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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三陳芝嫻：老師！你的課不是我們不修，是我們修不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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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社團學分 這樣修

社團設立認證長 協助修習社團學分
【記者李又如、陳思嘉、洪予揚、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學
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14日針對社團課程認證長舉辦說明會，共
有130個社團、159位同學到場參與。課外組在會中說明認證程
序、注意事項，例如新生和社團幹部在學分化課程認證上的標
準流程，要讓社團學分化課程更順利推行。
教學卓越計畫助理教科四林柏宇在會中說明，新生須修畢大
一下學期的「社團經營入門」課程；還要在同一學期、同一社
團中參與活動，獲社團認證長3次認證，並於任一學期中執行
社團活動擔任工作人員，且繳交結案報告，整個「社團學習與
實作課程」才算通過。各社團會指派一名社團內的成員為認證

長處理認證事宜，如樸毅青年團公行三洪祥瑀表示她身兼二
職，是副團長也是社團認證長。而各社團的認證方式也不太
相同，像彩妝研究社社長大傳二林琪娜提到，除了舉辦2次可
供認證的活動外，在10次的一般社課中須參與3次才可得1次認
證；而天文社社長物理四王正平則表示，「天文社是將社團較
大型、重要的活動列入認證活動，本學期總共舉辦3次。」
「我覺得社團必修化後，會增加社團負責人的工作負擔。」
企業模擬社社長英文三黃柏勳覺得，新生也似乎還沒進入狀
況，對社團的影響目前還有待觀察；王正平也認為會有一些非
自願性的社員加入可能影響社團向心力。而詞曲創作社社長財

金三謝汶權卻覺得，其實必修化對社團影響不大，有更多人力
可以辦活動是很大的優點，但他也說，「這樣會面臨社團場
地、時間及器材不夠用的窘境，希望學校能為音樂性社團解決
問題。」本來就想玩社團的中文一張耀文覺得，「這樣的體制
根本讓我賺到了！加社團，大學生活才會完整！」運管一林廉
棟也說，「只要實力堅強還是能兼顧社團與課業。」但也有人
持反對意見，電機一蔡文凱就認為，想玩社團的人就會去玩，
不用強迫。

社團學分 這樣玩

社團迎新大集合
讓在場觀眾驚呼連連！資圖一陳語時用崇拜
的語氣說：「看見高難度的動作，不僅沒有
熄滅想學好溜冰的心情，反而激起我愈挫愈
勇的動力。」
透過遊戲讓迎新更有趣！競技啦啦隊讓新
生在遊戲中也能有當啦啦隊員的成就感！
13日在游泳館大廳舉辦的「SPIDER迎新
會」，吸引近40名同學參加。競技啦啦隊社
長運管二楊賢美覺得，這次用啦啦隊技巧
設計關卡讓學弟妹闖關，參與同學不但都很
興奮，也引起更多人的興趣，「很多人在結
束後還會留下來問問題，還說想學後空翻
呢！」
攝影社也於15日舉辦迎新闖關，150位社
員化身為小偵探尋著線索探險，經歷一趟校
園尋寶之旅，最後獲勝的組別每人還可再抽
Lomo相機一台！而證券研究社於14日的迎
新活動，邀請到柏瑞投顧顧問蔡協錚進行情
境式的問答遊戲，吸引了近百人參與！證券
研究社社長國企三楊尊堯表示，這次的迎新
是歷年來最盛大，希望能透過遊戲的方式讓
同學們輕鬆接觸到投資理財，進而產生興趣
去瞭解。

員林玉屏表示，希望透過說明會，增加
陸生們對課業學習及各項生活須知有基
本的認識，也讓遠赴異鄉求學的陸生們
感受到淡江的溫暖及活力。
來自北京的大傳一彭夢瑤說，淡江社
團多元，和大陸的學習風氣很不一樣，
「同學也很熱情友善！」同樣來自北京
的英文一施博雅表示，希望趕快拿著悠
遊卡搭捷運遊台北！廈門來的大傳一倪
天韻則說，「台灣人都很喜歡吃雞排，
大學城的雞排店我就吃了好幾次呢！」

小馬感人開講 分享公益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由諮商輔
導組與僕人領袖社合辦「大咖研究所」系
列講座於13日晚上7時，邀請金鐘獎最佳
行腳類節目主持人小馬（倪志強）在文錙
音樂廳，分享如何面對挫折然後回饋社會
的歷程，談論到年輕時候的荒唐，踏上演
藝圈之路，直到現在成立了公益環保社團
「愛無限I Will Share」，以心路歷程勉勵
每位師生，整場座無虛席，觸動台下每個
人的心弦。
「不怕你們笑，咻比嘟華的『比』就是
在說我『Bad』的意思。」小馬透露自己
年經時遊手好閒、無壞不作，直到一場大
火差點失去親人時，才領悟到自己必須改
變，後來在偶然的機會下接了旅遊節目，
前後遊歷了50多個國家，讓他開闊了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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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尤其是在越南看到許多二次大戰畸形
兒的不幸，以及其他過著貧窮困苦生活的
人民之後，開始體會珍惜生命和感恩惜福
的重要。
小馬在2009年成立「愛無限I Will
Share」，並前往莫拉克颱風災區協助重
建災園，為需要幫助的人付出一份心力。
該團體3年來參與了許多環保和愛心活
動，小馬補充道，生命中有許多轉彎，他
選擇奉獻自己，也唯有對物質上的東西淡
泊之後，才能找到生命真正的價值，希望
透過一場場的分享，在每個人心中播下一
個希望的種子。統計四王湘綺在聽完演講
後表示，活動中她感受到正向的力量，也
從小馬的故事中實證到人生真的是充滿著
希望。

書展﹁閱讀 ‧
黃金的
種子﹂在黑天鵝開賣，同
學把握機會選書撿便宜。
︵攝影／羅廣群︶

二手書市集共有30個學系一
同參與，募集到近1000本教科
書，其中以日文系募集到最
多，共286本。另外，亨利出
版社舉辦的書展，約有4200本
書，有78折的優惠。今年特別
設置10元特賣區，讓同學們撿
便宜。亨利出版社人員陳乃勤
指出，「淡江的同學特別喜歡
語言類的書籍。」
二手書市集以往只有學生會
進行校內宣傳，今年由各學系
提供人力一同宣傳。二手書市
集執行長物理二許鉦揚表示，
希望校內活動都能結合許多不
同單位的力量，這樣才能真正
落實各項活動的理念。在暑假
期間，也提前舉辦小型說明
會，因此與系學會之間的合作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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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輔組

08:00

9/19(一)~10/4(二)
08:00

9/19(一)~10/4(二)
08:00

網路報名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職輔組

網路報名

「悠遊職場非夢事─面試
禮儀與職場溝通技巧」
就業講座報名（ http://enroll.
tku.edu.tw）

「職涯GPS探索研習」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UP職場魅力工作坊─彩妝篇」
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職輔組

08:00

網路報名

「UP職場魅力工作坊─服儀篇」
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9/20(二)
10:00

圖書館
2F閱活區

台灣人眼中之墨西哥攝影展開
幕式暨開幕酒會

9/20(二)
19:00

商管學會
學生活動中心

商管兩院迎新晚會

9/20(二)
21:00

體適能有氧
SG246

Hilo（迎新大會）

9/21（三）
20:30

體適能有氧
SG246

Body Sculpt（燃脂塑身）

9/23(五)
18:30

法文系
外語大樓B1
外語學習聯誼專區

與外籍生聯誼

9/19(一)~10/12(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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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目標。根據問卷統計，有83位同學
知道校內除全面禁菸外，已撤除所有吸
菸區；有70位同學表示吸菸區的人數有
明顯減少。但部分同學提出，因校內全
面禁菸，社區菸害問題勢必加重，黃
彥翔表示，之後將加強社區「無菸害勸
導隊」的執行力。參與反菸連署的同學
化材二鐘國誠說，「支持學校繼續保持
全面禁菸的政策，期待每年都能舉行宣
導。」不過西語三李怡萱建議，「希望
還能保有部分吸菸區給予同學自由的天
地。」

法律諮詢 持續為師生服務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遇到問題了嗎？
凡是交通事故、租屋、智慧專利、家庭糾紛等問
題，校園法律諮詢服務仍持續提供全校師生詢
問。根據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統計，99學年最常諮
詢的問題中，交通事故案例約占3成、個人財物問
題則占2成。
校園法律諮詢由公行系副教授林麗香、運管系
副教授張勝雄，以及智鼎法律事務所律師呂其昌
提供服務。對於學生常見的租屋問題，林麗香
表示，為了避免產生爭議，書面契約是十分重要
的自我保護，在租賃時間、押金、隱私權等方面
需條列清楚，盡可能於契約中保留自我防護的空
間。另外，張勝雄指出，當交通事故發生時，須
先保持冷靜，並立即保全現場的完整，例如拍照
存證、尋找目擊者等，保障自己的權益。
此諮詢方式分為書面申請「現場諮詢」及
「E-mail 諮詢」兩種，如需諮詢的師生，可至生
輔組網頁下載「法律諮詢服務申請表」，填妥後
以 E-mail 傳送至法律諮詢專用帳號（law@staff.
tku.edu.tw）或洽生輔組組員楊
憶婷。

二手書擴大宣傳 黑天鵝１０元書 鬥陣撿便宜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買書、環保、
省錢，一舉多得的好康要哪裡找？由課外活動
輔導組主辦，學生會承辦的二手書市集於13、
14日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拍賣。而亨利出版
社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的「閱讀‧黃金的種
子」書展，將進行至23日（週五），展出
時間從上午9時至下午6時，有興趣的同
學要把握時機！

9/19(一)~10/4(二)

活動名稱

社團迎新表演超吸睛，新生看的目不轉睛！（攝影／張峻銓）

藝人小馬於 日在文錙音樂廳演講，分享人生心路歷
程時激動的熱淚盈眶。 攝(影／張峻銓 )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為歡迎陸生加入淡江大家
庭，16日在驚聲大樓9樓及文錙音樂廳分
別舉辦歡迎茶會及陸生新生說明會，會
中特別準備台灣特色小吃炒米粉，要讓
陸生嘗嘗道地台灣味！
會上除了解說新生學習及生活須知
外，還特別請本校合唱團來表演台灣經
典老歌〈相思雨〉及〈流浪到淡水〉，
合唱團助理指揮中文三顏瑜表示，為了
歡迎陸生，特別在開場曲安排一首蒙古
風格的歌曲〈雕花的馬鞍〉，希望可以
讓陸生們有不同的聽覺體驗。國際處組

主辦/地點

署
連
菸
禁
人
百
五
缺你不可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春暉社
於13至16日在大學城及水源街舉辦「全
校性全面禁止吸菸」簽名連署及問卷調
查活動，獲得同學大力支持，參與連署
人數近500人，問卷數共150份，春暉社
社長化材二黃彥翔表示，由於首次推廣
校內全面禁止吸菸，因此原有的吸菸區
將全部轉為禁菸區，也將派社員前往進
行宣導。
今年首創社區勸菸行動，除大學城之
外，拓展勸導範圍至水源街，並將贈與
被勸菸者菸盒一枚，希望達成煙蒂不落

吃炒米粉唱老歌 陸生說明會很台味

日期/時間

春暉社於 日在大學城舉行反菸連
署，獲得同學支持。︵攝影／羅廣群︶

舞研社迎新出奇招，
男社員扮女裝搞笑表演；詞
創社搖滾開唱，帥氣指數破
表。︵攝影／張峻銓︶

【記者李又如、梁凱芹、歐書函、洪予揚
淡水校園報導】學分化也別擔心，學長姐教
你怎麼玩社團！每學期初除了盛大的社團博
覽會外，各社團還推出社內的迎新活動，火
力全開招生中。不管是魅力舞台還是創意遊
戲闖關，學長姐們絞盡腦汁精心準備，就是
要讓學弟妹充分感受到社團人的青春活力！
想體驗舞台上光芒四射的巨星之姿嗎？來
這裡就對了！詞曲創作社於15日在體育館地
下一樓，由熱春天、Mr.Dinner、不外露、
梧桐樹4組樂團祭出創作歌曲，搖滾開唱！
連在室外等公車的同學都忍不住湊到窗邊
觀賞。其中不外露樂團由兩位吉他手配上
主唱企管二謝宜靜的清新聲音，讓國企一
黃敏瑄開心道，「好喜歡！而且學姊好
正！」而舞蹈研習社也於同一天在體育館1
樓舉辦「舞研迎新之舞林大道」，吸引近
百名對跳舞有興趣的同學參加，以綜藝節
目《康熙來了》為背景，舉辦舞林大道爭
霸賽，由Hip Hop、武功等不同風格的舞
蹈輪番較勁，其中舞研社社員還反串林懷
民、劉真等人，讓全場笑聲不斷！夜晚的
溜冰場也搖身一變成了華麗舞台，「咻！
咻！咻！」溜冰社踩著滑輪於15日在溜冰
場舉行迎新晚會，花式溜冰、跳人等技術

淡水校園

更有效率。
財金系學會長財金二阮偉豪
認為，在收集書的宣傳上不夠
全面，所以書本會集中於某個
年級，未來希望透過系學會及
學生會的合作，讓更多學長姐
提供書本。而日文系學會長日
文二楊文森說，「這種服務大
家的事情一定要多做！」所以
他積極地收集書本，希望能讓
更多人受惠。會計二鄧少英
拿著剛買到的二手書笑著說，
「價格真的差很多！300元的
書才賣100元！希望未來能將
活動期拉長至5天。」二手書
市集為每學期舉辦一次，但許
多同學們認為下學期的宣傳普
遍不夠，希望未來能夠將宣傳
做得更徹底。

英語特區開放登記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
英語特區（FL122）將自26日起
開放登記！免費為全校學生輔導
英語，時段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10時至下午4時，輔導員以研究
生為主，可於19日（週一）下午
5時前至英文系系辦（FL207） 登
記報名，名額約為15名。
另外，學生若臨時要詢問英文
相關問題或者想練習英語會話，
不需預約，即可於開放時段內至
英語特區尋求協助喔！輔導員英
文碩三蘇子堯親切地說:「隨時
stand by！」希望學生能一有問題
就有管道解決，她進一步說明，
一對一的輔導會針對學生實質的
需要，做個別的調整，幫助英文
學習。

３８

之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座落於英國西
南部的古城布里斯托市中心，創立於1876年。1909年與
Merchant Ventures' Technical College 合併，由皇家教育
委員會特許為正式大學。此校不但是古老的「紅磚大
學」成員之一，同時也是英國大學羅素集團的成員之
一。2007年2月13日正式與本校締結為姊妹校。
目前布里斯托大學共開設6個學院，分別為有文學、
工程學、醫學和獸醫學、醫藥學和牙科醫學、理學及社
會科學和法學。其中以工程學院最為聞名，布里斯托大
學也被公認為理工科系十分著名的英國大學。
該校共有23000多名學生，其中有來自全球100多個國
家的學生入校就讀，展現多元文化的融合性，此外該校
也培養出許多著名傑出校友，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哈羅德．品特亦是該校校友，顯示出布里斯托大學的競
爭力及學術影響力。
去年4月校長率訪問團赴歐洲參訪時，特別拜訪布里
斯托大學校長Prof．Thomas，參觀成立之東亞研究中
心，並與人文學院、國際交流處洽談交流事宜，希望可
以有更進一步的校際交流活動。（楊蕙綾整理）
圖片來源：http://www.geograph.org.uk/photo/163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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