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接一版）【記者高嘉甫、賴意婕淡水校園報導】
在本校開學典禮，新生頂著30多度的高溫登上克難坡，
耐力十足。張校長向大一新生說明本校三化教育理念，
及蟬聯16年企業最愛私校，希望新生要以八大校級基本
素養檢視自己，善用時間管理，在大學4年中，在課業
和課外活動充分多元學習。
　開學典禮由社團表演開場，先由BEATBOX社團以獨
特的口技介紹本校歷史，緊接著由合唱團、競技啦啦
隊、熱舞社、跆拳道社等社團帶來精采活力演出，並表
揚100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接著，由教務長葛煥昭說
明本校畢業門檻的規定，並鼓勵大家選習榮譽學程，以
增加自己的實力。學務長柯志恩以〈100種生活〉一曲
描述學務處相關業務，並期許新生們能在大學生活中：
「盡情享樂，盡情累積。」總務長羅孝賢簡介本校夜間
護送等交通安全資訊；而課外組組長江夙冠以帶動唱方
式展現本校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的特色，歡迎新生們多
多參與社團活動以發揮自我價值與潛能。下午的導師時
間，則由各系安排講解系務事項。日文一孫伯瑜表示，
開學典禮很新鮮，學校的社團很多很有趣，尤其是北極
星服務隊在介紹社團認證時印象深刻，「爬克難坡時，

沒有想像中的累。」
　今年尤其強調防災與交通安全，因此在新生入學安全
講習中用影片介紹防災教育課程，宣導避難反應動作訓
練，運管系教授張勝雄推廣「交通安全教育」，以行動
劇方式讓新生印象深刻。
　進入蘭陽校園的山路彎曲、坡度又大，因此在此次的
新生訓練特安排摩托車的安全講習，及2個小時的摩托
車山路實地操練，未參加此騎車安全講習及操練者將無
法獲得機車通行證。此外，為防止意外發生，蘭陽校園
師生陸續進行CPR及AED急救教育宣導及操作，所有
的措施都建置標準作業流程。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今年暑假炎
熱高溫中，本校共有19支服務隊前進海內外服
務，如大地環保工作團、樸毅志工社、實驗劇
團、中文系學會、各地區校友會等社團，把愛
與希望傳播到臺灣各角落，儘管太陽很大、但
淡江人的「愛」更大！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首度由課外活動組組長率
領13位學生、4位教職員組成「柬七軍」前往
柬埔寨南部的村落，進行為期22天的電腦、中
文基礎教學，亦安排村落關懷與文化踏查。課
外活動組組長江夙冠感動地表示，服務的村落
有許多地方無水電可用，感到身在臺灣的幸福
與感恩，「在當地有許多臺商和中資企業，希
望能藉由這些幫助學員增加工作機會。」
　種子課輔社則至新北市上林國小服務，服務
隊隊長產經二郭承翰提到，本次服務主題結合
環保，協助校園綠活地圖並帶領學員體會維護
環境的重要，「因我們暑期都會到該校進行服
務，所以家長們也對本校表達感謝。」

　中文系學會前往新北市興仁國小辦理營隊，
服務隊隊長中文三詹軒至表示，之前寒假出隊
到花蓮、本次在淡水地區的學校進行服務，雖
然團隊成員沒有一起住宿，以致於減少交流的
機會，但服務員彼此間更願意發表意見，與前
次相比增加了團隊默契，「而下一屆學會將繼
續辦理服務隊，延續我們的愛與關懷，這樣的
服務讓人感到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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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一)

12:00

師培中心

黑天鵝展示廳

2013年史懷哲在宜蘭縣三

星國中成果發表會

9/16(一)

18:50

商管學會

B118

商管學會儲備幹部招生說

明會

運管四蔡承羲

校園話題人物

　笑起來有著鄰家大男孩韻味的運管四蔡承
羲，給人舒適、純樸的隨性氣質，一談起電
影，眼神中充滿著自信與想法，他笑著說：
「我在高中時，曾將自己拍攝的短片在校慶時
播放，結果吸引許多人觀賞，甚至還賣起票
來。」當年這個小舉動，讓他從「玩票」一頭
栽進拍電影的世界裡。
　他熱愛電影，常與系上友人組隊參加國內大
大小小的短片比賽，並屢獲佳績，如東洋文化
基金會的東陽盃「全民瘋創意」交通安全短片
比賽冠軍、中華電信HiNet光世代微電影校園
組冠軍及最佳劇情獎、東陽吳篙文教基金會交
安微電影創意競賽第三名、華碩文教基金會與
公視共同主辦的「感動99發掘台灣真善美」佳
作等，尤其在東陽盃的評審評語中提到，「創
作技巧佳」給予正面的肯定。
　今年8月，蔡承羲與運管系四郭哲劭和郭鴻

權等人，再度攜手合作，以〈遇見孤毒陌生
人〉參加由中華佛教普賢護法會全國反毒微電
影比賽，並獲得「金微獎」殊榮。內容以「吸
毒過量，有害身體健康」為訴求，並以交友
APP作為重要媒介，除了呼應主題，並點出在
使用時下科技時更需小心謹慎。憶起當時拍攝
過程，他笑著說道，劇中的「毒品」是以白色
碳酸鈣粉末作為道具。由於拍攝時間是在凌
晨，可能是劇情對白內容讓鄰居很緊張，還引
來警察的關心，還好只是虛驚一場。
　他的創作靈感來自於生活題材，常以細節著
手，再切入大眾觀點，他表示，電影是需要貼
近生活的，只有貼近大眾才能引起共鳴，喚起
大家對社會議題的重視。並非相關科系的蔡
承羲靠著自學掌握電影拍攝與製作技巧，他說
到：「平常喜愛看劇情片，會從國片中觀察電
影的運鏡及取景，和導演的拍攝技巧等，了解

臺灣國片的生態，也藉著音樂MV、短片增強
自己拍攝實力。」
　獲獎無數的他謙虛地說：「很感謝家人、朋
友的支持，家人總是放手讓他去做他想做的
事，從來不設限他的高度及廣度。」勉勵大家
要勇於追逐夢想，彩繪出屬於自己的夢想天
空。（文／黃怡玲、攝影／林俊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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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參賽 短片得獎王

社團迎新開學典禮 

大代誌
學生

德文一簡志仲：

本週我最靚
希望能加入活躍
的社團，讓大學
生活過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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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人愛很大 19服務團前進海內外

淡海同舟 231社團領導武林爭霸
　【記者劉芷均、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淡海
同舟102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於上月在淡水、蘭
陽校園舉行，231位社團負責人在5天4夜培訓
中，不僅充實經營社團能力，更藉由研習課程
豐盈內涵。國企系學會會長國企三林子誠感動
地說：「學到的不只團結和領導力，更領悟到
傾聽的重要，社團未來嶄新之路即將開始。」
　上月22日的始業式中，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
開訓，並勉勵各社團負責人培養閱讀習慣，並
做好時間管理，學習奉獻付出的精神。隨後
進行研習課程，本次研習會主題為「武林霸

主」，並邀請各界講師，有弘光科技大學食品
科技系教授陳昭雄談「從青年領袖面向談大學
生應有關懷素養」，鼓勵社團負責人應有「常
識、知識、見識、膽識、賞識」，並以「人要
有認命的氣度，但可以有不認命的態度」和大
家共勉；而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事務長柯志
堂不按牌理出牌說「社團法律」；相聲瓦舍負
責人宋少卿分享「社團活動創造力」創造力，
以生動活潑、唱作俱佳方式獲得滿堂彩。另
外，各屬性社團還安排「學長姊有約」時間，
與學長姊們交流。
　研習會的重頭戲「淡海同舟晚會」則閃耀學
生活動中心！各隊學員均使出渾身解數展現創
意與熱情。身為輔導員的保險四陳美珠感動說

道:「淡海同舟真的很棒，內部是由各方的傑
出人才所匯聚之地，彼此互相切磋學習，受益
匪淺。」畢籌會會長管科四李恬瑜指出，淡海
同舟讓夥伴們一同成長，大家一起努力、互相
支持，讓淡江社團再造顛峰。

淡水蘭陽增14社團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淡江能滿足你百百種的大
學生活願望，只要抓住機會、把握時間，你的大學4年可以
豐富精彩。
　本校社團多元，分有學藝性、聯誼性、康樂性、體育
性、服務性、宗教性、音樂性社團，以及學會和自治性組
織9大類，102學年度增至221個社團，淡水校園有12個新社
團：日本麻將研究社、個人形象創造社、學生動新聞社、
國際事務研習社、遊戲開發社、飄移板社、桌遊研習社、
德瑞克領隊社、卡波耶拉社、日本阿波舞社、烏克麗麗
社、學生評議會；而蘭陽校園新增2個社團，分別為蘭陽太
極拳社，以及外籍同學聯誼會。準備好「大學生」了沒，
趕快體驗屬於自己的大學生活吧！

防狂犬病 校安中心啟動
　【本報訊】為防範狂犬病疫情擴散校園，本
校校安中心成立防疫小組，以因應相關措施。
衛保組提醒全校師生，盡量不逗弄野生動物，
若不慎被咬傷時請依4步驟處理：「記」保持
冷靜，牢記動物特徵。「沖」用大量肥皂、清
水沖洗15分鐘，並以優碘消毒。「送」儘速送
醫評估是否要接種疫苗。「觀」儘可能將咬人
動物繫留觀察10天。若動物兇性大發，不要冒
險捕捉。
　總務處事務整備組編纂張寶愛表示，校園流
浪狗均已施打狂犬病疫苗，請同學不要餵食校
園流浪貓狗，以免流浪貓狗滯留校園。如有任
何疑問可洽詢衛保組，校內分機2373。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參加中華
民國102年大專校院教職員工羽球錦標賽，獲
女子組團體賽第二名。本次參賽選手，體育長
蕭淑芬表示，無論是何種賽事，都能增進校際
體育情感交流。蕭淑芬說明，「中華民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將40項體育錦標賽交由全國大專
院校委員會學校，本校很榮幸包辦劍道及桌球
兩項競賽，肯定本校體育相關政策與實力。」

淡江時報在淡江i生活見
　【本報訊】淡江時報上月推出「2013新生特
刊-淡江富翁傳奇」互動電子書，讓入學新生
改以行動裝置了解淡水校園。內容除了校園指
南外，還有社團、校園周邊景點等介紹。還沒
有下載？趕快到淡江時報網站下載（網址：
http://tkutimes.tku.edu.tw/Default.aspx）。
　而「淡江i生活」APP更新「圖書館資訊」、
「淡江時報」最新訊息，讓使用者可更快速檢
視校園即時資訊。「圖書館資訊」中，提供開
放時間、逾期記錄等；淡江時報則有最新一期
新聞等內容。歡迎持有行動裝置的全校師生，
都可在Google Play、APP Store中，以「淡江i
生活」關鍵字查詢後免費下載使用。

盲用APP增銀髮族服務

猜猜我在哪？

校園智多星

(1)驚聲大樓
(2)海豚吉祥
　物里程碑
(3)宮燈大道

　淡水校園猜
謎大進擊，考
考你對淡水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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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題 就 有 機
會獲得精美贈
品，趕快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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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01答題。

EMBA新鮮人報到

境外新生讚校園美不勝收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102學年EMBA商管聯合
碩士在職專班於7日在臺北校園舉辦開學典禮，校長張家
宜、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皆蒞臨與
會，現場聚集商管學院EMBA9系所250餘位師生。張校
長從高等教育趨勢及世界發展，勉勵EMBA學生應著重
實務經驗、語文能力及人脈累積，期許新生的學習生涯
中學業有成。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國際處於11日
上午10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102學年度境
外新生入學輔導講習會」，校長張家宜與3位
副校長和各行政、教學單位主管一同參與。張
校長歡迎境外新生成為淡江人，說明本校三化
教育理念，重視培養心靈卓越的人才，希望與
校內學生多互動交流，兼顧課業與課外活動。
　而僑聯會、淡馬同學會等學生社團亦以學校
生活趣事的影音，向境外新生介紹本校特色。
來自新加坡的中文一羅莉媚說：「很喜歡學校
安靜漂亮的環境，有很多動物在其中。而新加
坡的大學則有比較多水泥建築，沒有那麼生態
化。」來自廣東的英文一葉盼盼稱讚校園非常
整潔，綠化很好，教學設備很齊全，學長姐們
特別熱情。陸生物理一魏道陽笑著說：「從沒
見到這麼多坡道，爬克難坡好累！」

　【本報訊】本校盲生資源中心所研發盲友專
用APP，功能再進化推出銀髮族服務，提供視
覺協助、雲端閱讀、生活幫忙、語音辨識等服
務，並可將行動裝置變身為電子放大鏡，幫助
銀髮族與弱視力朋友提升生活品質。身為視障
人士的盲生資源中心研發工程師張金順，主要
研發者之一，呼籲大家能加入遠端志工行列，
協助視障同胞的物品辨識功能，有興趣者可加
入skype帳號（helpme.batol）。欲了解更多此
APP內容，請見盲生資源中心網站。（網址：
http://www.batol.net/center/center-intro.asp）

開始要跑教室上課，甚麼是B、
哪裡是SG，搞不清楚嗎？別怕，
淡水校園地圖幫你找位置。

美洲所青年大使團赴墨交流

　「2013年國際青年大使團」於上月10日，由
美洲研究所所長陳小雀帶領，前往墨西哥與墨
西哥州立自治大學等8校進行文化交流。該團
成員表演水袖舞、準備剪紙等中華文化課程深
化台灣印象。陳小雀表示，此行目標是增進
墨西哥人民對臺灣的認識，並拉近彼此距離。
（文／辜虹嘉、圖／美研所提供）

大專教職羽球女團獲亞軍

百招出 奉茶集點

（圖／蔡昀儒）

　本校12、13日舉行
102學年在淡水、蘭陽
校園舉行新生開學典
禮，社團開場表演熱力
四射，讓新生印象深
刻。（攝影／鄧翔）

　102學年在淡水
校園的新生開學典
禮前，新生依照傳
統登上克難坡，火
辣的太陽讓新生紛
紛低頭、用手帕遮
陽。（攝影／賴意
婕）

　海報街的社團招生博覽會，128個社團展現社團特色，
賣力地招攬新生，還有社團招生奉茶邀你入社。（攝影／
蔡昀儒）

　課外活動組組成柬七軍至柬埔寨，進行22天
的服務，服務員與當地小朋友打成一片。（圖／
課外活動組提供）

　淡海同舟晚會中，各隊學員的精采演出展
現活力與熱情。（攝影／劉代揚）

好熱

帶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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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
博覽會
　【記者盧逸峰、蔡昀儒淡水校
園報導】由學生會、聯合校友會
共同舉辦的「102學年度社團招生
博覽會」於12日在海報街揭開序
幕，共有128個社團共襄盛舉，社
團人活力全開向新生們爭奇鬥艷
展現特色，招攬新社員。
　招生方式花招百出，競技啦啦
隊身穿社服，以疊羅漢方式在海
報街穿梭；而機車研究社則展示
重 型 機 車 、 新 北 市 校 友 會 還 扮
裝機器人，現場還有角色扮演、
日本浴衣、迷彩裝等各種道具出
籠，讓新生看到本校社團的豐富性。吧檯研習
社幹部中文二劉瑋群表示，社團博覽會有助
於招生，是宣傳社團活動的好機
會，但希望路線規劃能再改善。
　 本 次 以 「 C a n d y  C i t y 
Revolution」為主題，整個會場
以「糖果」為設計元素，規劃
「糖果地圖」集點活動，了解3
個不同屬性的社團並蒐集認證
章，即可在服務臺兌換精美紀念
品。本周起中午則在書卷廣場安
排社團表演活動，最讓人期待的
「社團之夜」將於今日（16日）
晚間6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學務處學務創新人員李意婷說：
「節目保證精彩，不來一定後
悔！」公行一楊宗穎認為，社團

博覽會是參觀淡江各社團成果的好機會，吉他
社優美的音樂表演，使人印象最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