紅樹林新聞則報導蔡
博藝認為，很意外校園選舉引起媒體諸多關
注，認為校園選舉最後還是要回歸校園。
候選人政見分為「社團活動」、「學生權益
與權力」、「公民意識」3大項，其中囊括社
團必修改選修、校務會議透明、學生意見納入
決策等政見。蔡博藝表示，盼藉本次參選，讓
大家重新思考學生自治。

27日蔡博藝（右一）與學生進行
校園議題討論。（攝影／黃國恩）

青年大使遠航 圓國際外交夢

法文二吳逸慈

共同參與『勁爆九宮格』的表演賽，藉此讓一
般生能體諒盲生的辛苦。」其餘詳細賽程請至
體育處網站（http://www.sports.tku.edu.tw/）
查詢。

校長張家宜
與學生齊放天
燈，祈求淡江
平安。（攝影
／吳國禎）

交通安全、法治、賃居、四反（拒菸、酗酒、
檳榔、AIDS），闖關集滿6個章即可在服務臺
獲得天燈紀念品。春暉社社長數學二陳威愷表
示，紫錐花是反毒象徵，大眾知道毒品危害卻
鮮少了解拒毒方法，藉此宣導盼更多人知道反
毒重要性。看到響應熱烈，一切努力都值得。

學生會補選 3日起投票 5日開票

30日約50位可愛的搗蛋鬼響應萬聖節打扮各種角色現身
淡江校園，還在陽光草坪奔跑、玩遊戲。路過學生見狀無
不驚呼好Cute。（文／巫旻樺、攝影／王政文）

四季溫琴 - 鋼琴社期中音樂
會
詞創社「搖滾名人堂」創作
成發
學習策略工作坊 ~「等一個
人簡報 : 投影片特調」- 投
影片精進技巧 ( 上機操作 )

學生體驗幫鬼梳頭的樂

日期 / 時間

術社不分晝夜的加工完成，以校園歷史
建築物成立先後呈現「從克難坡到書卷
廣場、從宮燈教室到教育館、從溜冰場
到五虎崗球場」分別記錄校園生活、學
習、運動的場域；這些校園大事紀，訴
說著校園內人與土地的故事。
一起參與彩繪的工學院院長何啟東
說：「這真是歷史性的一刻，活動凝聚
了團隊力量與熱情。」外語學院院長吳
錫德則表示，感念老樹保護我們成長多
年，如今功成身退遷移到另一個駐點，
期由師生繼續一起守護。樸毅志工社資
管四張伯宇表示，運用該社簡稱設計
樹造型的LOGO ，雖然這道牆終究會消
失，但經過途中就會回憶起自己曾留下
的彩色風景。關懷動物社日文三賴喬郁
表示，今天付出的一點心力，卻在心裡
留下深刻回憶。（攝影／盧逸峰）

趣。（攝影／吳國禎）

淡水校園

（文承一版）張校長致詞表示，守謙
大樓的點點滴滴從重建、募款、落成都
會是很好的淡江故事，相信完工後將創
造更多新的回憶，感謝美術社的專業彩
繪及多個學生社團熱情參與，祝福活動
順利。
活動開場由影片呈現榕樹守護球場的
歷史記憶並介紹斷根流程。為將守護球
場的榕樹遷移至新地，師長一同在留言
版上留下對榕樹的祝福，接著由張校長
帶領師長進行斷根儀式，並拍攝下歷史
性鏡頭。接下來，也由張校長帶領師長
在寫著淡江大學的圍籬花牆畫下第一道
色彩，並留下簽名紀念。學生則各自將
準備的社團LOGO繪製在圍籬上，搭配紀
念文字、繽紛色彩及圖騰形成校園鮮明
一角、在全校師生心中留下珍貴回憶。
彩繪圍籬的底稿及點色於日前已由美

【記者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體育好手們準
備好大展身手了嗎？淡江大學64周年校慶運動
大會，將於5日（週三）熱烈展開。當天將由
男女盲生60公尺跑走競賽揭開序幕，並由趣味
競賽－「手忙腳亂」及「勁爆九宮格」為運動
大會暖身。下午2時，是體育好手精彩較勁時
刻，男女跳高、跳遠、男子鉛球、田徑、短
跑、大隊接力等競賽也將馬拉松式的在操場展
開，以往都有不少親友團及粉絲到場加油支
持，使現場熱血沸騰，今年也絕不容錯過。
此外，103學年度新生盃籃球、排球賽也將
於5日（週三），分別在體育館7樓和4樓進行
冠軍爭奪戰，預計將由校長張家宜親臨現場並
開球。體育長蕭淑芬開心地表示：「今年除安
排盲生跑走競賽外，也藉由旁人指導和一般生

雖然只有短短21天，但吳逸慈卻十分珍惜認
識這些國家的時間，希望透過雙眼看這個世
界，不論是充滿純樸風情卻因愛滋病使平均
壽命為全球最短的史瓦濟蘭，或謹守伊斯蘭
教規的阿曼及巴林，都讓她印象深刻。甚至
在因敘利亞內戰而收留約10萬名難民的約旦
Zaatari難民營中，當地兒童帶著歷經滄桑卻
依然清澈的眼神告訴她，「這是我人生中看
過最好看的表演！」讓她與團員們淚流滿
面，這些看似微小的肯定，卻讓她逐漸從對
表演的沒自信，開始享受在舞台上的時光，
吳逸慈堅定地說：「當知道自己做的是對
的，就希望能做得更好，也能越做越有自
信。」這些旅程中珍貴的記憶，也使她更以
開闊的視野與眼界來看待世界。
26日從總統馬英九手中接過國際青年大使
證書，對此，吳逸慈笑著表示，「我相信我
完成一件很棒的事。」雖這場旅程已達終
點，但她卻不會因此停止對世界的熱情與對
臺灣濃厚的愛，將以成為外交官為目標朝著
自己的夢想大步前進，就如同她的自許，
「為了所愛的臺灣，使命不會結束。」（文
／張凱萁、攝影／張令宜）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另外，候選人也於上月27、29日晚間於校內舉
行「會長給問嗎？校園關鍵議題對話」活動，
共約10餘位同學參加。蔡博藝表示，若將來當
選，會將意見彙整供學校參考，以體現學生會
的使命與價值。
27日針對「操場場地問題」、「開放式創新
的社團活動」2議題進行分組討論，最後彙整
出建請學校協調場地使用權、建立社團介紹平
台、器材借用流程電子化等意見。參與者，學
生議員公行三張淳甯表示，原期待與會長候選
人討論相關議題未來具體執行方向，但卻未能
得知其實行之確切方式，稍感失望。
29日則以「學生福利」和「創新學生會會
刊」2議題進行討論，蔡博藝總結認為，學生
會應為學生爭取福利，而會刊則應站在學生立
場發聲、容納多元意見並刊登批判性文章。參
與者，財金一盧同學認為，為讓全校學生了解
學生自治組織運作，應廣為公布學生會收支花
費、及學生議會開會紀錄。

本校生服務陸偏鄉
北京清大 來校交流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北京清華大學
之「中美大學生暑期教育扶貧社會實踐活動」
於上月27日蒞臨本校舉行經驗分享會。此活動
由北京清大和外籍學生共組支教隊至大陸偏鄉
進行服務，本校是該校在臺灣唯一合作院校，
今年是第二次派本校生參加。
分享會中，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暨教
育基金會副理事長張鳳昌、教育扶貧辦公室主
任黃麗、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
李佩華等，與實際參與實踐活動的兩校學生，
近30人進行意見交流。李佩華表示，學生在這
次活動中，除增強對清大與北京了解外，也認
識當地人文風情，是多元學習方式呈現。本
校生感謝清華隊友的熱情與協助，讓他們在異
鄉感受溫暖且順利完成教學任務，並與當地學
生以及隊友結下深厚友誼。有同學提出，前往
偏鄉服務雖出自好意，但日益頻繁的活動可能
打擾當地學生的教學規劃，可思考其他服務方
式。經濟四鄭翰聰說：「服務過程中，有機會
與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朋友交流，同時體驗大
陸風土人情，深入瞭解貧困地區的實際狀況，
是很特別經驗且收穫很多，不虛此行。」

本週我最 靚

中文四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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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玩到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