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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社團接力 動感舞出夜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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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由社團之夜 3 位 起現場的一波高潮。
最後，活動以熱門舞蹈社精彩絕倫的舞蹈表
主持人的歌舞表演揭開
序幕，帶動全場氣氛。 演畫上完美句號。經濟一何汶說：「新竹苗栗
淡海同舟服務員透過整 聯合校友會跟國際標準舞研習社的表演十分專
齊的動作及舞蹈，向各 業！令我耳目一新。」
社團展現「竭盡所能，
締 造 遠 景 」 宗 旨。 競
技啦啦隊作為第一支
表 演 的 隊 伍， 用 高 難
熱舞社火力全開，全場齊熱舞。（攝影／吳國禎）
度的動作吸引全場目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社團熱
光；西洋音樂社則以高亢嗓音震懾全場；弦
情 High 翻學生活動中心！由課外組主辦
樂社和聆韻口琴社演奏風格迥異的卡農來展
的社團招生博覽會「我的社團時代」於
示社團的音樂特色；吉他社幹部亦不甘示弱
14 日晚間盛大舉行社團之夜，共有 20 個
地以大合唱社歌來打動觀眾；魔術社的幹部
學生社團接力演出。現場座無虛席，逾千
身穿黑色西裝，以巨型撲克牌表演的魔術，
逾千位學生，力捧社團之夜，場面震撼。（攝
位新生熱情洋溢，更有許多觀眾站著，人山
使新生為之驚嘆；二齊校友會秀出獨一無二
影／閩家瑋）
人海的場面令人震撼。
的螢光舞，令觀眾高舉螢光棒以示支持，掀

詞創社勁歌
高 人 氣， 同 學
搶 握 手。（ 攝
影／閩家瑋）

學生會：需要你參與救援 「我的社團年代」招生出奇招 共乘 app 創業奪商機

（ 攝影／盧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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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9/21( 一 )
8:00

主辦 / 地點
資管系
網路報名

9/21( 一 )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9/21(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9/21(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9/21(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9/21( 一 )
8:00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9/21( 一 )
8:00
9/21( 一 )
8:00
9/22( 二 )
12:10

女聯會
S301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國際研究學院
驚聲國際會議

活動名稱
【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
課程與實習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tlmx20150911）
心靈園丁關懷兒童志工招
募（http://goo.gl/forms/
EfueJFiPx0）
【CPAS 職涯適性診斷】暨【一
對一職涯諮詢】 二合一就業方
向探索工作坊（http://enroll.tku.
edu.tw/index.aspx）
ACA 國際認證：Photoshop 影像
處理認證研習（http://enroll.tku.
edu.tw/）
ACA 國際認證：InDesign 編
排設計與數位排版認證研習
（http://enroll.tku.edu.tw/）
104（1）大學部基礎科目 1-3 人
個別輔導（http://enroll.tku.edu.
tw/）
「舞動生活 ‧ 感動人生」運動
班活動報名，9/24 截止
英語授課教師系列研習（http://
enroll.tku.edu.tw/index.aspx）
學分學程聯合說明會

學生會長學生議員在做什麼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自己的學生會會
長自己選，自己的學院議員自己挺！」學生會
選舉委員會於 16、17 日在淡水校園及蘭陽校
園首次舉辦「正副會長、議員參選說明會」，
淡水校園場吸引 60 位同學參與。
選委會主委歷史四吳承翰表示：「我們希望
藉由舉辦說明會，讓同學能更積極地參與校園
公共事務，了解學生會及學生議會、議員平常
都在做些什麼。」
參選說明會均邀請土木系徐任筌分享自身經
歷，他曾擔任 102、103 學年校務會議學生代
表、也是第 19 屆學生會權益部部長，徐任筌
說：「學生對於自身權益若無意識，那就等同
不存在！」不論是會長、副會長、議員皆是代
表學生與學校溝通，去爭取學生權益，搭建起
學生和學校之間的橋梁。會中，他也詳述學生
會的組織架構，學生會下設行政中心、學生議
會、學生評議會，綜理學生事務，增進學生福
利及反映學生意見。企管四廖乙璇表示：「聽
了任筌的分享，我覺得學生會與學生息息相
關，也覺得自己是有能力去服務同學的。」

歐研所教授陳麗娟

歐研所教授陳麗娟
秀出平板電腦中與翁
浩原在英國相聚的照
片。（攝影／林俊廷）
在歐研所所長辦公室門外就可聽見裡頭傳
來熱烈的討論聲，一推開門，具有法律背景
的陳麗娟所長，散發著一絲不苟的嚴肅感。
「訪問要拍照啊？」她突然對鏡頭擺出 YA
的姿勢，瞬間讓嚴肅的氣氛一掃而空，讓人
倍感親切。
由於高中恩師的影響，陳麗娟堅信，「好
的老師會改變人的一生」，更相信教師的影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
「同學看過來！快來玩遊戲拿獎
品！」上週的海報街因社團博覽會
而熱鬧喧騰，各社團皆全力攬客，
宣傳各自特色，如學生會便舉辦了
「線時救援」活動，吸睛又刺激！
學生會成員公行四黃順隆表示，
此活動為推廣學生自治組織，盼藉
由遊戲的過程認識學生會，並傳
達即將到來的選舉訊息。他說明，
「本校之前很少出現如此具張力的
活動，希望藉由其吸引力來增進宣
傳效果！」遊戲考驗著參加者的空
間感與勇氣！不過， 無論輸贏與

否，遊戲現場仍充滿了歡愉的笑聲，進而與學
生會人員有了互動，也達到宣傳效果。
企管一李容表示，這遊戲讓人很「high」，
在活動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學生會成員的親切與

熱情！
在海報街有許多同學也感受到淡江時報社記
者的熱情，記者們手拿手板海報與報紙，積極
向新生宣傳下載「淡江 i 生活」app，滑滑手機，
即可閱讀每週最新出刊的淡江時報。當場下載
app 的同學，即贈送 1 支原子筆，共計送出近
500 支筆。

淡江時報記者宣傳從「淡江 i 生活」閱讀淡
江時報。（攝影／林俊廷）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在烈日炎炎的
7 月，淡水街頭開始看見身穿「LetsRide 機車
共乘 app」字樣Ｔ恤的機車騎士，穿梭街頭。
這個機車共乘 app 是由本校學生協助營運、推
廣，吸引不少本校學生使用。
擔任營運長的創聯會會長、資管四潘柏均分
享，「淡水地區地形、交通皆不便於學生上課，
因此希望以經濟實惠的方式讓每個人快速抵達
目的地。」曾使用過 LetsRide 的中文二黃姿瀠
指出，「從學校到淡水捷運站只要 40 元，比
公車迅速，更比計程車便宜 2 至 3 倍，我覺得
很划算。」
針對安全疑慮的部分，潘柏均指出，「已和
保險公司接洽中，目前乘客可以透過 app 參考
車手評價，團隊內部在面試車手時也會做篩
選，假使車禍意外不幸發生，也會協助乘客賠
償。」他補充，「很多東西才剛起步，未來會
努力做得更加完善。」

校友肯定榮譽學程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教務處 17 日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4 學年度榮譽學程
修讀說明會」，近 70 位學生出席。會中說明
榮譽學程申請、課程及選課方式、學分認定等
項目，與會學生亦踴躍提問。資工一蕭楷儒說：
「在聽說明會之前有先了解課程內容，聽了說
明會後會想親自去修課參與課程內容。」教務
長鄭東文鼓勵符合資格學生參加，「本校已有
2 位榮譽學程的學生提前畢業，希望大家都能
藉由榮譽學程的課程，為自己加值。」
已提前畢業的校友為管科系許祐華、機電系
陳慧珊，兩人均以 3 年時間完成學業，他們都
大力肯定小班制教學、量身打造的課程設計。
陳慧姍強調，這樣的方式可與教師多互動並增
進學習力；許祐華則說：「老師常會在課堂上
讓我們上臺簡報發揮，對表達能力和創意激發
都有很大進步。」

教室代碼霧煞煞

校園的建築均有代碼，B是商管大樓、E是新
工學大樓、L是文學館，V、G又是代表哪棟校
園建築物呢？開學一週了，仍可見到大一新生
們一邊低頭察看選課資料開課地點，一邊搔頭
尋找教室的青澀模樣。還找不到教室嗎？快下
載「淡江i生活」app，內建有校園地圖、建築
物對照表，讓你快速熟悉校園，找尋教室一指
輕鬆搞定。（文／蔡晉宇、攝影／李建旻）

時報記者暑期研習充電 蓄勢待發

12、13日淡江時報社於臺北校園舉辦暑期研
習活動，校長張家宜開訓典禮中稱讚時報「求
真、求是」，並指出105-107學年校務發展計
畫執行與明年66週年校慶籌備報導之重要性，
同時贈《每一天練習照顧自己》、《為自己出
征》兩書予本報記者法文四周雨萱、俄文二孫
于翔，勉勵學生記者提高抗壓力。行政副校長
胡宜仁也肯定時報的努力，並鼓勵大家應珍視
自己能力之重要性。
研習活動講師陣容堅強：前聯合報攝影新聞
中心組長楊光昇，以幽默語調分析記者攝影實
作，並講解新聞攝影之概念；前壹週刊人物組
主任周家睿傳授自創的人物專訪秘訣「歐巴桑
式」採訪技巧；聯合晚報執行副總編輯何振忠
以自己業界的實戰經驗，強調「現場主義」觀

社團

TA 強力招新血

點的重要；Cheers雜誌總編輯盧智芳引導記者
們以「大學生」為題，實際演練專題企畫；知
名的空中攝影師、彥霖攝影事務公司製作總監
陳敏明則以「不看鏡頭」、「曲線優於直線」
的法則諄諄教導。課程還安排於永康街進行媒
體匯流實作，挑戰即時採訪與寫作能力。
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提醒學生記者，在淡
江時報的圖文呈現是肯定大家在大學的學習，
鼓勵學生記者要帶著使命感與榮譽感在新學期
繼續努力。經濟三李宜汀表示，第一次參加研
習會，在覺得新奇的同時收穫了很多知識。西
語三廖子涵表示，非常喜歡楊光昇老師的攝影
分享。（文／杜歡、攝影／林俊廷）

社團大聲公

穗茗文學藝術研究社

「盼著文
字如垂穗，
在風中揚起
茗茶似的清
香」，這是
本學年度新
成立的社團
「穗茗文學
藝術研究
社」的期
待。與中文系有著極深厚的淵源，社團由一
群熱愛閱讀小說的同學們所組成。社長中文
二連苡妏表示，「我們以文字交朋友，希望
打破讀小說就是壞孩子的迷思。」特別邀請
對文學作品頗有研究的中文系助理教授侯如
綺擔任指導老師。
連苡妏眼神閃露光芒地說，這學年將積極
推廣閱讀，讓喜歡閱讀小說的人有互相交流
的空間，在交流的過程中，進而創作出屬於
自己的文學作品，不再只是單向接收小說給
予的，自己也能有所生產，待社團穩定後，
下一屆會加入散文的元素。
在未來的一年除了邀請輕小說家值言、小
鹿老師與大家分享自己從事創作的心路歷
程，也將邀請前任皇冠出版社編輯青小鳥、
天下雜誌編輯和童書繪本作家。平時則由幹
部們準備各國大眾文學與經典文學名著，帶
領大家一起深入討論。預計明年 6 月將與圖
漫社合作發行社刊，請大家拭目以待！（文
／林妍君、攝影／盧逸峰）

9月
21

快來網路加退選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104學年度第
一學期網路「學生加退選課程」，將於本週21
日至29日開放辦理，各年級詳細加退選時間請
至課程查詢系統之「選課、註冊及繳費等須
知」查閱。為配合環保政策，減少紙張用量，
教務處已不印發學生初選選課小表，請同學務
必自「校務行政資訊查詢系統」（http://sinfo.
ais.tku.edu.tw/eMIS）查詢選課資料、上課節
次及地點。教務處課務組呼籲同學應審慎規劃
加退選課程，並對所修習之課程認真學習。

逾 300人力挺本土獨立樂團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北極星服務團
社團課程 TA 招募開始囉！ 21 日晚上 7 時在
SG317 舉辦招募說明會。只要對深化社團課程
且對成為社團講師有興趣，具有創新思維、宏
觀視野、抗壓性佳，勇於接受挑戰的同學，以
及具有熱忱、責任感、執行力，樂於貢獻一己
之力，發揮團隊合作的人，都歡迎一同加入。

媽媽教授溫暖學子心
響力可以擴展至生活教育。因此
她鼓勵同學們將問題說出來，久
而久之，同學們一些無法向父母
傾吐的煩惱就會找上她，更有同
學早上 7 點半就在陳麗娟的辦公
室門外候著。對於經濟上需要幫
助的同學，陳麗娟有時會以提供
擔任研究助理的機會協助，貼心
地顧及同學自尊。「媽媽教授」
的暱稱也不脛而走！
「來修我的課，於我來說就是
緣分。」已經畢業多年的企管系
校友翁浩原，回憶起曾因期中考失利萌生退選
念頭，在與老師深談後選擇用功讀書，創下
期末考 95 分的佳績。後來得知翁浩原計劃出
國念書，陳麗娟甚至幫他寫推薦信，一直到現
在，都還保持著聯絡。遠在英國工作的翁浩原
感恩地說：「麗娟老師對我來說亦師亦友，她
嚴肅的外表下，有顆非常柔軟的心，是她讓我
知道學習是件快樂的事。」去年，陳麗娟赴英

時，師生兩人還相約喝咖啡，深厚的師生情
誼展露無遺。
具有法律背景的陳麗娟也是本校法務委
員，不少同學向她諮詢法律問題。曾經有同
學在打工時遇到不肖業者，陳麗娟描述當時
一邊聽著同學的來電，一邊翻閱六法全書，
「我會帶著六法全書過去！」挺身而出幫助
學生，讓很多學生的法律糾紛得以解決。由
於同學間口耳相傳，包括沒修過課的學生都
曾向她求助。
20 多年的教學生涯，陳麗娟認真地說，「師
生緣分是我最珍貴的禮物。」她細數畢業生
現今的就業狀況，師生間緊密連結的程度可
見一斑。「每逢教師節，我的研究室總堆著
畢業生寄來的家鄉名產。」她開心地分享著。
歐研三仝興文說，「在學生心目中，老師
不 只 是 媽 媽 教 授， 更 扮 演 著 人 生 導 師 的 角
色。」陳麗娟傾一己之力，在學生徬徨的人
生交叉路口，盡心地為他們指引正確的方向。
（文／李昱萱、攝影／林俊廷）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樂團 Space Cake 吸引超過 300 位本校粉絲到
場助陣。（攝影／吳國禎）
【記者陳照宇、王子承淡水校園報導】詞
曲創作社於16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Live
House」以推廣獨立音樂與臺灣本土樂團，邀
請到知名樂團Space Cake、遊樂、一種心情
等3團登台獻藝，超過300人擠向舞台。Space
Cake熱唱歌曲「Cosmopolitan」，讓全場陷入
瘋狂，歡呼不斷；遊樂高亢演繹「沒問題先
生」，觀眾皆為之驚呼；一種心情則娓娓唱出
「十分之一的世界」，以形容大學生的心境，
為活動畫下完美的句點。
活動負責人西語三戴于萍說道，「臺灣樂團
多朝向商業化發展，難以保留獨特性，希望能
藉此活動提供舞台，發揚獨立音樂。」產經三
蔡沛霖表示：「最喜歡一種心情的演出，能在
開學週就聽到大型音樂表演，十分過癮」

管樂社奏起夏影

淡江管樂社於15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樂團「遊樂」賣力演唱，現場歡呼聲不斷。
（攝影／何瑋健）
期初音樂會「夏影」，演奏了「和風序曲」、
「春之頌」、「杜拉摩爾聖地」等3首曲子。
社長會計二李品賢說，這次音樂會以夏影為主
題，是希望呈現出秋天到來前，最後的夏天時
光。李品賢也表示，「這次的音樂會主要是辦
給剛入學的新生，希望聽完音樂會後，新生們
能加入管樂社。」歷史一張惠鈞表示，「聽完
音樂會後，覺得心情很好。未來會認真考慮加
入管樂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