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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蛋捲節夢遊仙境
今

【記者林妍君、秦宛萱淡水校園
報導】本校 65 週年校慶蛋捲節「蛋
捲夢遊仙境」於今天（7 日）上午
11 時在書卷廣場及海報街登場囉！
其中校慶演唱會「『夢』尋樂歌」
邀請 4 位知名歌手：李唯楓、曾靜
玟、楊凱琳、謝沛恩來校，與校內
優質社團一起帶來好看好聽的表
演；「『遊』樂王國」推廣品德教
育及淡江文化，參加者遊戲闖關即

國企生何希瑞讓霍特獎看見淡江

981 期
感恩牆曬幸福

（ 攝影／吳國禎）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福建省檔案局暨檔案學會組團交流

4 日由福建省檔案局暨檔案學會代表團團
長檔案信息中心副主任王鳴鳴率領成員，一
行 13 人來校參訪，文學院院長林信成、資
圖系系主任王美玉接待。（文／秦宛萱）

香港崇真書院師生 80 人來訪

本校結盟中學香港崇真書院校長黎大志於
4 日率近 80 名師生來校參訪，由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主持座談，
同時介紹本校特色。（文／張少琪）

前海軍兩棲艦隊副艦隊長郭延平演講

戰略所於 4 日在 T306，邀請前中華民國
海軍兩棲艦隊副艦隊長郭延平，以「從甲午
海戰看海權的發展」為題演講。郭延平並贈
其著作《1871 年班之甲午海戰》給每位與
會者。（文／秦宛萱）

英文寫作諮詢請預約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想要修改學術
論文，或改進留學文書嗎？英文寫作諮詢室即
日起開放線上預約。週一至週五每日 3 時段供
選擇，提供一對一諮詢服務。主持人英文系副
教授黃月貴表示，此服務舉辦至今已第二年，
協助學術英文寫作相關建議，希望全校同學多
加 利 用！（ 預 約 網 址：http://www.ewc3621.
english.tku.edu.tw/）

█淡水

活動看板
█臺北

可參加抽獎，有超值禮品等你來拿。
此外，與創意氣球社合作的「『仙』城滿
愛」，利用捐發票換氣球、氣球義賣關懷行善，
邀大家共同做公益。校慶園遊會「『境』遇奇
緣」精選校內優質社團與校外創意市集共同擺
攤，包辦今天的吃喝玩樂。活動總召中文四陶
子璿表示，今年以「夢遊仙境」為主題，希望
大家都能如童話愛麗絲夢遊仙境般歡度校慶！
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於今日（7 日）進行
65 週年校慶大會實況轉播，讓無法親臨現場的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9( 一 )
教發組
數位化的學教翻轉經驗分享
08:00
網路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11/9( 一 ) 紫錐花服務社 反毒反飆車反霸凌數位繪圖比賽
08:00
網路報名 （http://ppt.cc/EFRxj）
11/9( 一 )
數學系
數學教學 e 化分享教師教學研習
08:00
網路報名 專題講座，限教師
11/9( 一 )
電機系
淡江大學 2015 年機器人創意競
08:00 現場報名 E629 賽
11/11( 三 )
品保處
得獎案例解析與習作
18:00
I501
11/12( 四 ) 微光現代詩社 現代詩校園巡迴講座-詩人波戈
10:00
L201
拉
11/12( 四 ) 海事博物館 影片欣賞-鋼鐵城市：航空母艦
10:10
海博館4F
11/12( 四 )
大陸所
中國大陸研究所105學年度招生
12:00
T702
活動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
2016 年 霍 特 獎（Hult Prize） 以
「 擁 擠 的 城 市 空 間（CROWDED
URBAN SPACES）」 為 題， 自 即
日起報名開跑！今年，本校與國立
政治大學爭取到代表臺灣的出賽資
格，兩校預計各選出一組隊伍代表
學校前往上海，參加於明年 3 月 11
日舉辦的半決賽，屆時將與全亞洲
的競爭對手一較高下。霍特獎在校
內舉辦初選報名，預計於 28 日截
止，目前已有 8 組隊伍參加。
本次初選賽的發起人、國企四何
希瑞鼓勵大家踴躍報名，並表示，
「這次主動申請到霍特獎參賽資
格，是希望能讓世界看見臺灣、看
到淡江；今年冠軍雖是國立政治大
學，但我覺得我們學校的學生非常

諮輔組便利貼感恩

【記者黃詩晴淡江校園報導】知足常樂！面
對生命中所擁有的美好，我們是否感到滿足與
快樂？為提醒大家知足與感恩，並涵養正向
思考及樂觀情緒，諮輔組於即日起至 12 月 31
日，在 B408 外公布欄設有「感恩牆」，並於
現場提供便利貼，凡將寫有自己感謝的人事物
的便利貼貼在感恩牆上，就可以到諮輔組領小
禮品！
諮輔組輔導員林昱芳表示，這是生命教育專
案的活動，「我們周遭有太多值得感謝的人、
事物與境遇，希望藉由活動提醒大家感恩！每
天充滿感恩心的人是最幸福的。」

期中考前 溫書教室開放

大傳畢製來卅野

「我在淡江，我卅野！」大眾傳播學系於 2
日在傳播館、福園擺設吉祥物「鹿」及活動看
板等裝置藝術，為「淡江大傳第 30 屆畢業展
覽」展開首波校內宣傳，吸引眾多教職員工生
駐足打卡，5 日中午也有快閃舞活動。
此次規劃有 12 個主題，取諧音撒野，大傳
系畢展總召大傳四蔡洛蓁表示，「這次的主視
覺設計中以鹿為主體，取其活潑、奔放且有衝
勁的意象，並運用鹿角的概念去擴展，具有延
伸、觸及之意，盼表達我們畢業製作議題深入
臺灣各個角落的精神。」活動更多相關訊息可
至「淡江大傳第 30 屆畢業展覽卅野」臉書粉
絲專頁搜尋。（文／秦宛萱、攝影／吳國禎）

社團繽紛樂

冒險社震撼熱血體驗漆彈快感

請假新選擇 自動機幫你

一機完成請假程序！學生事務處於 9 月底在
商館 4 樓設置兩臺由資訊處協助完成的「淡江
大學學生請假 KIOSK」，使用迄今由該機列印
的假單已逾 700 張。
軍訓室少校教官陳聖達表示，「KIOSK 自動
化平台」最大的特色在於一般單日假申請，例
如：病假、事假、生理假，憑學生證辨識身分
並填妥假單後，即可直接列印核准聯，無須經
過蓋章程序且不限張數。
請假機設計者、資訊處四等技術師朱家璁表
示：「學生請假 KIOSK 自動化平台是資訊處負
責設計的新學務系統之一，提供同學更便利的
請假管道，歡迎同學們多加利用！」大傳三王
玉茹開心地說：「以前請假後，經常因為忘記
蓋章而過了期限，有了請假機後就可以避免這
種令人懊惱的情況，實在很方便！」（文／李
昱萱、攝影／吳國禎）

各系系慶活動 照過來
【本報訊】今日（7 日）各院系所舉辦各式慶祝活動（如下表），歡迎校友們相偕返回母校與
師長同窗再話當年，重溫求學時期歲月，這是眾人期待的校慶盛事！歡迎大家參與。
時間

活動（地點）

時間

活動（地點）

09:00 教心所所友回娘家（ED201）

14:00 化學系系友大會（水牛廳 C013）

09:30 化材系系友會逢十同學會（E787）

14:30 國企系頒發陳梧桐獎學金（B511）

10:00 資圖系系友座談暨第一屆系友40週年回娘家（L501）

14:30 中文系「秋遊•河右岸」

10:00 水環系系友回娘家（E680）

14:30 日文系系友回娘家（外語大樓前）

10:30 數學系系友會暨鄭惟厚教授榮退餐會（S433）

15:00 經濟系系友會會員大會暨理監事會議（B704）

13:00 俄文系舉行淡水八里風光明媚鐵馬行

17:00 淡江之聲 23 週年台慶（翠園燒烤餐廳）

13:50 物理系畢業系友返校日（科學館大廳）

16:30 EMBA 台灣經濟展望高峰論壇（台北花園大酒店）

14:00 英文系友回娘家座談會（FL207）

18:00 管科博班 40 週年慶祝暨系友返校晚宴（活動中心）

【記者李宜汀淡水
校園報導】由淡江
大學陸友會主辦的
「104 年度第一學期
北區九校陸生籃球錦
標 賽 」 於 上 月 31 日
及 1 日在學生活動中
心成功閉幕。此次錦
標賽共有國立臺灣大
學、國立政治大學、中原大學、輔仁大學等 9
所大學陸籃球隊參加。首次擔任東道主的淡江
陸籃勇奪冠軍，中原大學和元智大學分別獲得
亞軍和季軍。
陸籃隊員土木四王中分享：「作為一名大四
的學生，這次錦標賽是我最後一次參與的陸籃
比賽。雖然我們曾經失敗過，但是能與大家一
起奮鬥努力，得到這個冠軍，真的很感動，希

【記者孫于翔淡江校園報導】冒險社於上月
31 日在淡水佑昇農場進行將近 7 小時的漆彈夜
烤活動。在正式打漆彈前，為顧及安全，農場
工作人員先解說流程及槍枝與安全裝備，隨後
社員們便迫不及待地進行漆彈射擊，所有人不
分社長社員、學長姐學弟妹，彼此相互射擊，
腎上腺素狂飆，體驗極限運動的快感。
社長航太二林琬庭表示，「有許多人都是第
一次打漆彈，活動中看到大家團結一致，不畏
懼破皮、流血、瘀青的風險勇往直前，對活動
的反應也十分良好，準備工作的疲憊感便一掃
而空。」
社員資管四陳柏憲表示「在等待漆彈比賽開
始前氣氛非常緊張，但等到扣下扳機之後，整
個場面旋即熱鬧起來，大家開始熱血地激戰。
漆彈結束後，大伙兒在夜空下烤著肉，分享著
彼此的戰果，並相約要再一起來玩。很喜歡這
種刺激好玩又安全的活動。」

美術社人體彩繪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創意不該被侷
限！美術社於上月 30 日舉行「畫皮」人體彩
繪活動，在身體上無限揮灑繪畫藝術，發揮創
意。共有 11 名同學參與同樂，雖然參與活動
的人數並不多，但社長法文四劉思妤表示，
仍希望能藉由活動，讓同學們知道在繪畫應用
上，不必受限，像人體皮膚這樣的天然媒材也
能得到良好的發揮。
彩繪圖案除水藍色的俏皮海馬、火紅卡通
「探險活寶」中的阿寶等 Q 版圖案外，為了
應景西洋鬼節萬聖節，縫嘴、鐵青慘白等怵目
驚心的鬼魅妝容在參與同學的臉上也獲得生動
詮釋。
日文四葉泓志表示：「這次活動學到如何從
顏料的選擇到運用身邊的小物品來做裝飾，自
在隨意地創造自己理想中的彩繪作品，是個非
常棒的體驗！」

管樂社「織音」饗知音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3 日晚間，管
樂社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室內音樂會「織音」，
入場時間未到便可看見入口處聚集許多觀眾，
十分熱鬧。
音樂會由「淡擊勒打擊重奏團」附設小團的
演奏揭開序幕，短短不到 3 小時，共有 15 種
樂器和打擊樂器輪番上陣演出，並以獨奏、重
奏，以及小團形式展現特色。社員新組的「藍
色室內重奏團」，皆由低音銅管所組成，很是
吸睛。
社長會計二李品賢開心地表示，「『淡擊勒』
是去年社內打擊組所創，附設小團中不乏已畢
業校友。另外，今年新加入一位低音大提琴
手！因此在曲目「『waltz No.2』的樂器配置
上加入低音大提琴，這是以往管樂社在室內表
演中從未出現過的，希望帶給聽眾一場有質感
的音樂饗宴。」中文二李冠緯分享，
「今晚演奏的曲目都很精彩，尤
其聽見熟悉的曲目『Nobody』、
『四季紅了』覺得倍感親切！
期待下一次的表演。」

水上救生社重環保，白沙灣淨灘盡心力。
（圖／水上救生社提供）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圖／淡江大學陸友會提供）
望在今後的日子裡，陸籃能夠越來越好。」
陸籃前隊長建築五黃雋楠表示：「這次比賽
的成功，真的十分感謝承辦單位陸友會和所有
工作人員的努力，也非常謝謝所有到場的觀眾
給我們球員帶來最真誠地鼓勵，並賣力加油。
這次能和大家一起拚搏，最終將冠軍留在淡江
真的很感激。接下來，我們會越來越努力，去
贏得更多的獎盃。」

社彩多樣繽紛 展能學習有加分

水上救生社淨灘愛海洋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
中考將於 16 日至 22 日舉行，教務處自本
週起開放商管大樓 B119 教室，提供學生溫
書使用。
溫書教室開放時間為 9 日至 13 日下午 6
時 10 分至 10 時；14 日、15 日則為上午 8
時 10 分至下午 5 時，請同學多加利用。
考試時請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
健保卡、駕照）。若遺失學生證，須於考
試前攜帶身分證及照片 2 張，親自到教務
處註冊組辦理補發作業；未帶證件者，須
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以免延誤考試入場
時間。詳細考場規則，請參閱網站（http://
www.acad.tku.edu.tw/CS/downs//super_
pages.php?ID=CS402）。
另外，以左手書寫之同學如需使用專用
桌椅考試，請於考試週前 3 天向課務組提
出申請；本次期中考試修習「中國語文能
力表達」者，應參加「中文能力測驗」，
請務必攜帶 2B 鉛筆應試。

votk.tku.edu.tw）。
為響應校慶活動，社團邀請校友返校同慶。
日本文化研究社，將於下午 3 時在外語大樓一
樓舉辦「平点前」日本茶道的沏茶表演。溜冰
社則於下午 1 時，在新溜冰場（科學館左後方）
約有 20 人進行接龍、平面花式、花式煞車、
直排輪花式等溜冰種類表演，歡迎全校師生共
同前往觀賞。

九校陸生籃賽 淡江奪冠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許多人熱愛大
海，享受著海洋給予的美好，但在海邊遊玩的
同時，卻也有人留下垃圾。為此，水上救生社
於上月 31 日在白沙灣舉辦淨灘活動，除了維
護環境，也因日前在此做救生訓練，所以抱持
著「回饋土地」的態度，用自己的一點心力守
護這片美好沙灘。
雖然當天天氣不好，20 位社員依然花了整個
早上，沿著白沙灣岸進行清理。因首次淨灘，
有人在過程中被螺絲釘刺傷腳，也有人吃進沙
子，但一行人有說有笑地完成任務，撿了 5 大
包垃圾，多是免洗餐具及塑膠垃圾。社員土木
二黃裔說：「因為我們是救生員，很親近海邊，
所以更希望海岸是乾淨的。」化學二廖唯彤則
說：「實際淨灘過才會發現，白沙灣真的很髒，
真的不該走過後留下垃圾痕跡啊！」
社長俄文四趙韋博表示，身為救生員，不僅
要會自救救人，保護所使用的環境也非常重
要；除了一般純粹的淨灘，可以用更多種角度
去看待「服務」這件事。

加退選補繳退費 119月 開始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104 學年度第
一學期於 9 日（週一）至 30 日，受理一般生
收退費。加退選後之補繳或退費名單，已於 9
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學親自簽收，請同學簽
收後務必儘速至出納組 B304 辦理（臺北校園
D105、蘭陽校園 CL312），補繳費者亦可利
用信用卡及 ATM 轉帳方式繳費。加退選後之
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財務處另將 E-mail
至學生學校信箱，或可至財務處網站（http://
www.finance.tku.edu.tw）查詢。未完成補繳費
者，將無法預選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畢
業生則不得領取證書。
另 10 日至 13 日開放夜間及假日協助辦理補
繳、退費事宜，淡水校園下午 6 時至 8 時止、
臺北校園則於下午 5 時至 7 時止，以及 14 日
（週六）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詳情請至財務
處網站（http://www.finance.tku.edu.tw）查詢。

有潛力，因此我很有信心。」
總決賽預計由 5 隊在美國紐約進行賽事，勝
出者有機會獲得總獎金 100 萬美元、並獲美國
前總統柯林頓頒獎。有興趣組隊參加初選的同
學，可到「2016 霍特獎在淡江」網站（網址：
http://www.hultprizeat.com/tamkang）查詢。

人，也能感受校慶的歡樂氛圍。淡江電視台校
慶轉播負責人資傳四姜楓表示，活動現場有主
播播報與新聞畫面的播放，轉播時程也視現場
情況機動調整。
淡江之聲公關組組長法文四葉睿涵表示，今
日除了上午 9 時起實況轉播外，還有企劃特別
節目，帶給大家校內體育、藝術和提升外語能
力等豐富資訊。淡江之聲線上收聽（網址：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吉他社戶外民歌 唱出自己的歌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4 日晚上，驚
聲廣場傳來悅耳的歌聲與吉他聲，現場聚集了
逾 120 位觀眾，星空下，一同聆聽吉他社「戶
外民歌－唱自己的歌」，這個主題是來自 1976
年「淡江事件」，校友李雙澤在校內高呼「唱
自己的歌」。活動總召統計二陳弘毅表示，「選
擇這主題是為了紀念人稱『民歌之父』的李雙
澤，他在過世前都提倡唱自己的歌，並不停地
創作。」現場以大型背板、多臺喇叭、七彩舞
台燈等，提供聽眾一場美好的音樂饗宴。
現場由吉他社社員輪番表演「情歌」、「第
三人稱」等 19 首曲目，並與 B-BOX 社合作，
演唱兩首饒舌歌，將氣氛帶到最高點。其中，
「我們的青春時代」用多首 8、90 年代膾炙人
口歌曲合成組曲，帶同學一同回憶青春時光。
大傳三陳冠妤表示，看這場表演使她回憶起大
二宿營與同學的點滴，組曲也是選用這個世代
在成長過程的共同音樂，覺得倍感溫馨。

詞創社期中成發 逾百人齊搖滾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一起「傾聽
少年的靈魂」吧！詞曲創作社於 5 日在覺軒花
園舉辦創作期中成發，由 7 組學生樂團輪番獻
藝，用音樂震撼淡江的夜，現場逾百人共襄盛
舉。西洋音樂社樂團也到場助陣，一同用原創
歌曲，唱出生活的體悟，現場歡呼聲不斷。
活動負責人西語三戴于萍說，「本次期中成
發受電影『漂撇男子漢』啟發，現場用噴漆海
報布置，人員皆要求穿著高中制服，營造出青
春放蕩不羈的感覺，讓人能重溫高中時期。」
社員運管三許育嘉分享，最喜歡三角洲樂團的
演出，不同於搖滾的輕快曲風很吸引人，演出
十分精彩，也觸發對音樂的熱情與感動。

管樂社室內音樂會賣力演出贏掌聲。（攝影
／何瑋健）

吉他社戶外民歌嗨
翻驚聲廣場，台上台
下共樂。（攝影／何
詞創社期中成發撼動覺軒花園。（攝影／林俊廷）
瑋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