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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負責人有話要說

968 期
陸友會溫馨送首屆陸生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
103學年度社團負責人座談會於上
月26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由校長張家宜主持，行政副校長
胡宜仁、相關單位主管及社團負
責人逾150人與會，蘭陽校園同步
視訊。會中首先由張校長
頒發「救國團104
年大專優秀青年
獎」，並由課外
活動輔導組組
長江夙
冠 報

告社團業務。
張校長表示，本校今年邁入社團必修學分
化的第四年，過去4年來社團參與人數蓬勃增
加，因此學校都會聆聽學生需求並進行評估、
改善，希望透過座談會交流更多意見。
各個社團踴躍提問，其中，跆拳道社提出紹
謨紀念體育館B1武術室的空間建議及安全疑
慮，節能組組長姜宜山回應，由於公共安全相
關法規考量，不適合將武術室作永久性隔間。
體育活動組組長陳逸政表示，由於武術室在非
上課時間為開放性空間，故將來皆會安排人員
進行場地巡視及回報，也呼籲同學加以保持環
境整潔並遵守場地使用之規定。
學生議會代理議長公行三張淳甯對
校務會議之推派學生代表提出問題，
並針對學雜費審議小組會議，希望學
種子課輔社社長財金三陳宗佑 校 制 定 相 關 法 規 。 學 務 長 柯 志 恩 表
發言提問有關器材更換效率及品 示，將來會加強聯絡各院推派院內具
質等問題。（攝影／盧逸峰）
代表性之學生代表，並開放更多學生

參與。而學雜費審議相關規定是根據
教育部來函規定進行。
卡波耶拉社、魔術社等社團對於校
內新闢五虎崗活動空間提出標示建
議，德瑞克領隊社亦提出該場地垃圾回收之問
題。總務長羅孝賢表示，將會在校園內地圖增
加標示五虎崗活動空間並設立指示標誌。在垃
圾處理上，因該空間鄰近住宅區，故不考慮增
設回收區域，建議學生能主動將社團垃圾帶至
科學館旁的回收場進行分類。
烏克麗麗社、弦樂社等音樂性社團皆提出希
望能有專屬團練室及表演空間，羅孝賢則建議
多加利用牧羊草坪及藍白小鎮旁之空間作社團
表演，未來會考慮將瀛苑一帶加以修建，提供
更多社團空間。日後守謙國際會議中心之同舟
廣場亦可作表演場地使用。
另外，蘭陽校園搖滾來滾去社、資創系系學
會分別提出隔音及紹謨紀念活動中心舞蹈教室
空氣流通問題，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回應，音

陸生星空音樂節 四年樂章完美落幕
（ 攝影／何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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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6/1( 一 )
8:00
6/1( 一 )
8:00
6/1( 一 )
12:00

北極星服務團 103 學年度社團學習與實作
黑天鵝展示廳 課程成果展開幕
住輔組
松濤館

103 學年度松濤館期末宿舍
活動－熱情粽夏

6/1( 一 )
19:00
6/1( 一 )
19:00
6/2( 二 )
10:30
6/2( 二 )
12:00
6/2( 二 )
19:00
6/2( 二 )
19:00
6/2( 二 )
19:00

北極星服務團
黑天鵝展示廳
雅滬國樂社
文錙音樂廳
動新社
C013
北極星服務團
黑天鵝展示廳
北極星服務團
黑天鵝展示廳
女聯會
文錙音樂廳
新聞研習社
L201

課外星人大會—一場與課外星
人的對話 （第一場次）
星夜琴話 - 國樂社第 49 屆
期末成發

6/3( 三 )
12:00

北極星服務團 「星接軌」系列講座 - 誰說
黑天鵝展示廳 我沒有影響力

6/3( 三 )
18:30
6/3( 三 )
19:00
6/3( 三 )
19:00

城市農夫社
L206
吉他社
I201
北極星服務團
黑天鵝展示廳

戴立綱校園講座

6/1( 一 )
9:00

魔術社魔幻之夜。（攝影／閩家瑋）
魔術社魔幻之夜
魔術社上月27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魔幻之夜」成發，特別結合公益憑3張當月
發票即可入場，約30人參加。帶來環魔術、舞
碟、撲克牌魔術等表演，配合音樂、燈光效果
的演出，令觀眾掌聲不斷。（文／孫于翔）

淡江花月夜音樂會
攝影與雜誌編輯

內城國小食農教育分享講座
吉他社學員成果發表

西洋音樂社
西音社期末成發 我已經被 _ 了
覺軒花園
圖書館
圖書館開放索取淘汰期刊
圖書館總館 2 樓
海事博物館 影片欣賞 - 海洋漫遊 /
海博館 4 樓 OceanWorld- 世界海洋日活動
北極星服務團 「星接軌」系列講座 - 潮流
黑天鵝展示廳 我說了算
學生會
世界最棒工作的女孩謝昕璇
B712
的 C 式人生
鋼琴社
鋼琴社 51 屆下學期期末音樂會
文錙音樂廳
音樂文化社
「戀音」 音樂文化社期末發表
覺軒花園
航太系
2015 民航學程說明會
E787
文錙中心 文錙盃學生 e 筆書法比賽頒獎
文錙中心展覽廳 典禮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管樂團「祈」巡迴音樂會
管樂團上月28日晚間於學生活動
中心舉行「祈-2015年度巡迴音樂
會」，吸引近百位同學到場觀看，
擠滿學生活動中心。共演奏「曼哈
頓」、「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等8首東西方曲子。（文／王子承）

「星接軌」系列講座 - 用文
化讓世界說台灣話
課外星人大會—一場與課外
星人的對話 ( 第二場次 )

課外星人大會—一場與課外
星人的對話 ( 第三場次 )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文苑、建軒宿舍
自治聯誼會
蚤來蚤趣
阿力哥便利商店前

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進會技術委員
蔡德敦（左）蒞校指導女子防身術。（攝影／
廖子涵）

蔡德敦授女子防身術

【記者李宜汀淡水校園報導】生輔組於上
月27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1樓舉辦「女子防身
術」課程，邀請中華民國合氣道推廣訓練協
進會技術委員蔡德敦教學，吸引近30位教職
員生參加。
課程中，蔡德敦與生輔組組長葉與駿教導
如何防範歹徒，並親自示範簡易防身術。活
動承辦人少校教官周之興表示：「希望藉此
提高參加者的自衛能力，達到維護校園安全
的目的。」資圖三何天宇分享：「授課老師
耐心仔細的親身教學讓我獲益良多，希望以
後也能多多舉辦此類有意義的活動。」

～
鯖
蚊
小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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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錄取臺灣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等校研
究所，許多同學也錄取國外知名大學如：澳洲
昆士蘭大學、雪梨大學、美國范德堡大學等。
資工四何佳捷表示：「在淡江四年深感校園
交通機能便利，也常使用圖書館資源學習。除
了課業，參加各種社團活動、體育比賽、實踐
項目，尤其是本校與北京清華大學合作之「中
美大學生暑期教育扶貧社會實踐活動」收穫頗
豐。畢業之後將繼續留在臺灣，攻讀臺大電機
所。」

大家，相較於以往以社團表演居多，今年邀
請校內獨立音樂表演者演出，希望更多人共
襄盛舉。」
資傳二張恩婧開心表示：「下課時經過福
園或藍白小鎮，被酷炫表演吸引而停下腳
步，看到不同的音樂性社團合作演出，十分
新鮮，也感受到音樂的多元面貌。」（文／
李昱萱、攝影／黃國恩）

聆韻口琴社「音樂雜貨鋪」音樂會
聆韻口琴社於上月23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第
42屆成果發表會「音樂雜貨鋪」，用悠揚琴聲
渲染淡江夜晚。主題以什麼都賣的雜貨舖代表
音樂多元性，多首曲目以口琴搭配吉他、鋼
琴、錫口笛等方式演出。（文／陳安家）
BeatBox 社 Hip-Hop Skool 卡司堅強
Beatbox社成果發表「Hip-Hop Skool」，於
上月25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熱烈舉行，吸引逾兩
百人共襄盛舉，由極限舞蹈社開場獻舞，活動
分Beatbox、DJ、饒舌3組輪流獻藝，另外邀請
到老莫、BP、SLB、E-turn、雞腿飯、無局少
年、勾引娛樂等堅強卡司。（文／陳照宇）
熱舞社第十九屆成發 百人秀舞藝
上月24日熱舞社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辦第十九
屆成果展以「電視節目」為主題，由18組、近
百位校內及輔仁大學、臺北醫學大學等舞者輪
番表演，帶來「西城少年」、「灌籃高手」等
舞蹈，湧入約6百人參與盛宴。（文／杜歡）
5社團成發活動更多內容，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http://tkutimes.tku.edu.tw/）

管樂團「祈」巡迴音樂會。（攝影／林俊廷）

聆韻口琴社「音樂雜貨鋪」
音樂會。（攝影／閩家瑋）

熱舞社第十九屆成發。（攝影／吳國禎）

角落淡江攝影展吸
引同學駐足欣賞。
（攝影／吳重毅）
觀展的大傳二黃雪婷說：「展覽中『白晝之
外』系列作品讓我感受到作品表達出的張力，
感到印象最深刻。」

PeterSu 談逐夢人生 3 百人朝聖
「夢想這條路踏上了，跪著也要走完！」
上月27日，英語會話社邀請知名作家Peter Su
（蘇世豪）蒞校演講，分享自身追逐夢想的人
生歷程，吸引近3百人湧進B713教室。
Peter Su幽默地開場表示：「不要叫我老
師，將這場演講想像成和朋友聊天，只是這個
朋友不讓你回話。」他分享19歲開始當起背包
客出國旅行的原因在於「有些事情現在不做，
就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做。」Peter Su說：「旅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劍道大專盃邀請賽
勇奪４亞軍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上月23
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主辦「第30屆全國大專盃
劍道邀請賽」，劍道隊在47組參賽隊伍中，一
舉拿下男、女子團體得分賽、男、女子團體過
關賽4項亞軍殊榮，當天體育事務處活動組組
長陳逸政也到場支持。
劍道社社長土木三鄭伊廷表示，這次雖獲得
4項亞軍，但以些微之差落敗感到遺憾。平時
社員除社課訓練外，更要配合劍道隊練習，運
動量很大，體能負擔較重，同時兼顧課業，更
是一大挑戰。特別感謝學長姐回社指導。將從
此次比賽過程中反思不足之處，下次比賽繼續
努力獲得更好成績。

服務學習落實社會關懷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為促進本校服
務學習深入淡水社區，中文一B「校園與社區
服務學習」課程，上月23日邀請淡江教會課輔
學生及竹圍小太陽弱勢兒童逾50人蒞校參與。
學務處社團輔導與服務學習輔導人員李庭瑜
表示：「近兩年服務學習課程擴大範圍，今年
特別邀請兩團體參加，並依以往經驗適切調適
服務人員配置，希望藉此活動讓服務者與被服
務者皆獲得滿滿收穫。」
當日活動有破冰大地遊戲、定向越野，並由
童軍團協助進行攀樹活動，活動中小朋友玩得
不亦樂乎，互動良好。服務員中文一林建瑋
說：「擔任隊輔的服務經驗很新鮮，從緊張生
澀到後來與小朋友打成一片，看到他們藉遊戲
學習相互合作，對我來說別具意義。」

林火旺談思考辯證

角落淡江攝影展 發掘校園新視角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仔細觀察校
園，按下永恆轉瞬的快門！本報攝影記者即
日起至13日，於傳播館3樓走廊舉辦「角落淡
江－觀景窗走廊攝影展」。參展的8位攝影記
者分別以「入夜以後」、「靜」、「淡江阿
姨」等主題，發掘校園內較不被注意的有趣故
事及動人畫面，別具觀點的相片吸引不少同學
駐足觀賞。
策展總召中文四余浩鉻表示：「展覽經過1
學期的籌備，從主題到最後相片的位置安排都
經過仔細規劃，盼透過這次展覽，提供記者表
達個人攝影觀點的空間，也為自己在淡江最後
這段時間，留下美好回憶。」

樂性社團團練室隔音改善部分，將依據建築消
防法規等因素進行研議並評估可行性措施。

行就像是人生的縮影，一個人旅行能有更多時
間和自己獨處。」此外，他更到清邁擔任義
工，希望在能力範圍內幫助別人。Peter Su鼓
勵同學，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夢想是自己的
事與他人無關，而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快
樂」。
常瀏覽Peter Su文章的國企二郭軒軒表示，
聽完演講讓自己對於未來多了點勇氣，相當激
勵人心。（文／陳羿郿、攝影／朱蔚雅）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很多人常問我讀哲學
能做什麼，我也總是反
問，那你活著能做什
麼？」上月27日，學
生會邀請臺大哲學系
教授林火旺，以「哲
學與邏輯思考」為題演
講，層層提問、深入探討
思考辯證的內容，吸引近百位同學到場聆聽。
林火旺表示，學習哲學不僅培養人成為一個
反省的生命，更能懂得思考。尤其在自由民主
社會，思考清晰的能力是從事任何工作的資
產，因此大家皆應接觸哲學。而這當中「思考
辯證」相當重要，人們常被過去累積的感官經
驗、似是而非的邏輯誤導，容易陷入不明就裡
的窠臼當中。唯有透過嚴謹的邏輯思辯過程，
多方思考，才能找到自己看事情的視角，對人
生許多價值性命題也將會有較正向的答案。公
行三張心龍說：「老師談論的哲學主題相當特
別，且內容不會過於艱澀，能為我帶來思考，
感到獲益良多。」（文、攝影／蔡晉宇）

學藝週12社團環遊五大洲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由天文社、
英語會話社、日本文化研究社等12個學藝性社
團共同舉辦的「學藝週」上週於海報街圓滿落
幕。活動以「環遊世界」為主題，除各社團擺
攤展現社團特色外，同時邀請校內外技藝和文
創店家擺設創意市集，吸引同學駐足參加。
各社團選擇一個國家，輪流設攤展現其特
色，蒐集各社團印章可換精美紀念品。國防研
究社呈現美國，除展示槍械用品外，更在牧羊
草坪設立靶場供學生練習打靶；日本文化研究
社將日本文化搬進海報街，不僅有浴衣體驗、
抹茶DIY，更販售手工製作的和風配飾；愛威
頓實驗室象徵紐西蘭，現場讓參加者動手操作
小型實驗；英語會話社搭配巴西國旗反映巴西
人文風情。企管三張嘉筠表示，此活動展現社
團特色，且創意市集的手工飾品非常吸引人。

本週我最

靚

中文四余浩鉻、法文四鄭
文媛表示，大學四年時間
轉眼過去，畢業考一定要
喔！
All pass

生活不就是這樣！音樂文化社上月27、28
日於福園及藍白小鎮前舉辦第三屆「小蚊鯖
生活節」，邀請吉他社、詞曲創作社等社團
輪番上陣進行17場表演，多元曲風及表演類
型讓同學一飽耳福，此外，也邀請攝影社提
供日常生活照片布置活動現場，氣氛愜意。
社長日文四林佩縈說：「活動源自『簡單
生活節』概念，以音樂結合生活方式更貼近

片，加上串場的爆笑遊戲，場內笑聲不斷，氣
氛熱絡。值得一提的是以英文四王茜為原型錄
製的情景短劇，紀錄一位陸生從大一新鮮人到
大四畢業生或歡笑或坎坷的心路歷程，掀起活
動高潮。
考上本校大傳系碩士班的大傳四羅靚表示：
「學弟妹很用心準備，無論是歌舞節目還是最
後的蛋糕都安排地很好。尤其是送給每位畢業
生留言板，一字一句都讓我非常感動。」
此外，據境輔組資料顯示本校有11位陸生分

５社團成發獻藝～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教育學院
「雙簧管與鋼琴之夜」音樂
通核中心
會索票
I805
「工程進度管控與爭議之鑑
工程法律中心 定」課程報名 ( 網址：http：
網路報名 //goo.gl/94UChJ) 報名至週一
中午 12：00

6/1( 一 )
18:30

6/3( 三 )
19:00
6/4( 四 )
8:20
6/4( 四 )
10:10
6/4( 四 )
12:00
6/4( 四 )
18:30
6/4( 四 )
18:45
6/4( 四 )
19:00
6/5( 五 )
12:00
6/5( 五 )
12:20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
陸友會於上月26日在覺軒花園
舉辦「星空－畢業季草地音樂
節」，30餘位學弟妹歡送近40位
應屆畢業陸生。音樂節分為「大
一初識新鮮」、「大二相知瘋
狂」、「大三沉澱糾結」、「大
四告別暢想」4個樂章，每個樂章
都有精彩的歌舞以及樂器演奏，
更有學弟妹提前錄製的打氣影

校長張家宜主持「103學年度社團負責人座
談會」傾聽學聲。（攝影／盧逸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