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本校68週年校慶蛋捲節暨園遊會
將於週六（3日）上午10時在書卷廣場和海報
街登場！學生會於今年以「淡朝範」為題，取
自「淡江朝向典範」之諧音，安排相關系列活
動。本次場佈負責人、中文三麥麗雯說明，為
了讓參與校慶的師生、校友都能感受到快樂的
氣氛，準備露天KTV歌唱時間，讓大家可以一
起歌唱；也有舞蹈研習社、烏克麗麗社等社團
參與表演；特別的是，現場特地準備古代各朝
代服飾，讓你變裝打卡自拍，在社群媒體上與
朋友互動。麥麗雯指出，為了增加活動的豐富
度，另外還有遊戲闖關集點活動，只要集滿點
數就可以參加抽獎外，也邀請公益團體參與，
園遊會中還有澎湖校友會等校友會販售特色美

食，將讓你有個難忘的校慶活動。千萬不要錯
過，趕快前往參與。
創意氣球社校慶場佈飄中國風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創意造型氣
球社為慶祝本校創校68週年，與學生會合作以
「淡朝範」為主題，分別在海報街及書卷廣場
協助場地布置。這次的布置中，在海報街中，
將有精心製作之龍身氣球攀繞於氣球拱門上，
呈現出濃厚的中國古典氣息，看來十分莊嚴、
典雅；而書卷廣場上將會設置空飄氣球，提供
大家拍照留念。此外，創意氣球社也於當天在
海報街中設置愛心攤位，只要以3張發票或新
臺幣20元即可兌換一顆貴賓狗、兔子、雄獅等
多樣造型的精美造型氣球，亦可指定造型讓工

作人員現場製作，創意造型氣球社表示，校慶
當天最後的所得金額和發票張數，將全數捐贈
給華山基金會，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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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4
期中考 11/12 起登場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中考將於 11 月 12 至 18 日登場。本
次日間部由教務處統一排考，進學班由授課教師於考試週安排在原上課時間及
教室舉行考試或照常上課。課務組在考前一週將開放 B119 供同學溫書，開放時
間為 11 月 5 至 9 日下午 18 至 22 時、10、11 日上午 8 至 17 時。課務組提醒，
考試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應考，未帶前述證件者，
應提前至註冊組申請臨時學生證。考試週請勿任意搬動桌椅或撕掉座位號碼。
考試期間請至校務行政資訊查詢系統（http://sinfo.ais.tku.edu.tw/eMis/）查詢。

　德文系於 10 月 31 日晚間，在牧羊草
坪舉行一年一度德國啤酒節，系主任吳
萬寶與逾 3 百名師生同樂，讓大家在校
園內也能體驗德國的文化。當天傍晚雖
下起雨來，但大家熱情不減，在雨中與
舞研社、Beatbox 社一起感受德國的傳統
節日。（文／李欣倪、攝影／施宥全）

吉唧叫戶外民歌開唱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於 10 月 29 日晚間 18 時 30 分在同舟
廣場舉行第 46 屆「吉唧叫」戶外民歌活動，約有 120 名參與。活動負責人資
管三葉杰翰表示：「舉辦戶外民歌是希望讓更多人感受到吉他的美好，並藉
此活動喚起大家對音樂的熱情與感動。取名『吉唧叫』是想顛覆大家對吉他
社的文青既定印象，特別來一個較無厘頭、不一樣風格。」本次演出均由吉
他社社員擔綱，共表演 17 首曲目。一開始先帶來美秀集團的〈一隻雞〉歌

曲，與活動相互呼應，接著演唱
獲 29 屆金曲獎的茄子蛋樂團〈浪
流連〉，讓氣氛帶至最高點。下半
場由吉他社之芒果醬樂團開唱〈目
標是神奇寶貝大師〉，現場充滿童
趣，主唱郭佐治說：「選這首歌，
希望能讓大家回想起曾純真的自
己。」最後，帶來 Vast&hazy 的〈獨
一〉曲子，在社員的男女合音中，
整個活動在掌聲及歡呼中落幕。觀
眾、中文二戴憲宗認為：「看到表
演者每個都唱出自己的歌，是場很
棒的表演！」（攝影／麥麗雯）

活動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3(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怒海爭鋒：極地征
伐」

11/3(六)
9:00

遠距組
I501、I601

翻轉教學教學實務應用工作坊

11/5(一)
18:30

學生會
B713

淡江公民計畫

11/8(四)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叢林海戰

11/10(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叢林海戰

校慶園遊會一起

蘭陽校園玩西洋棋
　【記者林毅樺蘭陽校園報導】為了推廣西洋
棋並培養師生的藝術細胞，蘭陽校園主任室在
10月29日晚間於CL506舉辦全住宿書院藝術品
味主題中的「出棋制勝：西洋棋入門」活動，
邀請臺北市西洋棋協會理事長王瑟詠與西洋
棋國家B級教練袁嘉谷到校進行西洋棋入門講
座，活動吸引40人報名參加，袁嘉谷先講解西
洋棋的基本知識、基礎遊戲規則和各子力的分
數價值，並介紹king（王）、queen（后）、
rook（車）、bishop（象）、knight（馬）、
pawns（兵）的走法及簡單的入門技巧，建立
西洋棋入門者基礎概念。袁嘉谷表示，「西洋
棋不但可陶冶學生性情，還可培養邏輯能力，
具寓教於樂的教育功能。」一番教導之下，袁
嘉谷開始安排兩人一組的對弈練習，讓初學者
體會環環相扣的西洋棋技巧，西洋棋那看似簡
單的遊戲規則，實則暗藏玄機。
　住宿導師莊晏甄特別準備了五份西洋棋當做
獎品，由袁嘉谷以電腦模擬棋盤，讓參加者搶
答要下哪顆子以及兩邊相互吃子後所得的分數
為何，師生一起競相搶答拿獎品，歡呼聲不
斷，藉此讓學員更能理解西洋棋的思考邏輯及
更能清楚子力價值，活動期間，時尚飲品社更
為師生們準備的水果茶，增添不少樂趣。

國際大使團Bloody Halloween派對吸睛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10月31日晚
間，國際大使團與外籍同學聯誼會在同舟廣場
合辦「Bloody Halloween」派對，與超過百位
同學一起同歡，派對現場萬聖節氣氛濃厚，會
場籠罩在藍紫色燈光下，不時有煙霧彌漫、滿
臉鮮血的「鬼」走過，大家伴隨著音樂起舞，
一起享受派對氣氛。國際大使團副社長西語二
李姿儀表示，本次活動藉由共同合辦的方式，
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一起歡度萬聖節。
　現場備有餐點、小遊戲與大家交流外，還有
2條鬼屋闖關遊戲讓大家驚呼連連，舞臺上的
主持人帶領大家進行恐怖箱遊戲，當參與者伸
手入恐怖箱時，不禁讓人屏息以待。
　而另一個木乃伊遊戲中，參賽者須用最快速
度包裹自己好友成木乃伊，激烈逗趣的模樣令
人發笑。活動最後，票選「最佳服裝」2名，
在全場掌聲中接受頒獎。
　來自加拿大、全財管學程二樓嘉豪表示，遊
戲很有趣，而DJ跟現場氣氛配合得很好，讓大
家很開心，感覺這派對很棒！

創意氣球社設計恐怖鬼屋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為響應萬聖
節，創意造型氣球社於10月31日晚間7時，在
工學大樓E313舉辦社團小型鬼屋，吸引逾40名
社員熱情參與，歡度萬聖節。小小一間教室，
經過幹部精心設計後，搖身一變為恐怖鬼屋。
　在恐怖屋的布景內，以滿片黑色塑膠垃圾袋
為背景，上面印著無數血手印，並有擬作手掌
的充氣血手套懸掛著，以及仿斷臂的模型散落
地上，氣氛詭異。動線上，巧思調整桌椅位置
以固定行進路線，並設有僅能蹲爬前進的小型
隧道，幽閉穴內，耳邊尖叫聲不斷，幹部們扮
成安娜貝爾、木偶人及獵奇版皮卡丘等造型，
出奇不意的嚇人。
　來到恐怖箱試膽遊戲，須依指令將手伸進撒
入果凍粉的水缸中尋找指定物品，在黏稠濕滑
感，以及不知內容物的恐懼感中，達成視覺、
聽覺、觸覺的感官刺激，為活動帶來最後高
潮。社員、電機三楊智安分享：「鬼屋非常好
玩，氣氛的鋪陳讓人印象深刻，和不知道幹部
們什麼時候會嚇人，真的挑戰自己的膽量。」

萬聖節裝扮搞鬼搞怪

高教深耕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4(日)
13:00

資傳系
O205

Wordpress教學(下)

11/5(一)
18:00

境輔組
驚聲大樓10樓
國際處交誼廳

104人力公司-英文面試技巧及履
歷撰寫(中文場)

德國啤酒節雨中嘗鮮

彩妝週玩時尚二手衣夯環保

2018彩妝週體驗彩妝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彩妝社於10
月29至31日在海報街舉辦「2018淡江彩妝週-
『妝』扮萬聖節」，邀請peripera、Miss Bunny 
邦妮兔等知名美妝品牌到校擺攤，透過產品試
用、美甲作品展示、打卡等，提供本校師生彩
妝流行資訊；彩妝社亦設計拼圖、默契大考
驗等闖關遊戲，與大家一起體驗彩妝的樂趣。
活動總召、教科三張一諾表示：「今年人潮比
『我們』預期的還多，希望大家玩的開心，也
請支持彩妝社活動！中文三謝孟真說：「這次
所提供的品牌剛好是我喜歡的，就想試一試手
氣來抽活動禮包，在遊戲過程也很開心。」

淡大盃36隊搶冠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7 學年度「淡
大盃全國排球邀請賽」於 10 月 28 日在紹謨紀
念體育館成功落幕，此次比賽邀請來自全國大
專院校熱愛排球的一起切磋球技，有 49 所學
校報名，男排 24 隊、女排 12 隊，約有 409 人
參賽，比賽高手雲集、精彩非凡！ 36 隊來自
不同大專院校的學生經過廝殺後男子組冠軍為
「三枝的家」、亞軍「達億鐵材行」、季軍
「拜託啦」、殿軍「振輝工程」。女子組冠軍
「台大女排」、亞軍「奇異果博士」、季軍
「Peace」、殿軍「一起哈草」。校女排隊長、
國企四簡亞婕表示：「這次淡大盃我們不斷嘗
試不同陣型，以挑戰大專盃的更遠目標。這次
比賽更發覺隊友間的默契是最重要的！將會以
這次比賽為借鏡，修正錯誤後再繼續努力！」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無論晴或雨，
諮輔組都陪著你，在行人徒步區宣導網路沉
迷、性平知識，以及生命教育，以絹印DIY、
性別伸展操和做個專業快樂人的活動，讓師生
在活動中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在「絹印日常
網外開拓」中，絹印之前先要「張版」，選擇
喜愛圖案和顏料放在絹網上，再用刮版刀以45
度角輕刮至杯墊上，不少同學最後都成功印出
清晰、漂亮的動物、小花等圖樣；「性別伸展
操」則掛著彩虹旗和海報，與負責老師針對多
元性別進行問答，就可抱走咬線器等紓壓小
物。而交織的線路地圖作為海報呈現的「做個
專業快樂人」十分吸睛，透過情境問題的互
動，幫助學生找出適合自己的志工類型，並響
應食愛計畫。英文四張洪霏表示：「諮輔組將
議題融入在活動中的想法很好，既生動又有趣
的方式表達，十分期待下次活動。」

　 【 記 者 麥 麗 雯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音樂文化社於10
月26日，邀請音
樂教學20年經驗
之 沈 伯 勳 ， 到 校
演 講 「 茫 茫 音 海
找 方 向 — 找 尋 我
的 音 樂 之 路 」 ，
與35位學子分享
他的音樂之路。
　曾出演夏川里美、陳琦貞等演唱會、參與
「春天吶喊」、「野台開唱」各大獨立音樂祭
的沈伯勳強調，現場演奏和影音後製的不同，
現場每項樂器的音色和音頻不同，所以配置非
常重要並且要音頻平衝，和控制好音量所產生
的震幅，才能把現場的表演完全符合音樂的原
貌。當同學提問雙吉他的演奏技巧時，沈伯勳
現場示範且音頻不要在同一個八度，以區分兩
把吉他的層次感，他建議，可使用不同節奏去
呈現兩種音樂感覺。社長教科三謝儀馨表示：
「我們大多的社員都是新手，比較沒有舞臺經
驗，所以請老師來分享現場表演要注意的事項
和技巧，希望可以讓學員有更多的收獲。」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注意！本學期
加退選後一般生和就貸生（家庭年收入114萬
元以下者）收退費辦理時間為11月5日到11月
30日，請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網址：https://
school.ctbcbank.com）繳款。
　出納組（淡水校園、臺北校園）配合辦理補
繳、退費時間自11月7日到9日晚間6時至8時。
補繳、退費單將於11月5日由各系所轉發同學
（提供郵局帳戶者，已於11月3日優先撥入帳
戶）。詳情請至學生校級信箱收信或財務處網
站（網址：http://www.finance.tku.edu.tw）查
詢。另財務處配合出納組調整服務時間，自本
學年度起，除了加退選收退費期間之外，取消
淡水校園每週三夜間值班時間（原為每週三下
午5時至7時）。

加退選補繳退費5日開始

各系校慶活動照過來

沈伯勳談音樂之路

國樂社到安老所義演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10 月 28 日，
國樂社一行 13 人前往臺北仁濟院附設仁濟安
老所進行義演。社員們盡展所長，運用手上吹
管、彈撥、拉弦、打擊四類樂器，以嫻雅的姿
態與紮實的功底為現場超過 20 位觀眾表演了
〈花好月圓〉、〈茉莉花〉、〈丟丟銅仔〉等
10 首動聽樂曲。
　社長國企二鄭卉紜表示，這些曲子對長者來
說比較耳熟能詳，能夠喚起他們的親切感與共
鳴，輕鬆投入享受的狀態。另外亦要感謝樂團
成員的辛勤排練，才能令此次表演如此成功。
演出臨近尾聲時，社員們更為爺爺們伴奏，讓
他們上臺合唱〈燒肉粽〉和〈望春風〉，氣氛
一片和樂。
　參與此次義演的數學三陸庭瑜分享，演出前
十分擔心出席人數太少，沒想到當天捧場的老
人家十分多。在表演結束後，他們更笑容滿
臉、和藹可親地誇獎我們演奏出色，依依不捨
地說「下次再來」！讓我們備受感動。還有奶
奶提議，希望下次義演可以表演日語歌曲。期
待未來能夠再訪仁濟，把歡樂帶給大家。

　淡大盃全國排球邀請賽於10月28日在紹謨紀
念體育館中激烈開打。（攝影／羅瑋齊）

反毒海報設計賽開跑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生輔組舉辦
「淡江無菸毒、你我超幸福」拒菸反毒海報
設計創作競賽開跑囉！即日起至 11 月 15 日
中午 12 時止，此次主題為「無菸淡江、你我
健康」，評分標準分別為創意 30%、符合主題
20%、影響力 30%、使用技術 20%；收件格式
包括 PNG 檔、PDF 檔、JPG 檔，並請將作品
以電子檔儲存至 USB 隨身碟，送交至商管大
樓 B401 邱順興教官。最後將有機會抱回第一
名優勝獎金新臺幣 3,000 元，第二名可得 2,000
元、第三名為 1,000 元，歡迎同學踴躍參加。

絹印DIY宣導網路沉迷
　 創 意 氣 球 社 於 萬 聖 節
中 ， 將 Ｅ 3 1 3 布 置 成 恐 怖
鬼屋，幹部們裝扮安娜貝
爾等人物與社員歡度萬聖
節。（攝影／黃莉媞）

　 國 際 大 使 團 與 外 籍 同 學 會 的
Bloody Halloween派對中，大玩木乃
伊遊戲。（攝影／李穎琪）

衣呼百應交換百件二手衣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諮商暨職涯輔
導組於10月23日至25日舉行「衣呼百應」二手
衣交換活動，徵收衣服期間受到校內師生支
持，總計收集超過100件狀況良好的服裝，活
動期間，不少同學抵達永光廳，手拿交換小卡
挑選心儀的衣物，現場還有「私の小本奔—我
的正向宣言活動」，讓參與者於筆記本寫下至
少三個正向的自我期許。負責人之一諮輔組輔
導員林宇倫表示，本次活動順利圓滿，希望藉
由這二手衣物的交換、捐贈或是改造等方式，
提倡環保和減少浪費的想法。

淡朝範

　（攝影／ 施宥全）

　（攝影／ 丁孟暄）

　（攝影／ 蔡依絨）

　（攝影／ 麥麗雯）

數學系
9:00 系友返校日系慶60週年暨楊國勝

教授80大壽餐會（鍾靈中正堂）

校友服務暨資發處
10:00 法式歡迎會、校友返校慶祝活動、世界校友會會員大會

、世界聯誼茶會、校友聯誼茶會（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物理系
9:40 55週年系友返校活動（騮先紀念

科學館）

中文系
10:00 中文系系友茶會活動（L307）

統計系
10:00 系友回娘家活動（體育館1樓社辦

廣場）

航太系
10:00 航太系系友聯誼會（E819）

化材系
10:00 系友畢業逢十同學會（E787）

水環系
10:00 畢業逢十系友回娘家（E680）

德文系
10:30 55週年校友回娘家（T604）

日文系
13:00 日文系系友回娘家（HC107）

俄文系
13:30 系慶暨紀念劉華夏老師音樂會（

文錙音樂廳）

教科系
14:00 教科系系所友會（ED201）

會計系
10:30 會計系創系55週年餐會活動（學

生活動中心）

公行系
10:30 公行系獎學金頒獎典禮暨校友座

談會（B1104）

經濟系
13:00 經濟系系友大會（B704）

企管系
14:00 企管系系友聯誼會（B302）

澳門校友會
15:30 澳門校友會足球友誼賽（操場）

　【本報訊】今日（3 日）各院系所舉辦各式
慶祝活動（如下表），歡迎校友相偕回母校與
師長、同窗聊聊求學時光，歡迎大家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