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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研究社在 SG506 迎新，近 60 人參與。
他們將手機 app「華爾街見聞」搬入現實，設
計成迎新遊戲，來展現社團特色。社長產經二
謝佳杭表示，期望藉遊戲讓社員明白投資不
難。資傳一李婕寧說：「覺得未來能在證研社
學習投資技巧感到十分興奮。」
烏克麗麗社迎新表演特別採用音樂和戲劇穿
插方式，在戲劇「當傑克遇上傑克」中呈現
「My heart will go on」等流行樂曲。社長會計
三趙瑞恩說：「我們想呈現音樂、團康不偏離
的概念，希望未來可以繼續讓音樂與活潑的戲
劇相輔相成。」
在文錙音樂廳，鋼琴社由 3 位社團教學長所
彈奏的優美琴聲揭開迎新序幕。社長德文二邱
天心表示，盼能透過活動讓新生能更認識鋼琴
社，並在音樂之外結交到更多朋友。
舞研社於 23 日晚間在體育館一樓舉行第 45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為
配合教育部國家防災日，軍訓室
於 24 日上午在教育學院實施「複
合型防災疏散演練」，逾百位師生
參與。演練以臺灣北部地區出現 6
級強烈地震，模擬火災、壓傷、驚
嚇 3 個臨時突發狀況：教科系負責
模擬機電室火災情境，並演練滅火
程序，教科系系主任沈俊毅也拿著

滅火器滅火。師培中心與教政所同學則在教育
館 2 樓模擬學生扭傷狀況，由於現場包紮、抬
擔架送臨時救護站救治等情境，模擬逼真的程
度，讓師生一同身歷其境，驚呼聲不斷。
現場同時設置物資券發放站、醫護支援組、
心理諮商組、緊急聯絡站，提供災難發生時需
要救援的人幫助。參與演練的中文三曾奕寧
說：「這次的演練讓我較了解疏散的程序，對
於傷患的處理也知道如何應對。」

平時學救災 不怕地震來 教育館總動員 演練地震避難

（ 攝影／何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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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筠喬 陳之理
陳嘉霈 張浩禎 任國際青年大使宣揚臺灣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9/29( 二 )
會計系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徵才說明會
8:00
網路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9/29( 二 )
8:00
9/29( 二 )
8:00
9/29( 二 )
8:00
9/29( 二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諮輔組
網路報名
諮輔組
網路報名
遠距組
網路報名

新唐科技產業訓儲替代役說明會
（http://enroll.tku.edu.tw/）
心靈園丁關懷兒童志工招募（http://
goo.gl/forms/EfueJFiPx0）
捕夢網製作與冥想體驗（http://ppt.
cc/bwZNT）
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說明會（http://
enroll.tku.edu.tw/）

9/29( 二 )
8:00

教發組 104（1）教學助理期初會議（http://enroll.
網路報名 tku.edu.tw/），報名至 30 日中午止

9/29( 二 )
8:00
9/29( 二 )
8:00
9/29( 二 )
8:00
9/29( 二 )
8:00
9/29( 二 )
8:00
9/29( 二 )
17:00
10/02( 五 )
12:00

教發組
網路報名
學發組
網路報名
人資處
網路報名
師資中心
網路報名
會計系
網路報名
國際處
B708
遠距組
T402

教學研究型升等講座Ⅲ（http://enroll.
tku.edu.tw/），報名至30日17:00止
104（1）大學部基礎科目1-3人個別
輔導（http://enroll.tku.edu.tw）
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程（http://
enroll.tku.edu.tw/），報名至30日止
補救教學增能研習工作坊（http://
enroll.tku.edu.tw/）
2015當代會計研討會 （http://enroll.
tku.edu.tw/）
104（1）TOEIC多益測驗說明講座
數位化教學工作坊-智財權與創用
CC說明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建軒文苑宿
9/30( 三 )
治會
18:00 迎賓階梯下 蘭心相映，月夯月香
方道路

柚香餅甜異鄉學子 溫暖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為讓境
外生感受中秋節慶，特別於 25 日在驚聲大樓
10 樓大廳舉辦「境外生歡度中秋節茶會」，
近百人前來齊聚，大家一起品嚐月餅、柚子，
現場還舉辦剝柚子比賽，比賽誰剝得快，現場
非常熱鬧，在滿庭柚香中融入濃濃人情味。國
際副校長戴萬欽致詞歡迎境外生，同時請大家
盡情地享受臺灣的中秋節。
負責活動規劃的境輔組專員陳慧芝說明，此
次特別以茶會形式幫境外生過中秋，也希望離
家在外的學子們更能感受到淡江這個大家庭的
溫暖。

資傳碩三趙辰懷

深夜大排長龍為哪樁？
21日深夜，在驚聲大樓下與圖書館側門同時湧現排隊人潮！原來是為了隔日早上8點加簽核心
課程，許多同學熬夜排隊等候。想要加簽「全球視野學門」的歷史四林珉安表示：「我大一到
大三都沒選到這門課，為了順利畢業，想說半夜12點半來排，沒想到已經有人排在我前面了，
真的很熱門。」保險四汪佩儀則說：「有同學插隊耶，希望大家將心比心，遵守排隊秩序。」
（文、攝影／吳國禎）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英文三曾筠
喬、陳之理、陳嘉霈，以及水環系校友張浩禎
自875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與其他156位獲選
外交部「104年國際青年大使」組成10個青年
交流團隊於9月至各國交流，曾筠喬、陳之理
出任歐非二團，陳嘉霈、張浩禎則分別出任亞
太二團、北美二團。
陳之理表示，在團隊中每個人都多才多藝，
她選擇自己不擅長的舞蹈表演，是很大的挑
戰。曾筠喬分享，真正到史瓦濟蘭後，顛覆

@
讀好書
黑天鵝 著色本吸睛
費
免
加強英語能力

既往想像，當地人熱情又親切，對傳統文化的
保存也相當完善。到北美國家的張浩禎則表
示，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在一場有關人權的座談
會中，看到西方人積極發言的態度值得學習。
陳嘉霈回憶在菲律賓馬尼拉的孤兒院，她說：
「那些孩子讓我學習到珍惜擁有的一切以及不
要以刻板印象看待事物，他們天真笑容至今仍
存在心中，難以忘懷。」
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對於4位學生的表現給
予肯定，並表示，此計畫為全國大學生的夢
想，不僅一展良好外文能力，宣傳我國文化，
更可以拓展國際視野，鼓勵全校同學把握下次
機會踴躍參加。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上萬冊書籍在
黑天鵝開賣囉！「與書為友，天長地久」書展
21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揭開序幕，文學小說、

藝術設計等各式書籍皆有展出，語言學習與人
文歷史類的書籍廣受學生喜愛，其中又以多益
工具書最為暢銷。松竹梅圖書公司職員陳乃勤
表示，本次書展特別提供禪繞
畫、曼陀羅、成人塗鴉等上百
種紓壓著色本，歡迎大家選購。
資圖二吳芳姿開心地說：「這
次書展的種類比上次更多，且
書籍都有折扣全面 78 折，便宜
又方便。」現場也有提供代訂
教科書的服務，還沒有去逛逛
嗎？書展到至 10 月 2 日，趕快
黑天鵝展示廳吸引愛書人逛書展。（攝影／張令宜）
前往參觀選購。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想改善英語發
音嗎？想掌握實用英文寫作技巧嗎？為重建本
校學生英語學習的興趣與信心，英文系於 10
月 12 日起晚間 6 時開設為期 11 週的「英語能
力加強班」，分為「發音與閱讀」、「文法與
寫作」兩類課程，共 10 班，分別於週一至週
五開課，每班共 30 個名額。
英文系系主任黄永裕表示，往年英文補救採
取強制方式，往往動機不強導致成效不佳，今
年採自願制，希望能確實地激起同學們學習英
語的熱情。「我本身也會親自參與授課，歡迎
全校各系所各年級的同學前來參加！」即日
起報名至 10 月 5 日止，報名網址：（ http://
enroll.tku.edu.tw/）或洽外語學院進學班葉助
理（FL413 室，校內分機 2194）。

Sep

廣告商勾勾纏 安全組籲小心個資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近日發現校外
人士未經申請進入本校，推銷生涯規劃等課
程，安全組組長曾瑞光呼籲，請同學不要輕易
洩漏個資，以防遭有心人士利用，如遇不當宣
導情形，請儘速通報安全組勤務中心，校內分
機 2110、2119。

29 諮輔組擺 8 攤 有禮等你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園報導】諮輔組主辦的
聯合擺攤活動 29 日（週二）上午 10 時起，至
10 月 2 日下午 16 時止，一連 4 天有 8 個攤位
在商館大樓前熱鬧登場！
攤位包括：「快樂氣球」、「擲著也能遇見
愛」、「最 IN 的 gender 事」、「幸福驛站～
勾勒你的生涯願景」、「生命的意義」、「See
the world 上網不上癮」、「手指運動 - 多信

打造素人音樂平台 一圓創業夢
意味著 NeverSolo 像磁鐵般吸引各方人馬到
這裡一展長才。」
「我喜歡傳達正能量給大家！」這是趙辰
懷在創業路上最大的動力，「NeverSolo」
是他第一個創業作品，除了希望讓熱愛音樂
的人可以找到合作夥伴，以及有表現的空間
外，他更希望可以藉由音樂療癒人心。
趙辰懷分享，在初創過程中勢必面臨團隊
磨合期、知識不足等問題，也得包攬大小
事，「但我喜歡挑戰」，除了運用所學，「我
到圖書館借書自學營運的規劃，或纏著老師
問問題。」此外，他將每次的簡報都當成是
舞台戲，在鏡子前練習走位、肢體動作、聲音、
表情等，訓練自己的膽量，現在已經練到即便
有上百位觀眾，都能泰然自若地介紹產品。
「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趙辰懷說，這句
老掉牙的臺詞是他一路走來最深的體認，他認
為，「臺灣資源很充足，創業成功與否的關鍵
在團隊合作。」他分享中國大陸對創業的想
法，「他們鼓勵大學生畢業後先工作 4、5 年，

資傳碩三趙辰懷秀出創業
資 料， 娓 娓 道 出 心 路 歷 程。
（攝影／黃國恩）

剛從福州抱回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創業
創新大賽一等獎，在 740 個專案中入圍 50 強
決賽，並以創新的企劃內容、精湛的簡報能
力脫穎而出，他是資傳碩三趙辰懷，也是本
校創聯會創辦人之一。除了靦腆的表情外，
他所做的事，讓人很難想像他內向且害羞。
讓趙辰懷獲獎無數，累積 80 幾萬創業金的
創業企畫案，就是即將在 10 月中旬上線的眾
樂影音分享平臺「NeverSolo」，他在「第 10
屆戰國策全國校園創業競賽」以該項計畫拿
下創業組第一名，更在今年教育部「大專畢
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中獲得補助
50 萬元。
「NeverSolo」原是一群喜愛音樂的人共同
成立的社團，並將自己的表演錄製小短片放
在網路上，趙辰懷從這點看到素人音樂資料
庫的商機，於是他開始著手撰寫企劃書，試
著商業化。「NeverSolo」著重視頻及社群功
能，它的標誌是「U」型磁鐵，趙辰懷說：「這

屆迎新之紅白大對抗。表演由 8
支風格不同的舞蹈組成，更有淡
江 Beat Box 社 友 情 演 出， 現 場
氣氛十分熱絡。社長德文三張家
銘表示：「希望帶給學弟妹們熱
情活力，讓他們能夠更了解舞研
社。」
國際青年交流團的迎新茶會，
在介紹幹部及社團運作方式間穿
插了幾場精彩的表演。團長俄文
二林子芸表示，盼能透過迎新茶
會讓大一新生更了解國青團的宗
旨及活動。英文進一林芳郁說：
「希望透過國青團能認識更多外
國人。」中文一劉必允則表示，
國青團的活動很吸引人，盼能增
進國際觀。
▲國際青年交流團迎新人氣搶搶滾。（攝影／吳國禎）
天文社除了以天文知識玩闖關
遊戲迎新外，更在學校操場進行
觀星，體驗天文的神秘魅力。社
長歷史三蔡尚霖表示：「對天文
有任何疑惑都能夠與我們一起探
討喔！希望大家都能對天文有更
深一層的認識。」
iPower 社以創意的自我介紹方
式拉近社員間距離，團康活動時
更是笑聲不斷，最後齊唱張心傑
「繼續奔跑」為活動畫下完美句
開，現場逾百人參與。會長國企四林欣瑋表
點。社長機電四李易庭開心說：「終於如願創
示：「希望藉由改編希臘神話，以尋找宙斯的
立社團，期盼新進夥伴都能認同 iPower 社。」
傳人，呈現薪火相傳的意義。」晚會由極限舞
新成立的同進社，以同性相吸、零與壹的傳
蹈社開場，音樂文化社和火舞社也接連上臺。
情等遊戲串聯，炒熱迎新氣氛，讓 30 餘位參
摸彩最大獎，7 吋平板得主管科一張翊瑄開心
與者樂在其中。社長大傳四劉禮碩表示：「同
地說：「當主持人口中唸出自己的名字時，真
進社是個性別友善社團，不論性別及性取向，
是又驚又喜！」
只要對性別議題感到興趣的，都可加入。」
軟網社 24 日迎新，透過學長和新生們的互
第二十八屆商管學會迎新以「眾神的逆襲 動交流，希望帶給新社員「家」的感覺，更加
榮耀之戰」為主題，在學生活動中心熱烈展
了解和喜愛軟網社。
商 管 學 會 迎 新， high
翻學
▼
生 活 動 中 心。（ 攝 影 ／ 林 俊
廷）

【記者林妍君、陳照宇、陳岱儀、
杜歡、王子承、李宜汀、盧宏維淡
水校園報導】21 日開始，許多社團
精心設計迎新活動，歡迎新夥伴的
加入。火舞社於驚聲廣場迎新，舞
者隨著音樂旋律完美呈現火棍的操
作示範，現場驚呼聲連連。社員中
唯二女同學之一、運管二黃庭瑀表
示：「我不僅喜歡火舞表演，還一
直很想學習呢！」
22 日，詞曲創作社在社辦廣場
迎新，逾百人參加。共 8 組學生樂
團輪番獻藝，活動負責人西語三戴
于萍表示，希望能展現社團樂風多
元、不拘一格的特色。企管一吳宜
樺開心地說：「見到學長姊精彩的
演出後，對社團生活十分期待。」

舞研社迎新臺上熱舞，
▼
臺 下 鼓 舞。（ 攝 影 ／ 吳
國禎）

社團迎新 尬創意

填問卷 支持性別平等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園報導】填問卷，拿好
禮！即日起至 10 月 8 日止，大一新生只要上
網填寫諮輔組「校園性別平等宣導」活動問卷
（ 網 址：http://goo.gl/forms/CyZGzOdmQs）
並傳送出去，即可至諮輔組（B408）向輔導員
鄭淑靖領取驚喜小禮物，活動詳情請見諮輔組
網 頁（ 網 址：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
main.jsp?sectionId=4）。

土木系 19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天順紀念音
樂會，向在八仙塵爆中不幸罹難的土木系陳天
順，表達祝福與懷念之情。會中，除了播放緬
懷陳天順影片，並由 20 位同學帶來 6 場表演，
透過悠揚歌聲，送他最後一程。陳天順家屬、
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土木系系主任王人牧以及
其導師、教授吳朝賢等師生約 70 人出席追思
紀念。
何啟東表示：「陳同學在淡江與我們相處時
間不多，但共同的回憶是美好的。我們看見
陳家人的堅毅與勇敢，將各界捐予陳同學之部
分善款捐給本校，幫助更多的人，令人非常感
動。」王人牧於現場說明，陳天順家屬對本校
的捐款將捐至「土木系倫啟瀚同學紀念急難救
助金」，希望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精神，
緊急救助、慰問因意外事故、重大傷病或家庭
變故而陷入困境之學生。
現場不僅準備小卡片供參加者給予陳天順家
屬祝福，更提供色紙讓同學們寫下對自己的期
許和夢想，並在最後表演結束時摺成紙飛機射
向舞台，有著「夢想飛揚」之意。（文／盧宏
維、攝影／閩家瑋）

實驗劇團探討人生抉擇

累積經驗及人脈、培養硬底子的專業能力。」
他說對岸認為這樣才能提高創業成功率！
「這條創業路我不會後悔，不管結果是好
是壞，至少我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趙辰
懷篤定地說。獲獎無數的他仍希望維持低調，
創業對他而言是一種不斷創造新價值的態
度，他更明白，穩紮穩打的實力才是最好的
資本。（文／陳羿郿）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多健康」、「開心果上身，憂鬱不纏身」。
活動結合互動遊戲、現場體驗、電腦操作等
多元方式，讓同學在思考個人夢想與愛情想像
的同時，也能釋放開學壓力，活力迎戰新學
期。最重要的是，活動攤攤有禮物、攤攤有驚
喜，同學千萬別錯過！

樂音不輟 追思陳天順

【記者王子承、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如果
有一天，有人告訴你，你的人生是早被安排好
的劇本，你會怎麼做？實驗劇團18日起一連3
天晚間於實驗劇場演出「命運遊戲」，主要探
討人在面對未來機會和命運的選擇。
導演資管三郭育綸表示，「很想透過這齣
戲，傳達給現今對未來感到迷惘的大學生一
些想法。很多人認為人生會面臨許多抉擇，但
其實換個角度看，說不定在我們眼前的路，其
實就是一條筆直的道路，只是我們不知道在這
條路上會遇到什麼。」資圖四林蕙君分享，看
完命運遊戲，好像更能懂導演在簡介中講的：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面對人生的抉擇，該何去何從？（攝影／李
建旻）
「人生不是條岔路而是單行道。思索著，命運
帶來機會，機會中也藏著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