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水校園於26日上午9時21分舉行「地震避
難掩護演練」，在各班播映5分鐘地震掩護影
片後，隨即進行1分鐘內「蹲下、掩護、穩
住」的地震避難掩護動作，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擔任指揮官且全程參與。
　時間一到，驚聲大樓全體師生紛紛以
包包掩護頭部，循疏散逃生路線和現場
人員指示疏散安全集結區、清查人數後
完成演練。本次承辦人軍訓室教官呂學明
表示，本次演練除配合國家防災日的內容
外，現場安排壓傷、電梯受困，以及機房
失火3種狀況的緊急處理，邀請專業技術
人員、消防公司一起參與，「整個演練成
果達到預期效益。」日文二張芳瑜說：

「定期的防災演練讓我們可以在真正面對狀況
時，有良好的應變能力。」（文／高嘉甫、攝
影／羅廣群）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屹立在校門的
原生櫸木迎賓樹染上褐根病，雖經樹木醫生進
行救治而依舊枯死，但仍堅強地挺過天兔、潭
美等颱風肆虐。為緬懷其堅韌的生命力，學務
處於27日下午4時在驚聲廣場舉辦「阿櫸伯的
最後一堂課」，教導學生其堅強的生命力。學
務長柯志恩出席時表示，本次活動主軸在於淨
境淨心、樸實剛毅、賞識感恩以及尊重生命，
並希望學生能多關心身邊的人，且了解生命的
價值，「希望藉此活動了解阿櫸伯的品格，並
將其續留在淡江人的心中。」
　現場有管樂社帶來《春天來了》一曲，營造
出感人的氣氛，與會者在品格卡片寫下與阿櫸
伯的約定後，且在海報上蓋上自己的手印，象
徵和阿櫸伯之間的締約。管科一管漢雯同學
說：「曲子和夕陽的搭配，讓人對阿櫸伯的離

開感到不捨。」土木一尹姵文則期待：「現場
的氣氛讓人很感動。」

　【本報訊】日本立命館大學圍棋部於23日蒞
校參訪，與本校圍棋社晚間在覺軒教室進行友
誼賽，雙方各16人共比2場。
　圍棋社社長日文二張耀文力戰到最後一刻，
以些微差距輸給對方的圍棋部部長，他表示，
對方段數很高，能夠和他們比賽很光榮，將再
進修磨練。運管三社員蔡峻安表示：「這是難
得的經驗，對方超過一半成員是六段，而且日
本的沉穩棋風讓人驚訝，只要一不留神就會讓
局勢改變，實在是大開眼界。」
　當晚茶藝社也在現場，協助 提供鐵
觀 音 、 包 種茶，以及各式 茶點，
茶 香 緩解了現場的 肅 殺 氣

氛，儘管語言不通，雙方在宮廷式教室中，享
受茶藝與棋藝的文化交流。日本立命館大學同
學茂森安綺說：「真的太感動了，完全沒想到
會有這樣的招待！有機會一定再來淡江」。

　【記者盧逸峰淡水
校園報導】27日課外
活動組舉辦「社團認
證 長 受 聘 及 教 育 訓
練」，藉此活動希望
能增強社團認證長職
能，讓社團學分化推
展更加順利。
　由課外活動組組長
江夙冠頒獎並表示，
社團認證長在社團學
習實作課程中使社團
業務蓬勃發展，「這
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藉由受聘儀式加強認
證長的榮譽感，並對
認證長的付出表達感
謝之意。」
　教育訓練課程中，
邀請魔術社進行撲克

牌魔術表演做為開場外，安排認證長們
在小卡片上寫下未來一年的展望並製作
成旗子，插在社團期許船上，象徵展開
一年任期。
　同日還進行北極星服務團主辦「2013
淡江徵影傳」頒獎典禮，這是由各社
團與組員發揮創意所自行製作社團特
色的招生影片，本次有20餘組參加，評
選方式有臺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理
事長、獨角獸人資顧問中心執行長林
士傑，針對完整性及創意性的專家評
分外，加上「淡江大學社團五虎崗」
facebook粉絲專頁的按讚數量，作為評分
標準，由員林高中校友會奪得金獎、資訊系學
會和基隆校友會分獲銀獎和銅獎。
　北極星服務團社團總監電機四王善弘表示，
舉辦這活動時是希望能凝聚社團團結意識，帶
動社團風氣使校園更具活力，而透過「淡江大
學社團五虎崗」粉絲專頁的網路票選平臺來增
加淡江社團的能見度，他還提到，若各社團在

運作時有疑問、或是需要尋求社團知能培訓的
資源，都能與北極星服務團接洽。
　員林高中校友會的招生影片以迎新茶會的情
境呈現，並以答問的方式提出員林高中校友會
的社團特色。影片製作人英文二林敬庭對於獲
得冠軍感到高興，透過這支影片可以解答新生
遇到的問題，「第一次參加競賽就可以獲得第
一名，感到很開心！」

　嘿！新鮮人，你適應大學生活了沒？
還在校園中迷路，找不到教室上課嗎？
有沒有去校園周邊探險，找便宜大碗的
美食？一切慢慢來，因為學長姐也是這
樣過來的。假以時日，你也能成為淡江
美食通、校園達人，樣樣精通辣！
　26日午後，一群新生聚在淡水校園行
人徒步區，藉由紙牌桌遊彼此感情大大
加溫。成為淡江通將指日可待囉！（文
／林佳彣、蔡昀儒、攝影／蔡昀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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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9/30(一)

8:00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學生學習社群讀書會說明

會報名（http://enroll.tku.

edu.tw）
9/30(一)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腳的基本動作練習（原地

動作、前進動作）
10/1(二)

12:00

畢籌會

SG316
招募說明會

10/1(二)

18:00

職輔組

B217
Excel動態圖表實作

10/1(二)

19:00

八極拳社

H114
迎星茶會

10/1(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正面打：一教前方、後方

10/2(三)

12:00

職輔組

Q409
職涯講座-職場人際關係

10/2(三)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腳的基本動作練習（原地

動作、前進動作）

10/2(三)

19:00

學生動新聞社

L417
迎新活動

10/2(三)

19:00

新聞研習社

Q305
文字課程-專題製作

10/2(三)

19:00

課外組

Q409

課外活動貳部曲-轉學生

102學年度社團學習與實

作課程修課說明會

10/3(四)

18:00

國際組

T310

102學年度第1學期 TOEIC

英語能力加強班

10/3(四)

18:00

國際組

T110

102學年度第1學期 TOELF 

iBT英語能力加強班

10/3(四)

18:00

校服暨資發處

B302A

訂單培育企業人才課程-

客服營運實務A班

10/3(四)

18:30

職輔組

B302A
1+1＞2 職場團隊合作

10/3(四)

18:30

諮輔組 

B408

心靈園丁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10/3(四)

19:00

歐洲聯盟學社 

L206
認識歐盟1

10/3(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正面打：四方摔前方、後

方
10/4(五)

13:00

師培中心

H116

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板

書研習

10/5(六)

9:00

校服暨資發處

B302A

訂單培育企業人才課程-

客服營運實務B班

10/5(六)

9:00

文學院

E314

「互動式App製作平台」

課程（二之一）

10/5(六)

9:00

課外組

覺軒花園

102學年度北極星服務團

社團TA徵才營

10/6(日)

13:00

文學院

E314

「互動式App製作平台」

課程（二之二）

社團大聲公

　來自巴西的卡波耶拉可不是華麗的嘉年
華舞蹈，它是融合武術的舞蹈，當時是為
了反抗葡萄牙人的統治，在信仰儀式的舞
蹈中加入武藝練習，隨著時代演進成為娛
樂表演活動。
　卡波耶拉創社社長德文三陳怡安，將此
舞蹈帶進淡水校園，陳怡安說明，卡波耶
拉是由一群人圍成圈，並隨著音樂拍手唱
歌，而圈內維持2人切磋武術和舞蹈，大
家可以輪流進入圈內鬥技。陳怡安表示：
「卡波耶拉跳起來雖然像在打架，但卻是
充滿力與美的熱情舞蹈，那種熱情的氣氛
會感染所有人，為讓更多人參與，因此藉
此讓大家了解這項舞蹈的魅力。」
　卡波耶拉可分攻擊、防禦及娛樂3種類
型，卡波耶拉社是以奇幻風格呈現，加入
卡波耶拉社的社員，首先要學習的是「律
動」，先熟悉身體的律動後，才能進入攻
擊或防禦階段，最後在以正式的卡波耶拉
形式驗收成果，陳怡安提到：「我們會以
Roda進行，就是一群人跳著卡波耶拉，請
指導老師幫同學扎實基礎，不用擔心是否
有舞蹈基礎，任何人都可以參與。」
　社員經濟三潘用賢分享，卡波耶拉充滿
熱情和團結精神並說到：「很開心接觸不
同文化。」物理四陳勁旭指出：「本身對
武術非常有興趣，自從得知卡波耶拉這種
文化就躍躍欲試，卡波耶拉是音樂、舞
蹈、武術的大熔爐，充滿巴西式熱情，希
望接觸卡波耶拉後能更精進武術技巧。」
（文／李蕙茹）

卡波耶拉社

大代誌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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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友會風雨見情誼

猜猜我在哪
校園智多星

(1)驚聲路
(2)水舞廣場
(3)宮燈大道

　考你對淡水校園的了

解，回答問題有機會獲

得精美贈品，趕快上網

填，或到Q301答題。

中文三陳廷禎

校園話題人物

　「瘋了嗎？這有什麼意義？」這是中文三
陳廷禎在73天的徒步環島中最常聽到的話！他
背著17公斤的行囊走完1200公里的臺灣環島路
線，沿路中他摒棄3C產品、堅持行走鄉間古
道來完成此次壯遊，他用最單純的步行和自己
對話，關於「意義」他肯定的說：「意義是因
為去經歷了某些事物，深刻且清晰地投射於人
們心中的內在價值，在某種程度上獲得滿足
感。」而在這趟艱苦的過程中，「著實地找到
了自己。」
　73天前他從桃園平鎮老家出發，巷口阿伯隨
口一句：「還有多遠啊？」這句話讓他遇到路
標與岔口時，成為自我鼓勵的座右銘。他希望
能像赤子般親炙泥土的芬芳，因此刻意避開城
市街道，沿途遇到的人事物更成為他堅持的力

量，他一邊翻著旅途照片，一邊說道：「我在
路上遇到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故事，而且大家
好像都有壯遊的夢想，卻因現實中家庭、工
作、課業的牽絆無法完成，這讓我體驗到，要
及時地完成心中的夢想，不想有遺憾。」濃厚
的臺灣人情味，沿路上「肖年ㄟ，加油啊！」
這樣的加油聲一路推行著給他支持，打開破舊
不堪的行囊，開心的拿出一件反光背心，「這
是路上一位陌生阿伯怕我走路時危險而特別送
給我的，就是這樣的臺灣鄉土人情，單純又直
接。」
　旅途不是樣樣順遂，驚險的蘇花公路讓有3次
環島經驗的他體驗到大自然的危機，感受到自
我的渺小，他生動地描述：「當時強颱譚美侵
襲蘇花公路，各樣大小的落石，就硬生生碎落

在腳邊，加上風雨和濃霧的侵擾，不停的帶走
身體的溫度，當每滴雨都在侵蝕你的意志力；
那時候彷彿回到人生最原始的渴望，沒有別
的，聽到的只有自我的對話。」
　陳廷禎的「這是一定要的」口頭禪，或許就
是固執的性格使然，他的徒步堅持用最直接的
感官去感受生命活著的片刻，用「十倍慢時
光」一步步尋找自己，證明自己的存在，他笑
著說：「人生的路，是不需要刻意營造的，而
是不期而遇的巧合碰撞而成的，所以透過這樣
的追尋讓我更了解自己，謝謝臺灣。」
　這73天的旅途，陳廷禎滿是泥濘的鞋，由嶄
新到破舊不堪，一路上陪伴他走過大小街道巷
弄，2萬元拮据的經費讓他了解到，徒步的目
的並不是一個終點，而是開啟看待事物的新視

角；而旅行的意義，就在那無可取代的對話過
程裡，重新串起土地與生命的情感，得到向前
進的力量，陳廷禎表示，他還有很多未完成的
壯遊，要再用雙腳走踏更多地方，這是他對自
己的許諾。（文／呂柏賢、攝影／余浩鉻）

73天徒步環島遇見自己

　常去運動的同學，一定發現在游泳館大廳增
設特殊造型的休憩椅，它結合收納和椅子的形
式，便利往來的教職員工生休閒交流。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為了展現游泳館重訓區
的整體美感，和建築系合作，由建築系系主任
黃瑞茂帶領建築系大四生，製作融合置物櫃的
圍欄，帶給使用運動設施的同學便利。英文四
李雯善說道：「將座椅融合置物櫃的設施很便
利，外型也具有設計感，讓我覺得運動空間變
得很寬敞。」（文／楊宜君、攝影／鄧翔）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大陸學生校
友會為歡迎新生，於19、20日舉辦「淡水一日
遊」和「迎新夜烤」活動，活動碰上天兔颱風
擾亂，逾百人不畏風雨熱情參與。陸友會活
動長資工二陳汀一表示：「我們最大的阻礙是
天氣，一度想取消或延期，但為回應新生的期
待，因此仍冒風雨舉行，活動順利結束而且大
家也都很開心。」
　淡水一日遊中，陸友會安排暢遊小白宮、淡
江高中、真理大學與紅毛城，而夜烤活動除了
烤肉聯誼外，還有歌唱交流。產經一李佳航開
心地說：「夜烤真的好high，感謝學長姊的精
心安排。我們在有雞鴨鵝、豚鼠、大鴕鳥等動
物的院子裡烤肉，和大鴕鳥互動過程很有趣，
餵牠吃肉居然還翻白眼。我們來臺的時間很
短，卻能交到這麼多朋友，真的是好開心！」
　而物理一張琦印象最深的是團體拍照，大家
一起冒著風雨找遮雨場地時情景：「當時風雨
真的很大，學長卻在雨中一一打電話聯繫其他
同學，學長們只不過大我們1歲，卻提前要安
排好一切的行程，覺得很感動。」

      插旗推社務 社團招生      獲冠

地震避難演練全面到位 
黑天鵝書展 夯TOEIC 

　黑天鵝書展全面78折，吸引校內學生前往選
購。本次書展以多益測驗為主，現場的英語測
驗工具書最為熱門，展場內還有旅遊、文學小
說、歷史等文書書籍。松竹梅文化圖書有限公
司職員陳乃勤表示，和往年相比，本次書展是
歷年來種類最多，除全面78折外，部分書籍還
下殺到7折，歡迎大家前往選擇。參展同學的
運管一周家民表示，書展的內容非常多元化還
有折扣，真的很吸引人購買！購買語文類書籍
的日文三廖梓涵也說：「比起到外頭買語文類
的書籍，真的很划算！」。
　書展展期到10月4日（週五）止，歡迎有興
趣的師生們都可到黑天鵝「尋寶」！（文／趙
巧婷、潘倩彣、攝影／賴意婕）

游泳館增休閒收納椅

　27日課外活動組舉辦「社團認證長受聘及教育訓練」中，各社團
認證長寫下對社團的未來展望，並插旗在社團期許船上，象徵任期
的開展，期許社務的順利推動。（攝影／羅廣群）

　本次「2013淡江徵影傳」，員林高中校友會奪
金獎，資訊系學會和基隆校友會分別獲得銀獎和銅
獎，由課外組組長江夙冠（右二）頒獎。（攝影／
羅廣群）

立命館大學來校對弈 茶藝飄香抹殺氣

員林高中
校友會

社團
認證長

新鮮人融入大學生活

阿
櫸
伯
最
後
一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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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學務處舉辦的「阿櫸伯
的最後一堂課」中，學生在海報
上蓋上手印，留下與阿櫸伯的約
定。（攝影／賴意婕）

　日本立命館大學圍棋部23日來校與圍棋社
對弈。（圖／課外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