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公行四林奕宏：雖然高中時沒有沈佳宜，但還好現在有張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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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之夜大顯身手 炒熱現場Hold得住
上週三( 7日)晚上在學
生活動中心，20多個社團
熱力演出，展現淡江人的
熱情與活力‧(攝影／林
奕宏）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你找到心目
中的社團了嗎？7日晚間於學生活動中心舉
辦的「社團之夜」，總共有20個學生團體接
力演出，整晚高潮迭起，尖叫聲不斷！今年
全程觀賞演出的同學是去年的三倍之多，顯
示表演吸睛程度讓人無法離場！課外活動輔
導組專員李意婷表示，非常樂意給予學生屬
於自己的舞台，也期待今年社團有更多的創
新。社團博覽會執行長運管三黃煒中表示，
「希望學生會的力量能幫助社團，為淡江留
下驚嘆號！」
活動表演由西洋音樂社揭開序幕，樂團主
唱俄文二謝佳峰一出場就熱情大喊，「耶！
淡江社團全國第一！」並一口氣連唱三首
歌，讓觀眾大飽耳福，台下也不時傳來「學
長你好帥」的尖叫聲；詞曲創作社的「不
外露樂團」更是帶來自己的創作歌曲「城
市」，還加入了大提琴，讓樂團有不一樣的
味道；極限舞蹈社也帶來一連串令人驚豔的
高難度舞蹈動作，將晚會帶到另一個高潮；
另外，淡海同舟的服務員們，透過整齊劃一
的舞蹈動作，向每個社團精神喊話，願新的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今年的柚子好甜！境外生輔導組於8日在
宮燈教室舉辦「交換學生，外國留學生及大陸學生迎新中秋節餐會」，活
動吸引二百多名同學到場，現場更準備月餅及柚子，共同慶祝中國味十足
的「團圓佳節」！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隨時歡迎境外生向國際處
尋求幫助，「一定要讓大家有個溫暖的中秋節！」境外生輔導組組長陳珮
芬則說，「希望透過節日拉近境外生和台灣的距離，更藉此提供交流平
台！」
除了好吃，也有好聽！來自海地，入圍超級偶像歌唱比賽
16強的國企三克羅德特別獻唱表演，炒熱氣氛，他表示，
「還是在淡江表演玩得最自在，中秋節能跟大家一起過
實在很開心！」遠自西非聖多美來台的資工一法畢新奇
的說，以前從來沒有吃過月餅，「很好吃，讓我想多暸
解中秋節這個傳統節日。」今年入學的陸生，才剛抵台
灣就過中秋，問到是否想家，來自北京的大傳一羅靚直
呼，「不孤單！」反而對台灣的熱情印象深刻，「已經
有學姊相約到她嘉義老家度中秋了！」她也說道，在所
有月餅中，還是最愛「鳳梨酥」這味台灣味！

教程學生深耕國小 玩中學精神 黑天鵝展出
亂跑，或是不願意上課等狀況發生。」，參觀展覽
的數學三蕭雨柔覺得以航海王為主題相當有特色，
「用故事包裝更能引起學習的動機，有機會的話也
想和他們一樣，親自帶小朋友從遊戲中學習。」

輯彭杏珠，教導如何尋找專題方向，分析專題形成必
須具備的條件等。此外，過去曾在時報擔任過記者的
聯合晚報財經記者鐘張涵、中國時報攝影記者陳振堂
和攝影達人王文彥，教導記者如何在學校報導出具話
題性的新聞，以及新聞攝影中所需注重的細節和分享
小技巧，豐富且多元的課程為淡江時報的記者紮實的
度過暑假最後兩天。
今年也特別加入中國時報的參訪行程，除讓本報記
者對業界報紙運作更加了解外，也讓記者們現場觀摩
報社的作業情形，大傳四張莘慈開心地說：「這次暑
訓不論在攝影或是採訪技巧上，受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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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9/13(二)~9/16(五)
10:00~14:00

諮輔組
商館3F前擺攤

社區兒童服務隊淡江小太陽
隊員招募報名

9/13(二)~9/14(三)
16:00

職輔組

WORD2007-TQC暨MOS雙認
證研習課程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9/13(二)~9/14(三)
11:00

課外組
學生活動中心

二手書市集

9/13(二)
19:00

創業研習社
L417

昱訊電信總經理施宗耀，演講
主題：社團所學讓老闆告訴你

9/13(二)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ASIC AEROIC（基礎有氧）

9/14(三)
13:30

研發處
驚聲國際會議廳

北區保護研究參與者聯盟教
育訓練暨說明會

9/15(四)
19:30

舞研社
體育館1樓

舞研社迎新

購屋，就可以在台北市買房，從空間、經濟等
各角度著手，構想出不同計畫，讓輕鬆購屋不
再是夢。12組作品於上週四（8日）舉行最後
評圖，並邀請總工程師徐燕興、林旭陽與建築
師曾柏廷到場給予作品建議。除了有機會可
以交流日本平實風格的建築設計概念外，參
加工作營的建築四盧彥臣表示，也因此認識了
很多外國朋友；而建築四廖苡斯印象最深的，
就是日本學生的耐心和巧手，「在製作房屋模
型時，他們都會親手做精緻的傢俱，相當可
愛。」

僑輔組於100學年更
名為境外生輔導組，
多年來在商管B406服
務了數千名僑生，在
僑輔組服務了10年的
組員許雅惠表示，對
這個地方還是會很懷
念，雖然換了地方，
但也希望學生可以一
樣把新的環境當成家
一樣多回來逛逛！組
長陳珮芬也表示，原
本的辦公室比較小雖
然較擁擠，但也感覺很溫馨，新環境更大更寬敞，學生在新的活動空間可以更舒適、也希望可
以像在這邊時這麼熱絡！境外生輔導組預計9月底之後搬至驚聲大樓。

反菸連署齊按讚 春暉社舉牌倡無煙校園
師培中心於6日在黑天
鵝展示廳舉辦「與史懷
哲相遇在黑天鵝」成
果發表會（攝影／梁琮
閔）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春暉社於13至16
日舉辦「全校全面性禁菸」舉牌活動，在大
學城與水源街樓梯口前進行反菸聯署簽名及
合照，照片將放上facebook春暉社專頁進行宣
導，歡迎同學為維護校園空氣品質共盡一份心
力，建立無菸害校園。另外，由生輔組主辦，
春暉社承辦的「無菸害勸導隊」，將首次前

身心障礙師生座談 120人與會交流

暑期研習充電 學長姊回饋勉勵多

831.indd

日期/時間

僑輔組走入歷史 歡聚過中秋

境外生在淡江過中秋，開心的把柚子皮帶在頭上一同
體驗台灣過節習俗（右圖），超偶歌唱選手國企三克羅
德也到場獻唱﹝左圖﹞。（攝影／羅廣群）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暑假來臨，淡江時報的
記者們不忘精進採訪能力，於3、4日於淡江大學台北
校區校友會館參加暑期記者研習會，創辦人和校長雖
無法蒞臨，仍以蘋果和水梨鼓勵記者們。而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在開訓典禮中，提醒記者應對採訪領域深入
理解，才能問「對」問題。另外，時報前任編輯熊君
君也於暑訓時驚喜現身，與記者分享業界的工作「甘
苦談」，更以「一次的成功背後需要一萬次的努力」
來激勵大家努力學習。
今年課程不僅邀請近年來大受好評的大誌雜誌(Big
Issue)執行長暨總編輯李取中，向大家分享專訪及塑造
受訪者個人特質的技巧，也邀請遠見雜誌資深副總編

淡水校園

建築系 日本女子大學工作坊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日前與
日本女子大學建築系，在本校合辦為期11天的
「2011 TKU╳JWU Housing Workshop Taipei／
Tokyo」工作營，由61名本校學生與29位日本
女子大學學生，混合分為12組互相交流經驗，
負責老師建築系助理教授畢光建表示，日本學
生在設計上的訓練非常強，分析能力很踏實；
台灣學生則在執行上速度快，「尤其在英文程
度方面，以往都是台灣學生較強，但日本學生
有越來越進步的趨勢。」
本次工作營以「首購屋的經濟住宅」為主
題，以榮星花園北邊為基地，設計出以第一次

境外生中秋團員在淡江

【記者梁凱芹、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師培中心
於6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與史懷哲相遇在黑天
鵝」成果發表會，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以及合作本次服務活動的忠山國小校長林素
琴，與三芝國中校長蔡安繕皆一同出席，肯定活動
成果。張校長於開幕式勉勵，「開學第一個展覽就
由這麼有意義的活動打頭陣，相信也讓學校活動開
始活絡，更希望服務學習的理念能持續下去。」
本次活動配合教育部「教育史懷哲專案」，由49
名修習教程學生，進入忠山國小與三芝國中，分為
Ａ、Ｂ兩組，依年齡規劃特色課程。忠山國小Ａ組
以介紹拉丁、英美等文化為主題，規劃出繪製各國
國旗，與西班牙文兒歌教唱等課程；三芝國中Ａ組
則以航海王為故事背景，將數學座標等觀念融入在
遊戲中，並且帶入國際觀的知識。
忠山國小Ｂ組組長管科所博二黃麗芬表示，這次
活動給每個成員一次「震撼教育」，「一開始可
能會以為小朋友們都很乖巧，但其實都會有小朋友

一年社團都能夠更上一層樓；而空手道社及
跆拳社將原本較嚴謹的武術結合戲劇及有氧
舞蹈等方式呈現，更加入了「hold住哥」橋
段，及驚險的「擊破表演」，當瓦片及木板
被擊破時，全場響起熱烈掌聲；而壓軸的熱
門舞蹈社也不惶多讓，還未出場就受到高分
貝的尖叫聲歡迎，精湛的舞蹈動作更是讓全
場為之瘋狂。
空手道社長公行三洪雪玲認為，雖然今年
將社團列為必修有許多不同的聲音，但或許
能夠帶給原本不參與社團活動的同學不一樣
的體驗，甚至愛上社團活動，她開心地說：
「必修化能夠讓社團增加更多社員和經費真
是太好了！」資圖一宋永萱表示，看到每個
社團熱力十足的表演令人非常期待大學生
活。會計一邱詠晴則說：「看完表演後，我
最想加入國標社，好好體驗社團活動！」

活動看板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每學期
由盲生資源中心舉辦的身心障礙學生
暨家長座談會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
舉行。與會約120人，由校長張家宜
主持，會中由相關處室長官進行服務
宣導，另有家長分享子弟求學的親身
經歷，學生也提出校園安全、硬體設
備、選課等問題，交流熱烈。
會中教務長葛煥昭、總務處節能與
空間組組長姜宜山、圖書館副館長鄭
麗敏、體育室主任蕭淑芬、學習與教
學中心執行長游家政、資訊處資訊長
黃明達進行相關業務報告，並表示有
任何需求都樂意幫忙，如軍訓室主
任陳國樑提到「一通電話，服務就
到！」；學務長柯志恩則針對社團學
分化表示將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參與社
團，對此課外活動輔導組專員許晏琦
表示，於SG201將設有諮詢處服務。
綜合座談中，張校長保證，將孩子
送進淡江絕對是明智的選擇。現場相
關處室人員詳細回覆提問，也有家長

感性地分享自己陪讀的心路，並提到
身心障礙生的學費減免措施沒有優惠
陪讀的家長。對此柯志恩表示，此問
題牽涉法律層面，已超越學校層級，
但如心理諮商部分會盡力提供協助。
另外，現場多位同學提出校園安全問
題，如航太碩三黃健彰、歷史三的鍾
佳良都提到，學校許多動線如大忠
街、往游泳館路上有花盆等障礙，導
致身障生行動有困難，大學城也沒
有斜坡道可用。對此姜宜山回覆，會
針對問題中的動線改善，但設置大學
城斜坡道需再與校外單位協調。另指
出，會立即改善公行二黃健洲所提，
商管大樓點字牌老舊、消失等問題。
針對歷史碩三呂昆彥提到選課的困
難，葛煥昭表示，可由課務組代選，
或向盲生資源中心提出專案處理。此
外，鍾佳良也提到住校內宿舍的可能
性，柯志恩解釋，男生宿舍校內只有
麗澤，需和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溝通。

進社區進行反菸宣導，報名日期即日起至23日
止，表現良好的前十名優先取得床位資格並獲
獎狀一張，報名請到SG144春暉社社辦或B401
洽軍訓室教官宋玉蓮。

愛滋毒品ＮＯ 秀創意拿大獎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由世界和平婦
女會、全球和平聯盟舉辦的「2011防愛滋反毒
糾團闖關暨創意宣導活動」開跑囉！包括四格
漫畫徵選、創意短片募集、揪團闖關有獎徵答
等，並提供高額的獎金獎品！希望有志青年發
揮創意，將反毒與防愛滋的觀念融入其中。歡
迎上網搜尋「愛滋毒品NO」報名參加，或洽
生輔組B401宋教官。

本學年獎學金開放申請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0學年
度第1學期大學部校內獎學金開放申請 囉！
即日起至20日截止，辦理時間為早上8時20
分至晚上8時，申請項目包括：「驚聲 獎學
金」、「僑生獎學金」等23項，每人限定申
請2項，繳附證件須一次交齊，如有缺 件或
不符者，將視為棄權。欲申請者請上網登錄
（http://163.13.243.42:8080/AA/login2.jsp），並
填妥網路申請表各項資料，連同應繳證件送至
課外組（SG315），台北校園請洽聯合辦公室
（D106室）陳小姐；蘭陽校園請洽聯合辦公室
（CL314）田先生辦理，詳情請上課外活動輔
導組網頁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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