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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5 日

學生會長
候選人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第
二十一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
三十五屆學生議會議員補選將於 13
至 15 日，上午 11 時至晚間 7 時進
行投票，本屆正副會長選舉打破先
前連續 3 次同額競選局面，出現兩
組候選人，議員候選人則有 18 人，
8 個學院皆有參選者，戰況以商管
學院 7 人角逐最為激烈。
選舉委員會於上月 30 日中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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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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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網路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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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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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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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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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夢網製作與冥想體驗（http://ppt.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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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一 )
教發組
教學實務研究計畫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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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一 )
遠距組
數位化教學工作坊-虛擬影棚體驗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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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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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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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一 )
遠距組
數位化教學工作坊-EverCam 教材製
8:00
網路報名 作說明（http://enroll.tku.edu.tw/）
10/5( 一 ) 文錙藝術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馬勒，獻給妻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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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之窗影片播映：搖滾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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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二 ) 師培中心
文字編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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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驚聲 2 樓川堂

諮輔組：心理健康是築夢基礎

蘭陽校園
教發組
CL506

活動名稱

英語授課教師經驗分享(一)

保險四張耕華

別包括生命意義、網路沉迷、愛情、性別平等、
生涯目標等等，都與學生息息相關。
諮輔組組長胡延薇表示，「這次擺攤的 8 個
主題，都是教育部希望各大學針對現在大學生
的種種迷惘來設計的。」她呼籲正向思考來推
廣心理健康。「我們希望趁學期初，同學課業
壓力較少的時候，透過擺攤回答相關問題，給
學生正確的概念，並且希望學生能更了解諮商
輔導組在做些什麼。」胡延薇更強調，心理健
康是未來築夢踏實的基礎。會計三張雅筑對這
次擺攤表示：「感覺每一攤的遊戲都很有趣，
也很有意義，我拿到可愛的小花便條夾文具，
好開心！」（文、攝影／李建旻）

社團里長伯 專解社團疑難雜症

「什麼？社團活動企畫書不會寫？快去找
那個『社團里長伯』！」這是在本校社團間
時常上演的對話。在社團打滾許久，具有豐
富經驗的保險四張耕華，因為熟悉社團相關
程序的「眉眉角角」，又擁有廣大人脈，彷
彿社團活動問題找他處理都能迎刃而解，所
以有了「社團里長伯」的暱稱，成為熱門的
諮詢對象！
問起為何會對社團如此著迷，且成為無事
不曉的萬事通？張耕華細數他的社團經歷時
光，最初他是參加地區性聯誼社團的二齊校
友會，由於社員們都是自臺南北上求學，因
此社團便讓他有「家」的感覺。大一寒假，
張耕華參加返鄉服務隊，除了陪伴小朋友寫
作業、玩遊戲外，更從中感受到服務的意義，
這也讓他從此熱中投入社團活動。
「服務精神」儼然是張耕華大學生活的核
心價值，他大學 4 年都擔任班代，努力付出
備受同學信任，也參加多達 6 次校友會返鄉

服務隊，以及兩屆部落服務隊，遠赴新竹尖
石鎮西堡，在體驗部落的生活與環境中，用
身體力行來為部落服務。張耕華更擔任兩次
「淡海同舟」服務員，在其中紮實地鍛鍊關
於社團的企畫書撰寫、公文手續等知識，也
因而認識了許多社團幹部。熱心的他，久而
久之便成了大家熟識的「社團里長伯」！
去年他與幾位好友共同成立了創意造型氣
球社，並擔任活動長一職，將社團活動的創
意發揮淋漓盡致，如密室尋寶、氣球夾夾樂
等前所未見的活動在校園內舉辦。他說，目
的在於挑戰「其他社團從未做過的事！」同
時他也展現了里長伯的性格，三不五時就在臉
書上宣傳活動訊息，引起同學間的熱烈討論，
這讓他很有成就感！里長伯表示，「社團生活
就猶如社會縮影，有了許多經驗，無形中就培
養了多元能力，往後在職場中便不會再覺得畏
懼。」他更認為，「人脈」是無價的資源。
提到「里長伯」自然就會讓人想起「為民喉

（攝影／吳國禎）

【記者王子承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9日有大
四生因為選不到第二門體育課，以及本學年度
轉學生及境外生均須以人工加簽體育課，而出
現夜宿學校排隊等待的狀況，體育長蕭淑芬表
示，已經聽到學生的訴求，日後將改變現階段
人工加簽的程序。
蕭淑芬說明：「這次人工加簽總共釋出了
900個名額，到目前為止已經登記的同學為240
個，仍有大部分的課程可供同學選擇。熱門時
段的體育課大多已經滿額，但週一和週五仍有
許多課程有許多名額。」她強調，假如大家認
為深夜在學校排隊很危險，以後體育處就不會
再使用這個方式。
未來加退選後的選課方式，目前體育處已經
討論出兩個方案，蕭淑芬說明：「第一是未來
在第二階段加退選時，直接釋出大部分選課餘
額供學生選擇。而外籍生及轉學生則會使用另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社
於上月 22 日受邀至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所舉辦
之新詩節表演詩劇。微光詩社使用自創劇本
《誤差》，在臺詞裡融入詩句，以舞台劇的方
式呈現詩的曼妙。劇本闡述人在傳達及接受情
感時常會有誤差，而這些微小誤差的累積可能
影響人的一生。
社長中文三林佑霖表示，「我們期盼觀眾們
在這次的演出中，能透過演員的演繹、聲音及
情感，了解詩並不只是文字的呈現，而是情感
的表現。」提到受邀演出心得，林佑霖說：「北
商大的同學們都很熱情！大家對詩的接受度很
高，希望往後能發展出更多呈現詩的方法，進
而推廣現代詩給校內及校外的同學。」
參與演出的中文二陳品婕興奮地表示，「能
受邀參加詩劇表演，對我來說是一種新的體
驗，原來詩也可以用這麼有趣的方式呈現！」

大陸姊妹校甄選

10月
6

止

【本報訊】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想到大陸、
澳門姊妹校及國立金門大學的同學趕快看過
來！只要本校大三生和研究所在學學生操行
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碩生學業成績 80 分以
上、大學生學業成績 75 分以上（工學院 70
分），經所屬系所、院初審通過並推薦者，
皆可報名甄選，甄選報名至 6 日（週二）中
午 12 時 止， 詳 情 報 名 資 料 及 申 請 表 單， 請
見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站。（網址：http://
www.oieie.tku.edu.tw/app/news.php?Sn=752）

資傳風箏節文創品搶手

保險四張耕華從二齊校友會開
始，參與多個社團，熟悉社團運
作，便有了社團里長伯的暱稱。
（攝影／閩家瑋）
舌」，張耕華曾參選第三十二屆學生議員選
舉，並在商管學院候選人中獲得最高票。當
選後他擔任學生權益委員，受理學生申訴案
件，包括補習班濫發傳單、圖書館電力供給、
閱讀空間配置等問題，他都曾代表學生與學
校溝通、討論解決方案。真的是位名符其實
的「里長伯」！（文／盧逸峰）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2

（攝影／林俊廷）

體育課人工加簽 醞釀新法

微光詩社校外演詩劇

國際大使團迎新，歡樂夜探校園。（攝影／盧逸峰）

不受颱風影響，諮商輔導組上月 30 日在商
館 3 樓前的聯合擺攤人氣超夯，攤攤吸引許多
同學前來玩遊戲。8 個攤位呈現 8 種主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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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乙璇

活動看板

他們提出爭取增
加核心、通識及
體育科目開課數
量等政見。
教育學院議員
候選人教科四黃
雨柔提到，若當
選會積極監督學
生會行政中心運
作成效與學生會
費的使用情形。 上月 30 日開始進行學生會長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攝影／吳國禎）
生會長自己選，自己的學院議員自己挺！希望
文學院議員候選人中文四陶子璿則發表爭取文
同學們屆時踴躍投票，讓延宕多時的學生會正
學館電梯建設、文學館 Wi-Fi 熱點增加、保
副會長能有個結果。」本次選舉結果將於 15
障文學院同學選課名額優先等政見。
日晚間 8 點於學生活動中心開票出爐。
選委會主委歷史四吳承翰表示：「自己的學

曾冠博

大一制服日，萌

色卡片分為 6 家，以色彩渲染活動現場。在介
紹社團特色活動「華語班」後，即在校內圖側、
蛋捲廣場、驚聲廣場、海豚吉祥物里程碑 4 處
進行闖關遊戲，遊戲關卡以社團幹部就讀系
所特色設計，來了解校園。闖關過程中不乏競
爭，同時也帶動了歡樂氣氛，活絡社團情誼。
社長資傳三張恩婧表示，參加 VOIS 的同學
多為外語學系同學，希望透過社團搭建一個臺
灣學生與外籍學生交流的橋梁。參加迎新的英
文一翟子涵表示，「國際大使團的名字與社團
理念本身就很吸引我，參加完迎新後更感覺到
社團的有趣。」
實驗劇團於 1 日在實驗劇場舉辦迎新活動，
有別於其他社團的熱鬧氛圍，實驗劇團講求的
是紀律和嚴謹。活動中除了帶領新進團員們認
識劇場，也藉由「握手換名字」拉近彼此間的
感情，在幹部們的介紹下，讓新進團員可以更
了解劇團的傳統，最後眾人齊唱校友雷光夏所
編的團歌，為今晚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團長法文三王學寬分享：「團歌裡我覺得
和劇團最貼切的一句是『雖然這只是一場美
麗的騙局，但是我猜想我們都一樣，從來不後
悔』。」她表示在劇團的生活雖然辛苦，但很
值得，因為表演可以教會我們面對自我，也給
予夥伴們彼此堅持下去的動力。
陸 友 會 遊 動 物 園， 嚐 鮮 體 驗
黑猩猩的家，視野大不同。（圖
／陸友會提供）

【記者林妍君、李宜汀、杜歡淡
水校園報導】你有多久沒穿高中制
服了？上月 24 日一群身穿臺中南
投地區高中制服的學生出沒在校
園，原來是等著參加中投會在淡江
農場的聚會。活動進行中，臺上主
持人妙語如珠，現場歡聲不斷。活
動總召統計二李浚榕表示，希望藉
此活動聯繫大家的感情。家代表歷
史二吳季璋表示，看見學弟妹們身
穿制服，讓他憶起從前放學時車站
前的畫面，他直呼：「好感動！」
上月 25 日，陸友會在臺北市立
動物園舉辦本學年首次破冰活動，
主題為「動物園奇妙日」。活動當
天，各小隊在隊輔的帶領下，搭乘
特色貓空纜車抵達市立動物園，在
參觀介紹各種可愛的動物的同時，
也完成了一系列的任務遊戲，讓小
（ 攝影／吳國禎）
隊員們在感受團隊合作的期間將動
物園景點一一遊遍。雖然天空飄著
小雨，但是這絲毫不影響各小隊的熱情，歡聲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笑語充滿著整個動物園。
活動負責人國企二的佘俊分享到：「這次活
淡水校園
動名字取材自電影博物館奇妙日（陸譯），就
日期 /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時間
是希望活動能像電影一樣精彩，給初來臺灣的
10/5( 一 ) 體育處活動組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新生盃籃球賽
陸生學弟妹們帶來美好的體驗。」參加活動的
8:00
現場報名
10/5( 一 ) 體育處活動組
資管一夏怡開心地表示：「跟著學長姐們一起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新生盃網球賽
8:00
現場報名
早起坐捷運、搭纜車，在動物園度過了愉快的
10/5( 一 ) 體育處活動組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新生盃排球賽
8:00
現場報名
一日，真正感受到了陸生大家庭的溫暖。」
10/5( 一 ) 體育處活動組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新生盃羽球賽
國際大使團（VOIS）用色彩吸引大家的目
8:00
現場報名
10/5( 一 ) 體育處活動組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新生盃慢速壘
光！上月 30 日晚間 7 點，VOIS 於 S104 展開
8:00
現場報名 球賽
迎新活動。活動前特別要求新生穿著黑白服飾
10/5( 一 ) 體育處活動組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網球公開賽
以呼應本次「VOIS 太極趴」主題。現場 70 餘
8:00
現場報名
10/5( 一 ) 體育處活動組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羽球公開賽
位成員則由紅、橘、黃、藍、綠、紫的彩虹 6

10/6( 二 )
12:00

文館橋舉辦第一場公辦政見發表會，學生會長
二號候選人企管四廖乙璇、副會長候選人資圖
二段佩綺以「淡江新氣象，FIGHT ON ！」
為主題，提出增加交換生和國際交流之名額與
補助、選課採志願序、增開核心課程之班級數
量等政見，盼透過交流讓同學們感覺學生會就
在身邊。
學生會長一號候選人運管二曾冠博、副會長
候選人資管二賴思妤及語言二林雅淇未現身發
表政見，依學生會選舉委員會網站資料顯示，

破冰迎新 招招出奇

976 期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講出咱 ㄟ心聲

資傳系服務學習課程「創意數位媒體實務
（二）」上月26日受邀至「北海岸國際風箏
節」擺攤，展示修課同學所設計的作品，現
場更發放200張由學生設計的燕風箏造型小貼
紙，吸引許多民眾特地前至攤位索取，反應熱
絡。資傳四林沛潔說：「我發現要想辦法讓民
眾們在簡短的介紹裡了解我們的設計，是很大
的考驗。」（文／李昱萱、圖／資傳系提供）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一個新的選課系統，用網路選課的方式去選剩
餘的名額。」蕭淑芬補充，新的選課系統則會
與資訊處一同合作開發。第二個辦法則是將採
人工抽籤的方式，「體育處會幫需要人工加簽
的同學抽順序，依照抽籤順序來人工選填想要
的體育課。」
針對有學生抱怨體育課開得不夠多、選不到
等等問題，蕭淑芬也說明因為學校有場地的限
制，不可能將所有的體育課都排在熱門的時
段，所以要把課程儘量排在週一到週五間，以
取得平衡。

蕭語嫣
王怡方

國際志工冰島行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國際青年交
流團在上月 30 日晚間舉辦「冰島國際分享講
座」，由運管三蕭語嫣及經濟三王怡方分享兩
人今年暑假自助去冰島擔任國際志工的經驗與
收穫。在冰島的日子裡，她們在農場幫忙蓋工
作室、溫室以及飼料箱，由於有不同國籍的志
工參加，所以每天都能品嘗到異國料理。王怡
方說：「北歐的生活步調很慢，人們的生活態
度卻積極而擁有適當放鬆的美學。經過這次
的國際志工營，讓我更想精進自己的語言能
力。」團長俄文二林子芸表示，盼能透過分享
講座讓社員們能更加瞭解及吸取國際志工和國
外旅遊的經驗。與會的經濟一黃子恩及資傳一
林妤柔說：「因為外面關於志工營隊的資訊比
較有限，經由國青團的分享後對冰島有更詳細
的了解，也很憧憬這樣的生活方式。」

社團大聲公

淡江火舞社
喜歡駕
馭火焰的
快 感 嗎？
那你一定
不 能 錯
過本學年
新成立的
「淡江火
舞 社 」。
社長資
管三林盛智與好友在屏友會的表演上被學校
看見，因此受邀在去年聖誕節擔任點燈開幕
表演嘉賓。林盛智分享，「我在高一開始接
觸火舞，除了上網看影片自學，也會與相關
人士交流。」憑著高中讀二類所學，自行研
發 LED 火舞道具。當看見其他大專校院都
有火舞社，覺得也應該在淡江成立社團。
2011 年阿拉夜店惡火，導致大家聽見火
舞便敬而遠之，同時對火舞產生了錯誤的印
象，林盛智表示，「無論在練習甚至表演，
一切以『安全』至上，我們不使用毛巾，採
用的是專業防火布；也不使用鐵絲，而是以
螺絲鎖在鋁棍上固定，為的就是避免毛巾屑
屑在活動中飛散引發火災、長狀鐵條造成人
員受傷。」他還補充說，現場會準備數個水
桶以防突發狀況，除了精進大家火舞技巧，
也會加強人員防災應變能力訓練。
火舞社未來想組火舞團，以團體名義報考
街頭藝人，期望明年暑假與社員參加「東北
大火」火舞比賽，將來更會積極向學校爭取
校內的練習場地，也歡迎各校互相交流、彼
此合作。（文／林妍君、攝影／盧逸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