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葉睿涵、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上週
淡水校園很法式，法文系新生制服日的巴黎鐵
塔和美術社的法式拼貼手工藝，讓教職員工生
優游在法式情懷中。
　15日行人徒步區出現巴黎鐵塔！法文系系學
會提供巴黎鐵塔半身模型，讓身穿高中制服的
大一新生以拍立得拍照留念，法文系系學會會
長法文二許斯雅表示，以巴黎鐵塔象徵性建
築，讓學弟妹留下美好回憶，約送出60張拍立
得照片。法文一張晏容說：「這是很 特 別
的制服日，可以製作這樣精美的立 體 巴
黎鐵塔，感覺學長姐們很強，更覺 得 法
文系系學會是和樂大家庭。」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
園報導】12日的「2013
新 北 市 國 際 環 境 藝 術
節」活動，讓淡水老街
很熱鬧，有超過50組團
體，以環保回收素材裝
扮各國服飾造型，在淡
水老街創意踩街。
　本校童軍團帶著淡水
區的大小童軍近百人，
扮裝《神偷奶爸》中的
小小兵，在老街中掀起
黃色旋風，受到民眾熱
烈的歡呼，童軍團家長

後援會還將當天活動盛況製作《童軍團踩街》
影片，在Youtube中與大家分享。
　童軍團群長水環三楊易樺表示，為了響應環
保，以瓦楞紙的素材製作道具和服飾，除了呼
應主題，還能宣傳明年童軍團的40週年團慶，
讓大家感受到淡水區童軍團的活力，「我們大
約花4個月的籌備期，與家長協調小朋友的時
間、製作道具等，看到參觀民眾熱情的回應，
這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童軍團踩街影
片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x-
j4XAg93nI&feature=share）。

　此外，本次的活動滿意度調查由本校統計系
和公行系合作進行，統計系教授蔡宗儒說明，
這是第二次協助進行統計調查工作，由統計系
負責問卷調查、資料分析，以及報告撰寫；公
行系助理教授蔡葉偉《地方政府》的大三生則
支援面訪，事先與大家充分溝通和訪前訓練，
蔡宗儒表示，感謝公行系系主任黃一峯的促成
與協助，除了服務地方外，也讓學生有統計諮
詢的實作機會，預計12月會將成果報告提交淡
水區區公所。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102學年度第
一學期的學生事務會議1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行，現場與蘭陽校園連線，學務長柯志恩主
持，邀請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蘭陽校園主任林
志鴻指導。
　高柏園表示，應協助學生的職涯發展規劃，
幫助就業以減少待業率。而高柏園指出，本校
致力提供更優質的空間，持續規劃硬體更新，
目前已完成商管大樓的設施改善。
　會中通過「103年度教育部獎助私立大專校
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的
申請案，柯志恩說明，此計畫能幫助學生在社
團、職涯以及人際關係等適性發展，而透過相
關系列活動，讓學生達到身心靈平衡。
　柯志恩報告學務處的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
程、優良導師獎勵、品格活動方案等業務執行
成果。而各組業務報告中說明目前執行狀況，
其中，生輔組組長李進泰提到，將於本日（週
一）至25日（本周）舉辦交安宣導；衛保組組

長談遠安說明本校狂犬病防疫相應措施，請同
學在與流浪動物接觸時應特別注意。
　臨時動議中，歷史系系主任林呈蓉反應校內
部份區域照明不足；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提及
教室實際容量與開課系統的顯示有出入。總務
長羅孝賢對此回應，校內已規劃設置夜間照明
的安全走廊來降低行車危險，教室容量的部分
也將會檢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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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21(一)

8:00

課外組

網路報名

「夢，踐。」與大師對談
-社團菁英高峰論壇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index.aspx）

10/21(一)

8:00

教發組

網路報名

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團
體活動-M&M一家親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index.aspx）

10/21(一)

8:00

教發組

網路報名

大班教學經驗分享

（http://enroll.tku.edu.tw/

index.aspx）

10/21(一)

8:00

諮商輔導組

B408

心靈園丁

報名請洽B408

10/21(一)

8:00

學發組

網路填寫

學生學習風格問卷
（http://w5.tku.edu.tw/
feedback/style/index.
php）

10/21(一)

10:00

軍訓室

鍾靈中正堂

校園安全講座-網路交易

安全宣導

10/21(一)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基本舞步走位、跳躍舞步

練習
10/21(一)

22:00

天文研習社

學校操場
獵戶座流星雨

10/22 (二)

9:00

遠距組

L105

北一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開發優質數位教材區域合
作計畫－教師數位學習專
業成長研習

10/22 (二)

14:20

商管學院

B302A
商管「新創‧創新」茶會

10/22 (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複習-逆單手抓四方摔

10/23(三)

18: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基本舞步走位、跳躍舞步

練習

10/23 (三)

18:30

詞曲創作社

覺軒花園

獨立音樂推廣計畫
 Space Cake 史貝絲考克 
x 脫序派對 Mofo Party x 
瑪啡因 Maffine

10/24 (四)

12:00

師培中心

H111-115
2013年硬筆字及板書競賽

10/24 (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合氣道結合自然法則孕育
出的大絕招 正面打：入
身摔左側、右側

10/25(五)

10:00

軍訓室

鍾靈中正堂
愛滋你我他

10/25(五)

12:00

學發組

I601

學業成績學習進步獎頒獎

暨心得分享活動

10/25(五)

13:00

圖像漫畫研究室 

B302A

淡江大學第三屆圖像‧漫
畫學術論壇暨台灣漫畫耆
老訪查成果發表會

10/25(五)

13:00

軍訓室

鍾靈中正堂

校園安全講座-學生工讀

陷阱經驗談

10/27(六)

8:00

遠距組

I501

101-102年大專校院數位
學習人才培訓及推廣服務
計畫(北區)「數位學習教
學觀摩暨推廣活動」研習
活動

10/27(日)

8:00

證券研究社

SG314報名
南山人壽-現金流報名

社團大聲公

　想知道甚麼是飄移板嗎？想要
學習如何控制飄移板，以及擁

有溜飄移板 瀟灑的背影嗎？
來飄移板社就對了！
　Freeline Skates中文譯名為

「飄移板」，是將雙腳踩在2
塊小板輪上，沒有任何固

著，只靠著滑行者的平
衡感來前後滑行，如同
飄移在地面一般。相較
於溜冰鞋，飄移板顯得

輕巧簡單，也因雙
腳並未固定在板輪

上，若發生重心不穩
會自動跳下板輪，不容易摔

跤，是理想的代步工具，讓你不管直線、
後退、轉彎都能行動自如。
　飄移板社社長化學碩一朱傳大表示，因
覺得飄移板很酷才開始學習，從此便對這
項運動深深著迷。已學習3年的他認為，
「初學者學習飄移板，最困難的點在於大
腿內側肌耐力不夠，會一直劈腿。所以社
內將有系列課程，除練習平衡外，也會訓
練內八外八方式肌耐力，幫助初學者克服
困難，只要有心學，沒有學不成的。」
　他為了推廣飄移板這項運動因而成立飄
移板社，並連繫國內各地飄移板板友的
感情，以交流切磋技術，朱傳大說：「我
們不只會請校外指導老師，學長姊也會親
自教導，希望會有越來越多人喜歡這項運
動，最後能成為大眾運動。」
　社員歷史三王蔾曉提到：「之前就有試
過飄移板，雖然還不太會溜，但溜飄移板
很酷，而且飄移板體積小，攜帶方便，機
動性高，還可以當代步工具。飄移板社是
非常棒的社團，歡迎大家參與。」（文／
李蕙茹）

飄移板社

大代誌
學生

907期
中華民國102年10月21日

英文二井上慧美：

本週我最靚
「新學期開始了，
大家要好好享受大
學生活。」

劍道先生吳金璞

校園話題人物

　耄耋之年的吳金璞，自11歲起，便執著於
劍道的學習。他擁有劍道範士八段的最高榮
譽，更是臺灣國際劍道賽中最佳紀錄保持
者，將畢生心血投入在劍道中，栽培後進無
數而桃李天下，並在劍道界被尊稱為「劍道
先生」。曾長達34年，每週風雨無阻，來回
近3小時的車程到本校教學劍道。吳金璞表
示，練劍時應具備專注力、耐力、毅力，習
劍時更應該要接受挑戰，敢拚、敢衝，不輕
言放棄，「唯有苦練、努力鞭策自己才能讓
劍道更精進。」　
　「劍道就是爽快！」渾厚有力的嗓音，貫
徹整個劍道場。很難想像，這鏗鏘有力的聲
音出自白髮皚皚、高齡90歲的阿公。這是中
華民國劍道協會顧問、臺北修道館副館長吳
金璞對於一生習劍、練劍、教劍的心情。他
歷經臺日文化洗禮，以流暢的台語與記者交

談，從頭到尾多次以「爽快」2字來表達對劍
道的熱愛。不老劍客吳金璞，風雨無阻保持
著一週3天至道館練劍，他開心地說道：「練
劍道，讓人愉快、爽快、有精神。」　
　火紅《半澤直樹》日劇中，經常看到主角
手持竹劍在道場中筆挺地站著，這在劍道中
稱為「中心線」：從臉部鼻梁的正中央到腳
下，筆直的站立。吳金璞分享中心線的重
要，說明如果中心線歪斜會有空隙及弱點，
容易被對手擊倒，他將中心線比擬人生，這
就像一個人的中心思想，如果偏離了它，就
很容易受外在影響，動搖自己的堅持和原
則，「習劍的過程中，我學會了永不放棄和
堅持原則的理念；我認為，『劍』是劍術、
『道』是內涵，因此習劍之人要修劍養道，
講求氣、劍、體一致。」
　對他來說最大的痛苦並非場上落敗，而是

再也沒有機會上場擊劍，吳金璞在64歲時曾
發生嚴重車禍，導致膝蓋受傷，甚至危及生
命，但他卻對醫生說：「一定要醫好我的
腳，因為還要參加世界盃劍道比賽。」訪談
過程中，他不經意地說道：「我的最後一刻
也要在劍道場上。」讓人感受爽朗的聲音
裡，蘊藏著開懷大度的執著風範。
　而學生眼中的吳金璞，是位絕對的嚴師與
益友：只要一拿起竹劍，他會嚴格要求，稍
有誤差立即抽打學生的腳跟；而下場後，是
最和藹可親的鄰家阿公，他親力親為、身教
重於言教影響學生。修道館助教施惠美笑著
說：「我們比賽輸了，老師對我們的鼓勵是
『繼續練』，他總是以身作則，帶給我們堅
持、堅持、再堅持的信念。」
　公行系校友蘇柏瑩，自大學時就在吳金璞
身旁學習劍道至今，他表示，打劍真的會讓

人感覺到「很爽快」，並能時時檢視自己
「勿忘初心」，「而這些都是老師用他的人
生來啟發我們的道理。」（文／黃怡玲、攝
影／余浩鉻）

爽快的80年劍道人生

柯志恩：學務輔導特色計畫助適性發展

巴黎鐵塔 蝶谷巴特 手工藝展法式風

環境節踩街淡水       實作意見調查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淡水校園教
室遭補教業者任意散佈招生廣告，保險碩一
于靜文表示，招生廣告除造成環境髒亂，還影
響上課情緒，且浪費資源，希望學校能有更實
際行動制止這惡風。總務處安全組組長曾瑞光
表示，本校已通過補習教育業入校宣傳管理要
點」，曾瑞光呼籲業者自重，若發現有宣傳單
任意散發情形時，可撥打校內分機2110。

 為華山募發票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樸毅志工社於
12日在淡水捷運站、老街等淡水區協助華山基
金會募集千餘張發票，樸毅志工社社長企管三
王晨蔚表示，雖然街募過程中有些許的飄雨甚
至被店家驅趕，但社員們仍然努力不懈想要為
華山基金會的阿公阿嬤們盡份小小心力。他們
站超過2小時，不斷喊著「順手捐發票」的口
號，發揮愛心希望透過志工服務能溫暖這個社
會。社員資圖二張琳安感謝所有人的愛心，這
種不求回報的付出，讓他體會到人與人之間，
不會那麼冷漠，反而處處有溫情。

　國防研究社上週在黑天鵝館舉辦「國研三十
而立」30周年成果展，展覽內容有各國及各軍
種的迷彩服、長短槍枝及其他裝備，並有畢業
校友在國防領域著作。現場更設有靶場，讓同
學實際體驗瓦斯槍的射擊後座力。
　國防研究社社長陳信瑜表示，這些展品多半
是社員的收藏，藉由這次的展覽凝聚社團的發
展歷程，並讓大家了解國防的專業領域。（文
／陳騫靜、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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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童軍團帶著淡水區的大小童軍近百人，扮裝《神偷奶爸》
中的小小兵，12日在淡水老街參加「2013新北市國際環境藝術
節」。（攝影／林俊耀）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優質的英文履
歷，帶你開創人生的新契機，英文系副教授郭
岱宗於16日的職涯講座中，說明如何撰寫英文
履歷以增加就業面試機會。
　講座中，郭岱宗強調，英文履歷的重點不在
字數多寡，在於內容的精采度，更要注意語言
的應用和精確度，不要濫用形容詞及贅字，
讓英文履歷內容言簡意賅，應讓面試者一眼
明瞭。她將英文履歷分為3部分：第一段是自
我介紹，簡述自己背景；第二段是主軸，也是
最重要部分，說明自己的專業能力、才華和成
就；第三段則是個人期許；郭岱宗建議，可加
入自我態度來強化履歷深度，並以條列式方
式，讓對方明確了解自己。她認為，自傳是人
生的最精華部分，在撰寫時可融入自我人生哲

學觀，並運用理性與感性的層面來介紹，以完
成有特色、印象深刻自傳，「履歷和自傳中，
應明確且有自信的告訴企業主雇用自己的原
因，適時的表現才能為自己開創機會。」
　最後，郭岱宗以親人的自傳跟大家分享，並
勉勵同學，英文履歷可以增加職場機會，應增
強英文實力。英文二邱雍軒表示，聽完演講
後，對於自己以後在自傳和履歷的書寫有較多
了解，可以幫助自己增加實力。

郭岱宗講座英文履歷 增自我實力

境外生百人遊宜蘭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境輔組於12日
舉辦境外生文化之旅，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率110餘位境外生行走宜蘭，參觀白米木屐
博物館、羅東林業文化園區等地，以讓境外生
了解臺灣風土文化，並增進彼此情誼。
　戴萬欽表示，平時因業務繁忙，無法多與境
外生交流，在這樣難得的機會下可以與他們輕
鬆交談，了解近況。
　來自馬來西亞公行二何嘉興覺得蘇澳白米木
屐博物館非常有趣，首度體驗手工做木屐的快
樂，同時也了解臺灣的木屐歷史和種類。

國防社30年成果展

廣告DM亂上課情緒

　法式拼貼藝術首度在新工館E301浪漫亮相，
美術社於17日晚上7時的「異樣情懷-蝶谷巴特
法式拼貼」課程中，人數爆滿外現場準備的材
料幾乎供不應求，課外組同仁還結伴和學生共
襄盛舉。
　美術社社長產經四葉潔蓉穿梭各組指導，她
說明，法式拼貼又稱蝶谷巴特，其源自於法
文，是剪裁喜愛的圖形，拼貼、裝飾在物品或
家俱上，隨後刷膠並適度按壓即可完成，「這
項手工藝簡易又有成就感，很高興大家對它感
到興趣，美術社這學期還會舉辦類似的活動，
歡迎大家參與。」
　參與的男同學顯得特別吸睛，彰友會返服隊
隊長產經二何承運認真拼貼草原生物，驚訝地
說：「沒想到這項手工藝簡單，而且製作的成

果非常漂亮，我們即將在寒假返鄉服務，可將
所學教島偏鄉的小朋友們，體驗法式拼貼。」

　15日法文系系學會在行人徒步區提供巴黎
鐵塔立體模型，讓大一新生穿高中制服合
影。（攝影／吳佩穎）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推廣新詩
創作不遺餘力，上週本校中文系、微光現代詩
社與全國大專校院的詩社舉辦「全國大學巡迴
詩展」，其中有5件本校同學的創作詩作被選
入詩展中。本次詩展除作品展出外，並和星相
社合作，規劃新詩與塔羅牌的自助式小遊戲，
讓參觀者從有趣的角度接觸現代詩。
　大學詩展執行長中文三曾貴麟說明，全國大
學巡迴詩展已邁入第九屆，本次結合「占卜」
和「新詩」概念，讓參觀者可以冥想後抽取塔
羅牌，再提供與其意涵相符的新詩，以告知所
求之事，並達推廣「詩與生活」結合的理念。
曾貴麟表示：「目前全國大專院校中，有成立
詩社的學校已不多，藉由大學巡迴詩展可串連
各地詩社以進行交流，更能在巡迴展覽讓創作
詩有展示機會。」
　另外，微光現代詩社上週邀請詩人玩具刀分
享個人創作經歷。微光現代詩社社長中文二許
雅筑表示，「23日（週三）邀請詩人廖啟余演
講，歡迎對新詩有興趣的同學共襄盛舉。」

新詩塔羅牌牽手 富新意

　17日的法式拼貼課程中，社員認真和修整
蝶谷巴特的手工成品。（攝影／羅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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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獲選教育部「102年品德教育特色學
校」，17日在國家教育研究院由教育部常務
次長陳德華（左）頒發，生輔組組長李進泰
代表（右）受獎。當天展示本校品德教育特
色，與他校經驗交流。（文、攝影／鄧翔）

品德教育特色學校受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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