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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淡大音樂節
11 日海報街熱鬧傳情

防護團成員學
習CPR。（攝影／
廖子涵）

模擬災後，師長協助學生包紮
情境。（攝影／姜智越）

防護團成員進行濃煙體驗。（攝
影／廖子涵）

師生動起來防災總演練

965 期
勇闖防災８關卡

【記者秦宛萱、姜智越淡水校
園報導】為加強本校防護團與全
體師生對於複合型災害之認識與
防範，於7日在文錙音樂廳、覺生
紀念圖書館前廣場及書卷廣場等
周邊區域舉辦「104年度防護團常
年演練、防災逃生演練」，並於
紹謨紀念體育館進行防災演練。
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致詞表示，
近日女宿前樹木倒塌事件，特別
感謝學務處與總務處同仁專業妥

善處理，並呼籲大家經過時小心注意。藉此強
調防護團成立之必要性，可更有效率因應突發
性災難發生。
「民防法暨災害防救應變作為」講座特別邀
請前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分隊長林金宏，以新聞
事件為實例，舉出滅火器的錯誤使用方式，並
提供發生火災時應有的觀念，如：發生火災
時，應僅可能向下逃生，而非往上逃。此外，
火災發生時第一時間不需拘泥於將毛巾沾濕而
喪失寶貴的逃生時間。
另外，在書卷廣場周邊設有「溺水勇者」與

「走出迷魂震」等8道關卡，讓師生闖關體驗
濃煙、防震、溺水應變、瓦斯使用安全等項
目。圖書館組員鄭琚媛表示，講座令人受益良
多，矯正許多錯誤觀念，尤其講者透過影片方
式來宣導十分有趣。
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的「防災逃生演
練」，更是全員動起來！期間模擬3種狀況：
發生火警，迅速疏散全館師生至戶外避難；搶
救受困於電梯人員；最後為急救被重物壓傷的
同學且用擔架抬離現場。

小蘋果歌舞祈福淡江平安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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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淡江大學歐盟企業社會
責任論壇，Forum I 企業文化
與永續經營 ( 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2015 淡江大學歐盟企業社會
責 任 論 壇，Forum II 企 業 文
化與永續經營 ( 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2015 淡江大學歐盟企業社會
責 任 論 壇，Forum III 食 品 安
全與永續經營 ( 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教科人，來聽學長姐怎麼
說！（網址：http://ppt.cc/sXPVw）
守護愛的不二法門參訪活動
( 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性不性由你」愛情團體活
動（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RUNNING HUNTER- 奔跑
吧 ! 獵人」校園影展（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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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輔組
公司徵才說明會 -- 民航局
網路報名
職輔組
國際商務餐宴禮儀實務
網路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員福會
北投禪風文化漫步
A102 報名
日本文化研究社 和風典雅髮飾 DIY（網址：
網路報名 http://ppt.cc/yYvbf）
資圖系
淡水維基館 Wiki 寫作工作坊
網路報名 （網址：http://goo.gl/EtxP8s）
圖書館
向德國音樂大師巴哈致敬
5F 非書資料室
圖書館
上林文化事業德國議題相關圖
總館 2F 入口處 書展
微光現代詩社 微光詩歌節 :「您好，親愛的
文學館 2 樓穿堂 陌生人」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魏龍豪
驚聲 2 樓川堂 吳兆南說相聲 -1
體育處
103 學年度院際盃籃球賽開
體育館 7 樓 幕典禮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魏龍豪
驚聲 2 樓川堂 吳兆南說相聲 -2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坊 ~「等一人簡
I304
報 : 你值得期待」
文錙中心 「奇幻異色 - 克里姆特與新藝
文錙中心展覽廳 術特展」開幕式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蔣先生
驚聲 2 樓川堂 你幹什麼 ?
海博館
影片欣賞 - 重返俾斯麥戰艦
海博館 4F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坊 ~「法國人想
I304
什麼 ?」-- 法國文化入門

5/14( 四 )
12:00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宋百百
驚聲 2 樓川堂 的演藝人生

5/15( 五 )
12:00
5/16( 六 )
10:00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這一夜，
驚聲 2 樓川堂 Women 說相聲
文錙中心
「艦艇驚艷」親子彩繪活動
海博館

維護無菸校園 蘭陽接受檢舉

【記者馬雪芬、李昱萱蘭陽、淡水校園報
導】針對蘭陽校園男生宿舍內學生吸菸情況，
及全校二、三年級及研究所代表座談會中，資
創系提出於校園及宿舍內加設吸菸區之建議，
蘭陽校園主任室回復，「本校為無菸校園，應
對違規吸菸事件採取有效管制及防制措施，加
強設置禁菸標示、衛生教育宣導、環境清潔及
增加校園安全巡邏稽查頻率，期使同學共同體

本週我最 靚

保險三陳心彤，林芊妤
說：梅雨季要來了，上課記
得帶傘喔！

認菸害防制之重要性，營造健康生活環境。」
同時，為加強菸害防制作為，「請同學共同
檢舉，自即日起，情節嚴重者將函報衛生單位
裁處。請共同遵守相關規範。」
蘭陽校園中校教官李國基表示：「蘭陽校園
未來沒有設置吸菸區計畫，呼籲吸菸的同學們
養成自制的習慣。」政經一薛蓉表示，「學校
既然是無菸校園，就不應有吸菸的情形，但有

菸癮的學生和教職員有他們的權益，因此學校
除應嚴格加強管制外，也應做好配套措施。」
為落實無菸校園，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執行秘書曾瑞光說明，「校內教官在淡水校園
每天三班進行不定時巡查，夜間另有環安中心
巡查。若發現校內菸害情事，將處罰行為人申
誡一支、或勞動服務6小時，請同學共同維護
公共衛生，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

學務會議 將密切重視學生輔導需求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103學年度第
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6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由學務長柯志恩主持，行政副校長胡宜仁
列席指導，現場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胡宜仁表示，近日校園發生樹木倒塌事件，
除請總務處盡快處理其他有安全疑慮的樹木
外，也藉此事件全面檢視校園安全，包括許多
老舊建築的檢查維修等都是接下來的工作重
點。
會中，柯志恩表示：「近來高雄醫學大學、
政治大學發生非意外死亡案件，據調查顯示此
類案件較高比例為大五、碩三、博五等學生，
未來本校將擬密切注意上述學生的輔導需求並
訂定因應措施。」
臨時動議中，學生代表土木四徐任筌與企管

上屆得主讚聲金韶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5/11( 一 )
觀光系
關懷滿寨 - 愛很柬單
12:00
建軒一館前平台
5/14( 四 )
淡蘭彩虹船 pinkdot 擁 抱 粉 紅 -- 反 恐
8:00
校園內
同日推廣
蘭陽校園主任室
5/14( 四 )
謨活動中心 1 樓 關劍時刻 一觸擊發
19:00
舞蹈教室

師生7日在書卷廣場大跳「小蘋
果」；開幕式由學務長柯志恩戳破「大
蘋果」。（攝影／張令宜）

▲

活動看板

行動」等多個遊戲
攤位，傳播珍愛生
命、防毒拒毒、知
毒反毒、關懷協助
等重要校園安全理
念。
中文一馬詩媛表
示，「透過遊戲可
以讓大家更認識毒
品，使反毒宣導有
更大的效果。」

▲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
7日，生活輔導組在書卷廣場舉
辦「健康校園有活力，平安樂活
NO.1」校園安全系列宣導活動，
由管樂社演奏「小蘋果」熱鬧開
場。數學系學生更大跳「小蘋
果」舞蹈，展現青春活力，軍訓
（ 攝影／廖子涵）
室主任陳國樑等多位教官也不遑
多讓，上臺一同獻藝，現場氣氛
活絡。由學務長柯志恩代表戳破象徵平安的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大蘋果」氣球，多顆愛心氣球冉冉升空，並
淡水校園
致詞祝福淡江師生「平安」圓滿。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現場擺設「反毒拳擊手」、「反轉毒害日

三謝易宏針對「社團學分必修化」提出是否政
策流於形式、建議改成選修等問題。對此柯志
恩回應，此政策旨在於培養學生軟實力，在既
定政策框架下，提供更完善執行方式，例如：
新增自主團隊認證方式，並舉辦講座說明如何
輕鬆完成認證等。
徐任筌另外針對同學相當關注的104學年度
第一學期期末考時間，是否會與明年總統大選
時間重疊？教務長鄭東文說明，因應明年1月
16日（六）總統大選，擬將調整期末考時程。
將提案至6月5日校務會議中討論，通過後正式
實施。

學生代表土木四徐任筌在會中踴躍發言。
（攝影／黃國恩）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淡海同舟校友
會與學生會於6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職
涯規劃座談會」，吸引近80位學生前來聆聽，
不僅有4位淡海同舟校友的工作經驗分享，會
後更有眾多同學留下與學長姐請教生涯規劃等
問題，場面熱絡。
會中，首先由土木系校友、夢工場國際室內
裝修設計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漢仲分享個人創業
經歷，他強調「景氣沒有好壞，只有競爭力夠
不夠。」要提高競爭力就要依靠「轉型」，並
加強自我有「被利用的價值」。航空系（現為

航太系）系友、老虎牙子總經理林志隆則認為
「服務業將是未來的產業趨勢。」建議同學要
有冒險精神，多接觸不同事物。航太系校友、
日本航空公司臺灣分公司旅客業務部副理王富
民，及西語系校友、宏泰人壽客服中心襄理許
涵棣皆強調「人際溝通」的重要性。
4位講者雖分享不同主題，都特別強調「人
脈」的重要，盼同學利用大學時期更廣泛認識
不同的人。教科三黃雨柔表示，學習到學長姐
的寶貴經驗，尤其態度是影響未來人生的重要
關鍵，也期望自己能好好把握機會。」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11日（週一）
起將舉行為期一週的「第一屆淡大音樂節」，
由詞曲創作社、烏克麗麗社等14個音樂性社
團，帶來滿滿的音樂饗宴。
活動概念發想人，詞曲創作社社長產經三徐
振宗表示：「即使有著不同文化的樂器和表演
形式，但本質上都是在享受音樂。本著音樂一
家的信念，提出計畫，進行社團交流，最後誕
生出此活動。」
活動內容，白天在海報街舉行「音樂傳情」
活動，同學可選擇社團聯合演奏象徵5種感受
的經典歌曲，並錄製想送出的話語，以仿黑
膠CD風格燒錄，將情感傳達出去。另外13日
（週三）上午10時，在福園舉行「下課十分
鐘」快閃表演，晚上則安排不同型態的音樂活
動，（如下表）。徐振宗表示：「活動期間拍
照在臉書打卡分享，可參加抽獎，最大獎為價
值3萬元電吉他，還有其他多項好禮，歡迎大
家踴躍參加。」

淡大音樂節活動一覽表
日期 / 時間

地點

活動名稱

5/11( 一 )
19:00
5/12( 二 )
19:00
5/13( 三 )
19:00
5/14( 四 )
19:00
5/15( 五 )
17:30

覺軒花園

開幕音樂會

社辦廣場
一樓

古典之夜

學生活動中心

Live House

學生活動中心

搖滾之夜

學生活動中心

金韶獎 - 創作暨
歌唱大賽決賽

（資料來源／淡大音樂節）

12日校內傳染～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第
二十九屆畢展「傳染」校外展，上週五起一
連3天於松山文創園區2號倉庫展開，展場劃分
動、靜態展演，透過影片、導覽解說與小遊戲
傳達各組理念，9日開幕有打卡送限量甜甜圈
活動，吸引民眾參觀。為宣傳畢展，2日中午
在臺北信義區新光三越附近快閃宣傳，有廠商
提供運動毛巾，引來路過民眾圍觀與鼓勵！12
日（週二）則回到黑天鵝展示廳、文錙音樂廳
展示成果，有問卷及打卡抽獎活動。
本次主題為「從心傳染，開始改變」分影音
組、行銷組及專題組，共11項主題，希望藉由
作品觀點，喚起大眾對社會議題的關心。「影
音組」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強調社會的責任與
反思。「行銷組」則透過產學合作，為品牌進
行跨媒體行銷活動。「專題組」透過不同媒材
探討社會議題，並進行深入報導。畢展總召大
傳四趙巧婷表示，「許多人聽見『傳染』都對
它有負面的刻板印象。因此，我們希望能夠顛
覆傳統、傳染正面力量！」

大傳系第二十九屆畢展「傳染」2日中午在
臺北信義區新光三越附近快閃宣傳。（圖／
大傳系提供）

4 同舟校友與學弟妹有約

老虎牙子總經理林志隆（左）與夢工場
國際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總經理劉漢仲
（右）等校友分享職涯經驗。（攝影／閩家
瑋）

社團溫馨歡慶 Mother'sDay
第二十七屆淡江金韶獎6日在覺軒花園舉辦
「金韶晚會x夏夜晚韶」，邀請第二十六屆淡
江金韶獎創作組、獨唱組及重唱組得主登臺演
出，為15日即將到來的金韶決賽助陣宣傳，近
150人一同欣賞這場音樂饗宴。
開場由創作組第二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薛榮
漢及他的樂團「香菇哈姆一家欽」帶來「手指
頭歌手」等6首創作曲。接著是獨唱組冠軍國
立臺灣大學游景棠與他的樂團「木眼鏡」深情
演唱「錯過」、「孤島」等4首抒情歌曲。壓
軸則是重唱組冠軍，由本校吉他社成員水環四
林峻葳等4人組成的「Men in Black」除了獻唱
「天文特徵」等4首動聽歌曲，也帶觀眾重新
回味去年得獎歌曲「真愛等一下」，精彩的表
演，讓臺下觀眾直呼好好聽！
曾為吉他社社員法文四顏妙蓁表示，很開心
見到老朋友，聆賞多首好聽歌曲，尤其吉他社
教唱曲「相遇」勾起過去在社內練唱的回憶。
（文／陳羿郿、攝影／吳重毅）

人的對話雖然略有保留，但依舊掩藏不住對於
家人那濃濃的思念與親密。

福智青年社 免費寄卡好貼心

學生參加「真情告白－品德教育活動」打
電話給母親傳思念之情。（攝影／張令宜）

住輔組孝親活動 電話傳思念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在母親節前
夕，住宿輔導組與中華電信合作，於松濤二館
大門旁的多功能室舉辦行之多年的「真情告白
品德教育孝親活動」。本次活動大多數參與者
為外籍生，為發揚中華傳統文化－孝親之舉，
主辦單位更另外提供可免費撥打越洋電話，及
免費使用三日網路之晶片給予外籍生使用。活
動進行中，門口懸掛布條更吸引路過本地生共
襄盛舉。中華電信承辦人員表示，本地生與家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記者王子承淡水校園報導】福智青年社
上週在圖側舉辦「卡片傳恩情」活動，現場提
供免費卡片，開放全校學生自由填寫給想感恩
的對象，並由該社免費寄出，最特別的是，活
動未限制寄送地點，全球皆可送達。
社長土木三楊崇煒說：「活動適逢母親節，
藉由舉辦卡片傳恩情活動，將感謝的心情傳遞
出去，進而讓全校師生都能沉浸於感恩的氣氛
中。」會計一陳爾鈺、陳欣表示：「透過參加
這個有意義的活動，傳達感謝予自己親近的
人，而且免費寄送，感到非常貼心。」

建軒宿治會 拍立得傳情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是不是正煩惱
沒有時間陪媽媽過母親節，或是想要給媽媽一
個驚喜呢？蘭陽校園的同學們皆須住校，少有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機會陪伴母親，因此建軒宿舍自治聯誼會於4
日至7日在建軒一館前平臺舉辦「媽媽咪啊—
拍出真情」自費活動，協助住校生傳達對母親
的愛。
自治聯誼會以拍立得為同學拍一張相片，加
上一張溫馨的卡片，並在母親節那天寄到同學
們家，建軒宿舍自治聯誼會會長資創二蔣宣成
表示：「為響應母親節，我們想幫住宿生傳達
他們對媽媽的愛！」政經一劉家伶表示：「這
個活動很有意義，能夠幫助我們在重要節日表
達對母親的孝心及感恩。」

插花社 獻康乃馨傳心意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為響應母親節
活動，插花社於上週準備康乃馨花束以及特色
花卡在海報街舉辦「一日花店」。
插花社社長會計三陳小萱表示，花卡希望傳
達給大家正面的想法，並祝大家都有個愉快的
母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