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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9 日
吉他社寒訓訓練吉他實
力（圖／吉他社提供）

溜冰社於寒訓期間舉行路溜活動，一行人一路
延著關渡橋旁的自行車道前往十三行博物館。
（圖／溜冰社提供）

管樂社於寒假期間團練準備全國比賽。（圖／管樂社提供 )

社團接力寒訓 薪火相傳

寒假不放假，社團特訓傳承團
結力！公行系學會、健言社、羽
球社、吉他社、擊劍校隊、詞曲
創作社、商管學會、親善大使
團、烏克麗麗社等22個社團近千
人，於寒假期間主辦社團訓練，
增進團隊合作、專業等能力，更
熱絡社員彼此情誼。
36 系系學會聯合幹訓傳承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
36系學會聯合幹訓，由公行系系
學會主辦，逾110人在淡水校園舉
行。活動由剛卸任的系學會幹部
規劃，除了藉由大團康、宣誓晚
會等活動，培養幹部將來舉辦活
動上的統籌、組織能力與責任感
外，更有著薪火相傳意義。總召
公行三潘樂頤說：「寒訓中我看
見系學會精神與熱情的傳承，像
大家庭般親切，希望各位新進幹

部皆有所收穫。」
溜冰社溜遍淡水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溜冰社於1月
20日始舉行為期五天的寒訓，內容含括精彩的
直排輪、曲棍球課程，跑遍校園的熱血團康、
趣味競賽，關渡大橋到十三行博物館的路溜及
晚會活動，讓參與的50位同學滿載而歸。溜冰
社社長土木二金瑞傑表示：「寒訓凝聚社員與
幹部之間感情，並藉由團康和路溜活動讓社員
更加團結，學習互助精神。」
吉他社增進專業力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於1月
21至25日在淡水校園舉辦五天四夜第29屆寒訓
吉他營，邀請教學經驗豐富的Mr.Voice創辦人
陳威宇及音樂人Pia蒞臨指導，吸引68位對音
樂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加。 透過綜合性音樂
課程，增強個人音樂性及吉他實力。吉他社社
長水環四林峻葳表示，這次活動的場地回歸到
校內，希望藉此傳承前年的感動，雖然籌辦過
程相當辛苦，需花費許多心思和時間去構想內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
想要嚐遍全臺各地美食嗎？ 快來
（ 攝影／吳國禎）
「美食街」看看吧！第十二屆聯
合文化週9日（週一）在海報街登
場，以「咱ㄟ食代」為題，共15
個縣市校友會販售各地名產美食，如：屏東校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友會的香蕉巧克力、二齊校友會的義豐冬瓜茶
等種類繁多。當週海報街除有美食販售外，亦
淡水校園
於中午時段有快閃活動，10日（週二）中午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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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全校性大規模快閃，集體著TKU帽T大跳當
紅歌曲「小蘋果」！
黑天鵝展示廳的展覽也於9日（週一）9時開
展，以懷舊火車站為主題，一進展場有「售票
口』」及6個校友會以復古風佈置的展區，讓
參觀者身臨其境，開幕式將於12時舉行。活動
總召土木二陳昱瑋說明，只要蒐集5個不同校
友會攤位、黑天鵝展覽的戳章，便可參加抽
獎，最大獎有iPad mini，歡迎同學前來參加！

957 期
聯合文化週開跑

吃遍全臺美食就在海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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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系系學會 15 一世一元復始
學生餐廳一樓

校長盃運動賽快來報名！

【記者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新學年開
始，103學年度校長盃籃球、排球、壘球競
賽登場囉！即日起至25日晚間10時止，歡迎
全校對籃球、排球、壘球運動有興趣的同
學，結伴報名參加比賽！比賽時間訂於4月
13日中午12:30舉行，報名詳情，請見體育處
網站（http://www.sports.tku.edu.tw）。

俄文二簡蔚姍：寒假
結束了，帶着厚重的書
本去上課囉！

本週我最 靚

世界紙飛機預賽 淡江7人晉級
由Beatbox社與知名
能量飲料RedBull合辦
「Red Bull Paper Wings
世界紙飛機大賽」淡
江大學預賽3日在學
生活動中心舉行，現
場逾80位同學報名參
賽，最終淡江人共7位
晉級北區區域賽，將
於15日在臺灣大學角
逐臺灣區總決賽晉級
門票。
活動總召經濟三陳軒朋表示，此賽為3年1度
的世界大賽，第二次在臺灣舉辦，本校為16場
預賽之一。預賽中，飛遠取20名、飛久取10
名、花式取5名進入北區區域賽，突破重重關
卡最終有機會代表臺灣參加今年5月在奧地利
舉辦的世界總決賽，角逐世界紙飛機之王。
活動中，每位參賽者都認真研究各種摺紙技
巧，奮力擲出手中

的紙飛機，或發揮創造力以增加表演可看性。
以9.1秒成績飛最久的水環二梁宇堂表示，首
次參加紙飛機大賽，賽前和同學一同看影片研
究去年得獎者飛遠的訣竅，發現主要在於紙飛
機的機翼要大，以及向上擲出，使飛機旋轉而
下，才能增加紙飛機漂浮在空中的能力。（文
／陳羿郿，攝影／黃國恩）

學藝性社團聯合寒訓 碰撞新思維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健言社於寒
假期間主辦「第6屆學藝性社團聯合幹部訓
練」，共有22個社團、約40位各社團幹部參
與。活動中安排如社團經營、品牌行銷、財務
管理等豐富課程。總召統計四黃柏維表示，各
個學藝性社團像是藝術家，平時默默鑽研學
藝，幹訓促使社團聚集交流，碰撞不同思維。
其中反應最好的課程是活動帶領和團體動力，
有學員回饋反映玩社團從未如此瘋狂！希望大
家能從做中學、學中做，將所學帶回社團。
擊劍校隊赴日劍術交流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擊劍校隊
上月3至7日由擊劍校隊領隊暨副教授陳怡穎帶
領14位學生，赴日本法政大學及早稻田大學進
行劍術交流。西洋劍社社長日文三蔡富綿表
示，此次交流活動可以圓滿達成，除了感謝擊

寒假服務旅程

【記者莊博鈞、周雨
萱、盧逸峰、馬雪芬淡
水、蘭陽校園報導】在冷
冽的寒假期間，本校共31
個寒假服務隊，7百餘人分
別前往臺灣17縣市服務，
甚至漂洋過海至泰國送上
陣陣暖流。
泰國服務學習團再次前
往泰國北部進行華語教
泰國服務隊前進泰北
學，團長化材四黃偉綸
說：「這次依舊以學習華 推廣華語。（圖／蘇奕
睿提供 )
語為主軸，教導漢語拼音
及會話，但這次別出心裁地將剪窗花、中國
結、燈籠等中國傳統元素加進課程中，讓營隊
更加豐富，也因大家的全心全意，讓這旅程有
了重量。」
前往新竹縣尖石鄉鎮西堡服務的「部落服務
隊」，針對當地青年團、孩童、婦女會設計不
同課程學習，並依部落需求協助美化社區環境
牆面，藉塗鴉傳達部落具教育意義與傳統價值
的故事，保存文化之美。更協助整理孩童圖書
空間及新增書籍等服務改善學習環境。團長公
行四曾彥儒分享，「部落一樣享有現代資源，
卻未因社會進步而改變，仍過著傳統特色生
活，堅信自我價值觀，因此深深被吸引與感
動。期望暑假持續下一階段企劃，建置文物空
間、牆面故事以及路標。」
理學院「可見光科學服務隊」赴臺南市六甲
國中服務，主要教授物理、化學等科學知識課
程，先教導電及聲音的相關知識，再讓小朋

LOOK！淡江時報招考文字 攝影記者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
對採訪寫作、新聞攝影有興趣嗎？
淡江時報開始招考文字、攝影記者

止，可至傳播館Q301洽詢，或上淡江時報
網站報名。（網址：
甄試報名表下載
http://tkutimes.tku.
edu.tw/）11日（週三）、
18日（下週三）中午12時
在商管B428教室辦有兩場
說明會，歡迎有興趣同學
前來聆聽。

囉！
凡大一、大二、研一的同學，不限科系，
只要對新聞寫作攝影有興趣，都可加入淡江
時報，讓你透過鏡頭與寫作紀錄校園生活，
累積新聞人實戰經驗。報名自即日起至20日

部落服務隊在寒風中，協助鎮西堡部
落完成社區牆面美化。（攝影／盧逸峰 )

淡江英雄聯盟二連霸 不小心就贏了
隨著21世紀網路發達，電競比賽蔚為
風潮，其中又以《英雄聯盟》（League of
Legends，簡稱LOL）最為熱門。無論你知
不知道LOL，想必你會記得去年春季校際盃
總決賽在本校紹謨體育館舉行的空前盛況；
無論你瞭不瞭解LOL，但都該認識這個為淡
江爭光的名字：「不小心就贏了」！這支代
表淡江的隊伍繼去年6月在春季校際盃掄魁
後，在今年1月內湖電競館的秋季校際盃冠
軍獎臺上，又見他們身影，從大專組逾600
支隊伍中脫穎而出，取得二連霸的佳績。
其實，去年6月奪冠後，第一代「不小心
就贏了」舊有成員一下子畢業4位，面臨重
組，老班底中文四鄭家興與資管二鍾庚釜，
因緣際會下結識統計四張宗鼎、資工四李
志壕、航太四粟思堯及英文二陳聖崴，於
是，第二代的「不小心就贏了」在去年8月
正式成軍。六人實力平均，各司其職，其
中，隊長鄭家興在遊戲中主要擔任支援團隊
(Support)的角色，現實中，具領導風範與責
任感的他也是輔佐隊員的核心人物，李志壕
形容：「他最辛苦的工作，就是最早起來，
賽前打電話叫我們起床，以免有人睡過頭沒
趕上比賽！」
能拿下二連霸佳績，鄭家興歸功於隊員們

人人都有高EQ，臨場反應夠快、夠好更是
致勝關鍵，他說：「我們從不吵架，用理性
溝通，即使隊友偶有失誤也不會責怪彼此，
因為這樣也不會讓戰況變得更好啊！」
雖然隊員們平時也要努力「hold」住課
業，有各自事情要忙，不是常能同時上線
練功，不過，他們仍堅持一週兩天、一次2
到3小時的團練磨合，勤練基本功、培養默
契，更一邊參加另一項4gamers的蕃薯藤校
際盃，以戰養戰來準備秋季盃，最終在這兩
項賽事都迎來冠軍寶座。
談起奪冠路上的波折，李志壕忍俊不禁：
「有場比賽鄭家興得了腸胃炎，我們超剉
的！」即使如今能夠笑看這段插曲，但仍難
掩當時面臨「缺一不可」情形時，心中的焦
急與擔心。而在決賽時，甚至遭遇強敵宜
蘭大學破解戰術，所幸他們不慌不忙，穩
紮穩打地應戰，終抱回20萬的冠軍獎金。
該如何運用這筆錢呢？他們多決定存起
來、拿去繳學費或是房租，「不然就用
來買更好的電競設備！」
回想起在偌大電競館內體驗LIVE直
播的刺激與臨場感，對年紀最輕的隊
員鍾庚釜而言，至今仍是印象最深刻的
一環。粟思堯則有感而發地說，「組隊打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英雄聯盟》，是能夠學習團隊合作的管
道，參加比賽當然就是想要贏，能遇到一群
很棒的隊友，並從中獲得樂趣，是我非常享
受的一段過程。」而他也希望學校未來能對
電競活動多挹注支持，「以後如果能添購讓
我們當面練習的設備就最好不過了！」
問起奪冠後的生活與以前有何不同呢？雖
然六人異口同聲地說，「完全沒有變化！」
但是，能夠做自己喜歡的事，並讓喜歡的事
情變得有價值，「不小心就贏了」，除了贏
得冠軍，更完全值得贏得你我的掌聲。（文
／卓琦，攝影／余浩鉻、吳國禎）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左起為粟思
堯、 李 志 壕、 鄭
家 興、 鍾 庚 釜、
張 宗 鼎、 陳 聖
崴）。

劍隊教練王順民、黃皓志的用心指導及各位
學長姊的努力外，還要特別感謝國際副校長
戴萬欽、體育長蕭淑芬以及體育活動組組長
陳逸政等大力協助，才得以到兩校學習不同
的劍術，比較其訓練方式的差異，目睹他校
擊劍校隊的資源和環境，期待擊劍校隊吸取
經驗，繼續努力，為校爭光！
管樂社團練拚全國賽
【記者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為增進新團員
與舊團員之間感情，提升向心力，管樂社於寒
假舉辦社團寒訓，共50多位團員參與。寒訓主
要練習全國性比賽的曲目，特別的是在團練休
息時間，安排團康遊戲及活動，藉此讓新進團
員能更快融入社團，且培養彼此默契。社長化
學二李佳展表示，寒訓相當有趣且氣氛歡樂，
雖然密集練習相當辛苦，但在寒訓最後一天的
社團出遊，和社員放鬆地玩樂，真的很好玩。
感謝各個團員跟幹部的參與及付出。

滿載而歸

友動手DIY製作「電流急急棒」及「多多笛」
以加深印象；數學「比與比例」、「座標系
統」，「單位的轉換」課程則以營隊包裝的故
事，讓學員遊戲闖關共同解題，發揮分工合作
精神。團長數學三劉家承表示，遠從臺北奔向
臺南服務，帶給他們科學知識，希望能在孩童
心裡留下一點位置。
學務處與新北市校友會合辦「奇幻四年—我
們這一家之橘子的大學夢」，兩天一夜營隊，
吸引新北市淡江高中、竹圍高中等6所高中、
30餘人參與。安排「發現自我價值」、「如何
拿到社團學分」等課程，並設計多元主題活動
帶動團隊合作，傳遞大學教育的價值。活動負
責人經濟二王旻如表示，藉此讓高中生充分了
解淡江特色與環境、時間管理及社團參與的重
要性。淡江高中二年級張文寧表示，從活動中
學習團隊精神，也因在校園舉行對淡江有更深
認識，並對服務員精心準備的表演印象深刻！
蘭陽志工服務隊於1月28及29日舉辦第九屆
兒童英語育樂營，帶領宜蘭縣國小生學習英
文，激發英語學習興趣。除了團康活動，更邀
請幼教業的專業老師教授舞蹈韻律、烹飪課
程，並由語言系大四生以簡潔英文講解「雨的
形成」。活動尾聲安排孩童表演，並邀請家長
觀賞學習成果，促進親子互動。觀光二于可庭
表示，「希望小朋友能感受到我們的用心。」
首次帶營隊的政經一方偉酈表示，「即使準備
期沒日沒夜很辛苦，但聽到小朋友稱讚好玩，
覺得有成就感也很開心。」

羊年開春倡素食

3/12( 四 )
12:00
3/12( 四 )
18:10
3/13( 五 )
12:00

英文系
英文系大三出國留學報名
英文系辦 FL207 3/27 截止
「非知不可的勞動權益」
職輔組
講座 ( 網址 :http://enroll.tku.
網路報名
edu.tw/)
心靈園丁社區兒童心理關懷
諮輔組
志工招募 ( 網址 :http://enroll.
網路報名
tku.edu.tw/)
職輔組
中文履歷健診（網址 :http://
網路報名 enroll.tku.edu.tw/)
研發處
2015 創新創業競賽（網
網路報名 址 :http://enroll.tku.edu.tw/）
「我的職涯在手中」工作坊
職輔組
第 二 場（ 網 址 :http://enroll.
網路報名
tku.edu.tw/）
生命的非定式 , 生命分享 ,
諮輔組
旅 行 夢 想 家（ 網 址 :http://
網路報名
enroll.tku.edu.tw/）
職輔組
模擬求職面試登記
B413 現場登記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帕華洛
驚聲 2 樓川堂 帝傳奇全記錄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蕭邦的
驚聲 2 樓川堂 浪漫：李雲迪（上）
實驗劇團
戲劇季 開幕式
商管大樓前
學生會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
L307
會長，我的錢呢？
星相社
迎新茶會
E307
卡波耶拉社
耶絲！卡波除舊迎新啦！
XB3F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蕭邦的
驚聲 2 樓川堂 浪漫：李雲迪（下）
大傳系
六校聯合回顧影展
O202
創意造型氣球社
迎新說明會
B708
健言社
數字看命運
B713
詞曲創作社 淡江 Live House 詞創獨立音
學生活動中心 樂推廣計畫
吧檯研習社
迎新 the 下學期
SG402
海博館
影片播映─搜尋海底城
海博館四樓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鋼琴女
文錙中心
皇：阿格麗希與她的朋友們
驚聲 2 樓川堂
（上）
職輔組
長榮海運公司徵才說明會
Q409
大傳系
六校聯合回顧影展
O202
職輔組
台北金融大樓 ( 台北 101) 公
Q409
司徵才說明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鋼琴女
文錙中心
皇：阿格麗希與她的朋友們
驚聲 2 樓川堂
（下）

容，但看到學員玩得開心，也就值得了！

由本校教職員佛學社與正智佛學社一同
主辦的「慈悲智慧素食展─素讚素覺開展
心生命」上週於黑天鵝展示廳熱鬧展開。
3日的開幕剪綵儀式，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
煌、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課外活動組組長江夙
冠等師長皆到場支持。何啟東致詞分享，自20
歲起吃素至今，除了常保年輕的體態、正面心
情，「吃素代表的不只是名詞，更是照顧學
生、友愛同仁的生活哲學，能對周遭的人付出
更大關懷，形成淡江中堅的穩定力量。」普學
禪寺見閎法師讚許正智佛學社同學年紀輕即推
廣素食不遺餘力，「利益眾生，讓人敬佩！」
現場舉行佛前供燈祈福儀式，並於4日、5日
中午提供美味素食佳餚供參展人享用，適逢新
春，祈福區擺放「吉羊平安」、「吉羊迎春」
的新年賀卡，前來觀展的英文二池宇澄說：
「平時從系上接觸的多為基督教、天主教，今
天來這裡有拓展不同視野的感覺，很特別！」
（文／卓琦，攝影／王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