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社團學
習與實作課程開跑囉！邁向第三年的社團課
程，第一堂課首先由社團 TA 帶領 同 學
前往體育館，分組闖關揭開序幕，

以宇宙、魔法為題的關卡中學習課外活動精
神、認識校內各社團及認證說明。
　課外組許晏琦說明，將提供精美社團手冊和
本校行事曆筆記本，盼學生能充分學習社團活
動。北極星服務團社團 TA 總監管科四葉治榮
表示，這堂課能學習到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能
力，而這就是本校能蟬聯企業最愛私校的原
因。第一次上社團學習課的中文一郭盈君覺得
很新鮮有趣，講師及TA授課的方式很有活力，
對社團經營與認證有清楚的認識，她認為，可
學習各種不同的經驗，但闖關的部分有些答案
過於簡易，建議可再改進。

　【記者陳騫靜臺北校
園報導】本報於 15 日
在臺北校園舉行記者
冬令研習會，校長張家
宜親臨開訓典禮表揚
優秀文字和攝影記者，
並以馬的「服務精神、
速度很快、擔當重任、
溫馴忠心，耐力持久」
特色，希望同學能藉此
自我勉勵。而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在結訓典禮
中頒發聘書與結訓證
書，期許大家擔負與學校、校友、同學等之間
的橋梁，努力做自己覺得值得的事情，充實成
就感，讓這個社會更加美好。
　本次研習課程邀請 3 位資深媒體人為學生記
者傳授「新聞攝影」、「新聞寫作與採訪技
巧」、「新聞專題」技巧。《經典雜誌》攝影
記者劉子正藉由製作中的系列攝影作品帶領大

家捕捉新聞攝影的角度；自由撰稿人黃哲斌認
為，記者是「好故事的帶路羊」，深入介紹各
種新聞寫作與採訪的實務；聯合報都會地方中
心核稿鄭朝陽則激勵同學，身為媒體人掌握想
法和改變閱聽人的力量。
　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在研習活動中以《給
年輕記者的信》、《信任的力量》兩本書鼓勵

同學，不要忘記對媒體工作的熱情與初
衷，並以時時求證新聞內容的正確性，
不負讀者、工作夥伴的「信任」。　中
文三蔡佳芸提到，業師提出基礎且實用
的採訪方法，對日後採訪大有助益。英
文四賴意婕表示，很喜歡劉子正富有故
事性的中國系列攝影作品，從中學到許
多攝影技巧。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西洋劍社於
15、16 日參加第 26 屆臺灣大學椰林盃擊劍邀
請賽，在全國大專院校高手環伺下，抱走女子
鈍劍團體組冠軍、冠軍賽 MVP、女子銳劍個
人組亞軍，以及男子軍刀個人組季軍。隊長管
科三王炎麒指出，「這次椰林盃和以往最大的
不同在於，本次開放甲組參賽，過去只限乙組
報名，因此難度提高但我們依舊有好成績！」
　女子組冠軍隊由水環系校友謝怡君、法文系
校友蔡蕙如、法文系校友陳娟妮，以及數學四
李盈臻組成。本次女子組冠亞軍賽的 8 位選手
對決中，其中 5 名曾獲個人賽冠軍，但仍穩住
步伐獲得佳績；而謝怡君更以左撇子特色，獲
得冠軍賽 MVP。西洋劍社社長企管三荊琳說：

「最後一役和政大對決，感覺有點像宿命。長
期以來，我們與政大不分軒輊，這次得冠軍是
好的開始。」王炎麒說，「在這場『歷屆王者
的對決』的冠軍獎盃給我們動力和信心。」
　女子銳劍個人組亞軍的陳娟妮，在冠亞軍賽
與對手比數伯仲之間，雖然企圖逆轉勝但仍以
1 分飲恨，她表示，全力以赴是每個人都應追
求的，也是給自己及所有學弟妹一個交代。男
子軍刀個人組由化材系校友李鎮全獲得季軍。

淡江時報寒訓 校長勉效馬服務精神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
今年寒假，本校共有 26 支服務
隊前進海內外服務：理學院服
務隊至臺南市柳營國中教授科
學知識；北極星服務團赴花蓮
縣稻香國小，帶領學員學習樂
活健康的相關知識；中文與歷
史系學會攜手前進臺南市西港
國小，以三國為主題結合國文
與歷史知識。
　而學生會、樸毅青年團、各
地區校友會亦將熱情、知識及
愛心傳播到臺灣及泰國偏鄉，
儘管天氣很冷，但他們的心，
不冷！
　首次成軍的泰國服務學習團，
赴泰國偏鄉教授中文與中華傳

統文化，學員們均為逾 50 歲的中老年人，學
習團團員、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蕭力誠表示，
這次服務的宗旨主要是協助他們「尋根」找
回祖先的語言及文化。
　日文系學會在花蓮縣學田國小教授英文會
話與日本文化，總召日文二王姿茵表示，服
務隊籌備期雖長，但是服務中的學習與最後
得到的成就感，是許多經驗無法比擬的，與
學員一起跳早操的畫面尤其讓人印象深刻。
竹苗校友會前往苗栗縣東河國小傳授學員自
然科學知識，隊長公行三曾彥儒分享，每個
孩子都有自己的故事，這個過程下來不只是
在服務別人，同時也在被服務。
　親善大使團於臺南市大橋國小教導學員儀
態和禮儀常識，團長產經四王嘉鈺表示，集
訓中看見團員展現效率的一面，營隊也獲得
很好的回響，是下次再嘗試出隊的動力。

　本校星相社、健言社、網球社、
羽球社、劍道社、陳氏太極拳社、
國術社、跆拳道社、空手道社、內
家武學社、馬術社、合氣道社、體
適能有氧社、淡蘭排球社、舞蹈研
習社、實驗劇團、登山社、國際標
準舞研習社、羅浮群、五虎崗童軍
團、正智佛學社、合唱團、航太學
會、商管學會共 24 個社團近千人，
利用寒假期間舉辦社團訓練，除增
進能力外，並活絡社員間的感情。
詞曲創作社寒訓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詞
曲創作社在坪林休閒農場舉辦 3 天
2 夜寒訓活動，詞創社維持瘋狂的
一貫作風，設計情境模擬的任務
闖關遊戲，讓社員從遊戲中了解譜
曲、填詞、成果發表舉辦等社務內
容，尤其在「小明出唱片」的關
卡，社員自創隊歌，充分發揮創作
創意。工作人員企管四黃擎表示，
詞創社是挑戰自我極限的社團，
「不管做什麼都在考驗我們彼此的
默契，過程都讓我們很享受。」

　學員中文四曾紹恩參加過好幾次詞創寒訓，
認為每屆都有自己的風格，看見詞創精神的傳
承，就像大家庭般親切，活動行程中玩得不亦
樂乎。
舞研社社寒訓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舞蹈研習社則
在淡水校園舉辦 5 天的寒訓，以 HIPHOP、
JAZZ、REGGAE、武功、現代，以及兩種神
祕舞風等 7 種舞蹈進行練習，並鼓勵學員們跳
出自己熟悉的風格，進而也可以開發身體更多
的部位。舞研社社長保險二李宛珊表示，這次
的寒訓有很多非社內的同學參與，很開心大家
很勇於表現自我，不會畏懼他人嘲笑的眼光，
相信 5 天的訓練，無論是在舞技或者是自信方
面大家都有進步，「我覺得這或許是他們參加
舞研寒訓的一大收穫。」
吉他社寒訓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則移師
陽明山衛理福音園舉辦第 28 屆寒訓吉他營，
邀請河岸留言的創辦人、第一屆金韶獎校友林
正如、第 23 屆金韶獎創作組第二名 Crispy 樂
團、Gsus 樂團前來指導學員。吉他社社長航太
三陳曦說：「短短幾天看見大家的成長，從完
全不會到最後一天成果展能彈出一首完整的曲

子，吉他社是以音樂牽繫人與人之間的情感，
相信大家收穫很多。」
　連續參加兩次寒訓的會計二黃奕昕說：「學
長姐們的指導，有些技巧在外面都學不到，這
是吸引我一直參加的原因。我也會持續努力，
以後有能力一定回饋給學弟妹。」航太三高民
翰意猶未盡的說：「每天疲勞轟炸的聽演講、
唱歌、練琴，讓我覺得寒訓結束後能力進步很
多，如果我是大一新生，一定毫不猶豫的加入
吉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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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2/24( 一 )

8:00

英文系

FL207

出國留學計畫（http://
www.tflx.tku.edu.
tw/down2/archive.
php?class=304）

2/24( 一 ) 

8:00

總務處

網路報名
環保小尖兵（http://
enroll.tku.edu.tw/）

2/24( 一 )

8:00

女聯會

網路報名
塑身健身 活力校園

2/24( 一 )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第一屆淡江模擬聯合
國安理會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20140306&l=c）

2/24( 一 )

12:00

日本文化研究社

黑天鵝展覽廳

第六屆日本文化研究社成
果展暨分享茶會開幕式
「合緣 ‧ 祈緣」

2/24( 一 )

19:00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

SG314
迎新社員大會

2/24( 一 )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迎新試跳

2/25( 二 )

10:00

教發組

覺生國際會議廳

研究生看過來 ~ 教學助理
序曲：課堂學習氛圍的營
造與時間管理

2/25( 二 )

19:00

商管學會

B119

2014 春季北區大學校際
聯合會愛心勸募義賣活動
- 義工說明會（網路報名：
http://ppt.cc/dSkf）

2/25( 二 )

19:00

單車社

SG317
2014 淡江大學單車環島
行 - 淡淡相連相見歡

2/25( 二 ) 

19:00

溜冰社

溜冰場
迎新活動

2/25( 二 ) 

19:00

烏克麗麗社 

B118
社員大會

2/26( 三 )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自我介紹、新成員認識

2/26( 三 )

19:00

電影社

SG320
迎新活動

2/26( 三 )

19:00

新聞研習社

Q305
迎新活動

大代誌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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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我最靚
統計二楊雁萍：

「快來尋找你的社
團夥伴，迎新活動
等你唷 !」

西洋劍社獲臺大椰林盃雙冠

　 在 沒 有 固
定 班 級 教 室
的 大 學 裡 ，

大學生成為每間教室的過客，擦黑板不再是
值日生的工作，課堂上的黑板上滿是字跡的
板書，常常乏人問津、無人清潔。
　下課後一哄而散的大學生裡，經濟三彭婉
綾會自動地為大家做黑板清潔服務，以方
便下一堂課的教師和學生使用。個性開朗
有著甜美笑容的她，高中時即擔任清潔黑板
服務，對擦黑板很有心得，甚至有些吹毛求
疵。剛開始只是協助班代，久而久之便和同
學輪流當起「板妹」，課前課後會自動的擦
亮黑板，她認為，好的學習環境不只是自己
的事，更是大家需要共同維護的，「不管是
黑板、板擦、粉筆、溝槽，都會想讓它變成
一開始全新的狀態。有些老師看到我們主動

擦黑板，向我們道謝或露出讚賞的眼光，讓我
們感到這樣的回饋是繼續服務大家的最好動
力。」
　她表示，上大學後教室不固定，因此不需要
打掃教室，黑板自然無人清潔，雖然同學們樂
得輕鬆，但是卻造成每次都要教師擦黑板，有
時影響造成下一個班級的使用。彭婉綾覺得現
在大學生普遍對公共事務比較冷漠，雖然只是
舉手之勞的服務工作，偶爾遭來別人側目的眼
光，但她仍不以為意，堅持做自己認為對的
事，發自內心為大家服務，當被問到心中是否
有些埋怨，她表示，「有時候確實會有這種想
法，但是看到老師鬆了一口氣，以及大家馬上
能上課的樣子，這個念頭又會很快地消失。」
信仰對她影響深遠，身為讚美社的社員，透過
信仰了解到「愛人」的重要，「以前我會認為
擦黑板是種責任，所以都會不甘心、不得不的

去做這件事情，但了解到『愛』的
意義後，深深感到『愛人、惜物』
的重要，但『愛』畢竟是抽象的，
所以我想藉著一些行動來表現，擦
黑板也算是一種行動吧。」
　秉持著這樣的想法，她也透過更
多行動來表現愛，如參與讚美社在
推動的「彩虹生命教育」，早上的
時間去育英國小幫小朋友讀繪本，
希望透過繪本，可以讓小朋友更多
認識自己、肯定自己，進而培養正
確的價值觀。有時也到醫院探訪，
關心長期住院的阿公阿嬤們，為他
們唱臺語詩歌，並為病友和他們的家人祝福、
禱告，在過程當中阿公阿嬤們都眼眶含著淚，
並不斷道謝，令她深受感動及不捨。
　彭婉綾分享：「你會發現人的愛很有限，人

社團低溫寒訓 

　上週，正智佛學社在黑天鵝舉辦「隨心所
浴，心饗素成」展覽，以素緣為題宣揚佛學外，

只要自備餐盒和餐具皆可免費領取素食午餐，
提倡環保生活。本次展覽中，還有佛陀一生、
供燈區、求籤區，拓碑區等，讓全校師生感受
佛學氛圍。正智佛學社社長會計二陳美君表
示，展覽以追本溯源的角度去介紹佛學，向同
學分享素食文化，同時推廣環保的意識。國企
一何佳琳表示，這個展覽有濃厚的佛學氣氛，
還可以享用素食，能親手拓印碑石，碑上的文
字好有意思。（文、攝影／余浩鉻）

新開學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魔法闖關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職員在
中洲科技大學及大葉大學，進行中華民國大專
院校 103 年度教職員工網球及排球錦標賽，戰
況激烈進而獲得佳績：榮獲排球賽 9 人制第二
名、網球賽男子乙組第四名。身為排球隊隊長
的體育事務處教學組組長劉宗德表示，「平時
就有規律的練習增加上場的穩定度，更藉此與
各校教職員互相交流、切磋球技，期待明年可
以有更好的成績。」身為隊長的網球專任講師
張嘉雄說：「感謝同仁們利用課餘時間練習，
在場上展現很好的穩定度，獲得好成績。」

第 26 屆臺大椰林盃戰果
女子鈍劍團體組冠軍 謝怡君 蔡蕙如 李盈臻 陳娟妮

女子鈍劍團體組冠軍賽 MVP謝怡君

女子銳劍個人組 亞軍 陳娟妮

男子軍刀個人組 季軍 李鎮全

正智佛學社素緣倡環保
淡江時報招考文字/攝影記者

大一、大二、研一生 科系不限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3/15
親洽Q301或網路報名 甄試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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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保組為宣導安全性生活，在海事
博物館地下一樓門口（M111），設
置保險套自動服務機。護士李青怡表
示，響應疾病管制局性安全教育宣
導，特設置此設施，希望能有效防治
愛滋與性病傳播，落實安全性行為。
學生應以正面心態、保護自己為重，
避免從事不安全性行為。中文三余浩
鉻認為，設置保險套自動服務機可以
推廣正確的性行為觀念，是很好的設
施。（文／李蕙茹、攝影／羅廣群）

　第 28屆寒訓吉他營中，大家練習自彈自唱，以音樂交
流聯繫情感。（圖／吉他社提供）

　舞蹈研習社寒訓中，以 7 種舞蹈練習，大家伸展肢體
勇於表現自我。（圖／舞蹈研習社提供）

　詞創社寒訓的情境任務闖關遊戲中，社員
依據講師的提示找出報紙內的關鍵字，讓大
家腦力激盪。（圖／詞創社提供）

品德之星

　本校教職員男子網球隊榮獲 103 年度全
國大專教職員網球賽男子乙組第四名。（圖
／體育事務處提供）

的付出也很有限，但是我們的上帝卻能給我
們每一個人滿滿的愛、滿滿的喜樂！」（文
／姬雅瑄、攝影／賴意婕）

　泰國服務學習團在泰
國偏鄉協助中文教學。
（圖／泰國服務學習團
提供）

　新竹苗栗聯合校友會
返鄉隊則在苗栗縣南庄
鄉東河國小教小朋友搓
湯圓。（攝影／盧逸峰）

　校長張家宜（左四）出席本報 15 日寒訓，為優秀的文字、攝影記
者頒獎勉勵。（攝影／林俊耀）

經濟三彭婉綾：舉手之勞當「板妹」

　第一堂的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以魔法為題讓
同學闖關。（攝影／盧逸峰）

熱力四射

寒假服務隊偏鄉獻愛暖冬

本校獲             佳績全國大專教
職員網排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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