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愛、尊重」6項公民
品格。已參與4次的陳
禹縉分享，這次的服務
經驗想再與育英國小持
續合作，未來希望能讓
教師和家長的參與，讓
品格教育能成為小朋友
學習良善的美好。

種子課輔社以環境教育守護家鄉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種子課輔社於7月9
至13日至屏東縣佳冬鄉羌園國小舉辦「淇波戰
士：來自大地的號召環境教育營」，5天活動
讓一至五年級42位小學生累積環境知識。活動
執行長、中文四田雅方說明，以「Keeper」守
護者諧音將活動命名為淇波，即是希望孩童能
成為家鄉的守護者，田雅方表示，活動中小朋
友回饋意願很高，可看到他們對家鄉環境的關
心，最後的營隊由服務員與小朋友一起成果發
表，與孩童建立良好情感，而留下美好回憶。
水上救生社巡迴講親水安全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水上救生社於暑假
期間至嘉義縣東石鄉東石國小、雲林縣水林鄉
中興國小、宜蘭縣大同鄉南山國小進行「107
年國民小學游泳與自救巡迴教學服務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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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500境外新生開學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於9月5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107學年度
境外新生入學輔導講習會，逾500位境外生參
與。校長葛煥昭致詞歡迎新生加入淡江大家
庭，表示本校推行三化教育，尤重國際化發
展，因現今國際移動力的世界趨勢，淡江極力
培養學子國際觀，2015年榮獲教育部頒發「大
專校院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充分體現
深耕高等教育品質。此次帶領新生了解校園文
化、學習資源及社團介紹，會中有熱舞社、醒
獅團帶來精采表演，另由境外校友及聯誼會分
享留學生活。馬來西亞同學會會長、大傳二李
思瑩說：「未來會舉辦多項活動，盼凝聚彼此
情感。」馬來西亞僑生、財金一劉承翰分享：
「來臺讀書的學費和權益相對實惠，希望多加
體驗認識新朋友，期許大學生活順遂。」

招生博覽會等你來加入

淡江時報地圖
　【本報訊】歡迎107學年度入學新生成為淡
江新鮮人，開學之際知道淡水校園之東南西北
嗎？知道各教學大樓教室代號嗎？
　來來來，快看這裡，淡水校園地圖讓你找到
位置。（繪圖／鄭雅心）

校友會獎學金即起申請
　【本報訊】本校台北市校友會為幫助淡江學子安心就學，提供多種類獎學金，
如二年級以上成績優良、自強（清寒）、熱心服務、陽光傷友獎學金及大一新
生專屬同心獎學金，凡有需求者可至線上申請至 10 月 2 日截止；此外，為讓在
校學弟妹能定期收到台北市校友會相關訊息，本次特地開放在校生完成註冊後
即成為準會員，就可定期收到獎學金、愛膳餐券申請資訊、畢業校友提供在校
學生的資源及活動的訊息。詳細申請辦法及流程請至校台北市校友會網站查詢。
（網址：http://www.taipeitku.org.tw ＼獎學金申請專區及愛膳餐券申請專區）。

　本校資管三王莉婷日前獲
得「2018 年世界盃電腦應用
技能競賽」總決賽之 Excel 
2013 第三名！王莉婷表示，
很高興能拿下第三名佳績。
近期將在本報校園話題人物
中看見她的努力故事。

我寨這裡柬單愛 10年不間斷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柬埔寨服務學習團
已邁入10年，以「我寨這裡柬單愛」前往柬國
蓮花佛院和禮圓佛院進行中文及電腦教學，本
次特地參訪暹粒省KAKO非營利組織，深入村
落了解當地偏鄉文盲識字教育工作，相互交流
教育服務理念。本次策劃、課外組劉彥君表
示，10年已邁向新階段，過去曾任服務員的同
學畢業後貢獻己力，持續為需要的人服務。
樸毅青年團品格成長營發展公民品格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樸毅青年團於7月
13至15日在淡水區育英國小舉辦「有品小公
民‧暑假品格成長營」讓30位小朋友了解品
格。活動隊長、歷史三陳禹縉說明，樸毅青年
團8年持續推行品格教育，藉由品格教育內容
讓孩子具有「公民責任、公平、感恩、真誠、

社團暑假暖心服務

住宿新生講習安全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松濤館、
淡江學園於9月1、2日開放入住，家長和新生
一同載往校園內進行報到手續，宿舍自治會人
員忙著指引報到程序。新生們掩不住成為新鮮
人的喜悅，家長們則觀察周邊生活環境、頻頻
叮嚀獨立生活的注意事項。住宿輔導組為使新
生了解住宿環境，於9月4日舉辦學生宿舍住宿
新生講習，住輔組組長張文馨表示，本次入住
新生2000餘人，其中境外生約有440人，希望
住宿生能多注意住宿規範，及多參與宿舍自治
會的活動，讓校園宿舍除了有居住的功能外，
更能成為大家互相學習和成長的地方。

　開學了，本校於9月6、7日舉辦107學年度大
學部、研究所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講習，衛生
保健組關心新生健康，特地與宏恩醫院合作，
在松濤美食廣場提供新生優惠健檢與保健諮詢
服務。（攝影／鄭少玲）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
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
組舉辦的社團招生博覽
會，以「走進五虎崗傳
奇」主題在海報街、書
卷廣場、圖書館前停車
場熱鬧展開，共有112
個社團參與，各屬性社
團紛紛使出渾身解數，
攤位利用海報等裝飾，
展現社團特色，如西
音社展示電吉他演奏方
式、日本麻將研究社則現場擺出四方城、動畫
暨漫畫研究社有Cosplay吸引新生，希望能加入
新的生力軍，共同為喜愛的事物努力；學長姊
也頂著豔陽日曬，即使汗流浹背，也親切地向
新生們介紹社團特色，解答學弟妹的疑惑。
　你錯過9月6、7日的活動嗎？不要擔心，9月
10至14日，社團招生博覽會繼續為新生介紹社
團，在招生博覽會中還有精美的超值獎品要送

淡江國際交流擴展全球視野

開學囉
 本 校 1 0 7 學 年 度 大 學
部、研究所新生開學典
禮暨入學講習於9月6、
7 日 在 紹 謨 紀 念 體 育 館
熱烈舉行，新鮮人懷著
興奮又雀躍的心情踏入
淡水校園，期待開展全
新且豐富的大學生活。
（攝影／鄭少玲）

３新社團登場
　【本報訊】開學了，校園裡新增許多大學新
鮮人展開熱鬧的校園生活，本學期，蘭陽校園
新增淡蘭滑板實驗中心和淡蘭桌遊社，淡水校
園則增加淡江大學印尼學生同學會，社團總數
達228個。本校社團分有學藝性、體育性、康
樂性、服務性、聯誼性、宗教性、音樂性、各
系系學會，以及自治性組織共9類，其中學藝
性有42個、體育性有34個、康樂性有26個、服
務性有18個、聯誼性有35個、宗教性有10個、
音樂性有16個、學會性有44個、自治性有3
個，豐富多元的社團，歡迎淡江新鮮人加入。

三國亞洲領導營鼓勵國際參與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與日本立命館大學、南韓慶熙大
學兩所姊妹校於8月6日至25日合辦為期三週的
2018亞洲領導營（Asian Community Leadership 
Seminar，簡稱ACLS），今年總計有來自4個國
家、20位學生參與三國（臺、日、韓）移動學
習的活動，8月19日學員們來到最後一站—淡
水校園。國際長陳小雀表示，「亞洲領導營是
年輕世代參與國際議題、擴展全球視野的重要
平臺，各位同學應為自己熱烈鼓掌，因為你們
充滿勇氣與智慧，且樂於嘗試及挑戰。今年在
淡江學習未來學，邀請大家從淡水歷史出發，
了解經濟發展，進而共同營建和發想美好未
來，期望各位同學收穫滿載。」
　參與研討會的20名同學於8月23日進行總結

淡江哪兒趣 走透校園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組與社團鍛造師為讓新生認識
淡水校園，日前共同舉辦「淡江哪兒趣-拼出社團夢」活動，由淡江社團幹部，
帶領著新生熟悉周邊校園環境。課外組組長陳瑞娥說明，本次分為「淡江趣」
是遊走校園認識環境；「淡水趣」是走訪淡水地區認識古蹟與文化；「社團趣」
則介紹校內九大屬性社團的特色。身為資管一新生許軒祥分享：「印象最深
刻的是學長提到 50 週年校慶吉祥物「海豚」代表淡江人有著遨遊四海的能力，
這也間接說明淡江校友遍布全球，也讓我不禁期待未來的大學生活了！」

小學生說明水上安全的重要性。參與成員之一
的水環二高偉翔說明，前往的小學並沒有設置
游泳池，因此以移動式游泳池讓小朋友學會游
泳的基本技巧，雖校內沒有游泳池，但仍有溪
邊或海邊水域，因此透過此次活動讓他們觀察
潮流變化、傳授緊急時的脫困和自救的方法。
二齊校友會百BANG魔法世界探索未來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二齊校友會於7月6
至8日至臺南市新化區那拔國小進行「哈利波
特的百BANG魔法世界」返鄉服務，3天有53
位一年級至五年級的小學生參加，二齊校友會
藉由此次活動除了為家鄉貢獻己力外，也與孩
童一同探索未來。活動隊長、西語二力于恩說
明，二齊校友會已經持續24屆舉辦返鄉服務，
是首次前往那拔國小進行服務，本次活動特色
是以英文教學推展國際觀，藉由社區服務和校
園環境美化幫助小朋友了解環保教育的重要。
西洋劍社牽起小手擊劍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西洋劍社於7月9至
11日在淡水區水源國小舉辦「大手牽小手擊劍
成長營」，與30位小朋友交流西洋劍的精神。
西洋劍社社長、西語二王潔渝分享，這是我們
第十一次舉辦活動，每次須攜帶西洋劍、面具
等相關器材背往水源國小，希望讓小朋友親身
感受西洋劍的擊劍樂趣。王潔渝說：「這次活
動很順利，以前曾經參加過的孩童也有幫忙指
導他們的學弟妹，當他們說『下次還要再見到
哥哥姊姊』時，覺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了！」
蘭陽志工服務隊英語營自然說英文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蘭陽志工服務隊於
7月8至10日舉辦「穿梭在銀河中的龍貓巴士暑
期英語育樂營」，邀請宜蘭縣60位三至六年級

小學生在蘭陽校園幫助他們開口說英文。活動
執行秘書、觀光二黃亦萱說明，本次安排手工
DIY、廚房料理、魔術課程等與小朋友互動，
讓他們自然開口使用英文，黃亦萱說：「跟小
朋友相處很愉快，留下很棒的回憶和經驗。」
彰化校友會傳遞科學知識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彰化校友會於7月
25至27日到彰化縣福興鄉永豐國小進行「小永
士‧豐科學」返鄉服務，共有35位一年級至五
年級小學生透過「認識科學」主題培養科學興
趣外，並激發小朋友勇於發表意見。營長、企
管三王亭茹介紹，本次活動規劃說書人、科學
實驗、食物DIY、運動會，以及RPG活動，讓
小朋友了解科學與生活的關聯性，尤其在科學
實驗和食物DIY的內容上，讓他們親自操作更
利於科學知識的傳遞。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於暑假赴柬國服務。（圖／課外組提供）

　有品小公民成長營中，與30位小朋友了解
品格教育的重要。（圖／樸毅青年團提供）

　小朋友在親水前先了解水上安全的重要
性。（圖／水上救生社提供）

　淇波戰士環境教育營讓小朋友累積教育知識
並關心家鄉環境。（圖／種子課輔社提供）

　暑期英語育樂營以紙風車製作結合教學讓孩
童自然說英文。（圖／蘭陽志工服務隊提供）

　大手牽小手擊劍成長營中，小朋友體驗西洋
劍的精神。（圖／西洋劍社提供）

　「小永士‧豐科學」營隊幫助小朋友認識生
活科學的樂趣。（圖／彰化校友會提供）

幫你找教室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9/10(一)
10:00

資傳系
黑天鵝展示廳

「心海三部曲－序曲」賴惠如創作
展

9/11(二)
12:10

教學支援組
B204

iClass學習平台導入工作坊（第一梯
次）

9/14(五)
10:10

教學支援組
B204

iClass 學習平台教室管理工作坊
（第一梯次）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江新鮮人健檢

　【本報訊】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加退
選課程」將於 9 月 17 日至 25 日辦理，各年級
加退選課程開放時間請至課程查詢系統（網
址：http://esquery.tku.edu.tw/acad）「 選 課、
註冊及繳費等須知」查閱。
　課務組提醒，期中退選課程的科目，仍須登
記於該學期及歷年成績單，且於成績欄加註
「停修」字樣（詳見「淡江大學學生期中退選
實施要點」），「呼籲同學應審慎規劃加退選
課程，避免留下記錄，並對所修習之課程認真
學習，努力不懈。」

9/17起開放學生加退選課

　社團招生博覽會，學長姊大展身手。（攝影／羅偉齊）

高中生體驗德俄暑期營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為讓高中生更
了解淡江以及學系特色，德文系與俄文系分別
於8月21及22日，舉辦高教深耕計劃「夏日德
語文學營」及「暑期俄語美食饗樂營」，各吸
引約20校40名高中生報名參加，讓他們初步接
觸德俄語言課程。
　德語文學營主要以德語課及文學作品探討為
主，透過「德語課」、「卡夫卡的世界」及
「文學中的愛戀」，介紹德語特色及基礎德語
教學，德國著名小說家卡夫卡的人生經歷與作
品探討，以及透過「少年維特的煩惱」中的愛

情觀來說明當時德國知識分子與社會的互動。
　俄語饗樂美食營則特別聘請俄式美食教師
Anna Nemytchenko親臨教導學生製作俄式美
食，同時讓學生了解俄羅斯的美食文化，另外
透過俄語字母歌教學及趣味俄羅斯桌遊，讓學
生感受學習俄語的樂趣。
　參加文學營的同學對課程內容給予肯定，讓
他們對德國有了更多了解；參加美食饗樂營的
同學們對此次活動的安排都覺得新鮮有趣，雖
然喜歡的單元不同，但都表示會將就讀淡江列
入未來的規劃。

給你；除此之外，也有社團在臉書粉絲專頁中
進行抽獎活動、影片宣導等，歡迎大家快上網
試試手氣。
　一年一度的社團之夜也於今日（10日）晚間
18時在學生活動中心登場，共有魔術社、熱門
舞蹈社、淡江火舞社、競技啦啦隊、卡波耶拉
等21個社團將參與演出，為新生帶來精彩的表
演，請大家踴躍參與。

報告，各個小組闡述了他們對於改變現在和創
造未來的看法及期許，並與其他組成員、老師
交換多元的觀點及討論可實踐的結果，學員們
收穫豐富。
　本校管科四王怡蓁開心地分享道：「可以走
訪兩國，與在地學生進行文化交流，體驗當地
學生的校園生活，讓我覺得非常有趣。」
德文系和俄文系進行淡水在地文化導覽
　【本報訊】為協助新生認識在地環境，俄
文系與德文系各於3日與5日舉辦「高教深耕計
畫：淡水在地文化俄（德）語導覽活動」，聘
請淡水文化基金會的專業導覽人，同時安排學
長姐透過翻譯給學弟妹們帶來主修外語的初體
驗，共計逾120名新生參與。
　俄文系導覽以淡水古蹟園區的名勝為主如紅
毛城、小白宮等，德文系則是老街踏查，透過
歷史、地理、文化等面向，為新生們細細訴說
這些古蹟的來龍去脈，豐富的內容讓大家聚精
會神地傾聽。
　俄文一孔祥辰和德文一江欣蓉都表示，透過
導覽員豐富且清楚的解說，對淡水多了一分認
識，參訪過程也透過聊天及討論認識了不少新
同學，更是個意想不到的收穫，有時間自己還
要再來逛逛，甚至朋友來時充當在地導遊，分
享屬於這個小鎮的故事。

　2018亞洲領導營交流國際議題。
（攝影／丁孟暄）

王莉婷 Excel 奪世界第三

資管三王莉婷獲2018年世界盃電腦
應用技能競賽Excel 2013第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