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莊博鈞、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上週
的淡江校園中，充滿濃濃的文藝氣息，健言
社、插花社、微光現代詩社、電腦硬體研習社、
魔術社、禪學社、學生動新聞社、天文社、驚
聲古典詩社、日本麻將研究社、電影欣賞研習
社，以及新聞研習社，共有 12 個學藝性社團
展現特色，皆以體驗的方式讓大家了解學藝性

社團活潑、豐富的一面。如
健言社以討論議題的方式與
辯士作交流，更能生動地體
驗說話的箇中奧妙；插花社
的插花 DIY 的活動，讓同學
對不同技藝進行嘗試。今年
的學藝週執行長、產經三邱
品璇說：「很高興藉由這次
學藝週的活動，讓更多人了

解我們，希望參加完活動後，大家能更喜歡學
藝性社團。」
　特別的是，電影欣賞研習社 12 日起於 J 咖
啡前舉辦「無國界－淡江電影節」活動，於上
週每日下午 2 點起，連續 8 小時不間斷地播放
電影。放映廳是用黑布圍起並擺上鐵椅，復古

又簡單的陳設讓觀眾者有如回到早期的「蚊子
電影院」。電影社社長英文三劉怡孜表示，「希
望同學們能藉由這場活動，發現看電影也是種
很好的休閒娛樂。」
　本次電影節呼應主題「無國界」，希望能藉
由電影打破國界限制，並有臺灣、美國、亞洲
和歐洲地區電影，且以非主流電影為導向，讓
大家可接觸到不同領域的電影。龐詩潔表示，
「蠻喜歡以非主流為取向的選片方向，非主流
的電影雖然平實卻饒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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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5/19( 一 )
8:00

資管系
網路報名

資訊應用就業學程 - 鼎新電腦 
企業參訪（報名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21 日 12:00
截止

5/19( 一 )
8:00

體育處
網路報名

免費游泳教學週（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5/19( 一 )
8:00

通核中心
I805

雙簧管、中提琴與鋼琴之夜音
樂會，開放索票

5/19( 一 )
8:00

員福會
網路報名

一首搖滾上月球（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5/19( 一 )
12:10

文學院
文館 2 樓大廳

文學院週開幕式

5/19( 一 )
19:30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
文錙音樂廳

古典吉他期末成果發表
練琴

5/20( 二 )
10:10

文學院
L204

第 33 屆文學院週－「數位出版
工具」演講

5/20( 二 )
12:00

職輔組
Q409

臺灣松下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徵
才說明會

5/20( 二 )
15:00

文學院
L507

第 33 屆文學院週－簡易電子書
製作工作坊

5/20( 二 )
19:00

課外組
SG317

社評加油站【第 2 場次 - 評分
表解析及問題解答】

5/20( 二 )
18:30

國際大使團
驚聲廣場

Spring 春頌 Voice X Spring 
Night’s Love Fair

5/20( 二 )
18:30

關懷動物社
驚聲廣場

結紮知識與校園流犬的認識

5/21( 三 )
14:00

諮輔組
E811

手作卡片工作坊

5/21( 三 )
18:00

諮輔組
O303

「性別 ˙18 禁？」影片賞析座
談

5/21( 三 )
19:00

星相社
E305

占卜狂歡節

5/21( 三 )
19:00

美術社
E301

裸體素描課

5/21( 三 )
19:00

讚美社
E311

MOVIE

5/21( 三 )
19:15

弦樂社
文錙音樂廳

琴有獨鍾 期末音樂會

5/22( 四 )
13:00

文學院
L417

第 33 屆文學院週－書本藝術工
作坊

5/22( 四 )
18:30

諮輔組
B129

愛情學分班 -3 溝通 , 男女大不
同

5/23( 五 )
13:00

教師組
L102

活用 Evernote- 提升教學準備度

5/23( 五 )
18:00

法文系
T505

法式美饌機智問答

5/23( 五 )
19:30

國樂社
文錙音樂廳

國樂社期末公演—情隨想曲

5/24( 六 )
8:45

讚美社
淡水馬偕醫院

醫院探訪，報名請洽宗穎
（0952376825）

5/24( 六 )
18:00

國標社
學生活動中心

來自國標的你

5/25( 日 )
18:00

熱舞社
學生活動中心

熱舞社成果發表

大代誌
學生

932 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9 日

本週我最靚
「週三大家快來外
語之夜，有精彩表
演和神秘大獎等著
你 !」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為展現本校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成果，並強化社團經
營管理能力，課外組以「魔幻力」為題，自 15
日起舉辦為期 3 週的系列活動。與往年的感性
和團隊合作的主題不同，今年將以「學生的多
元學習」、「社團的經營管理」、「TA 的領
導傳承」、「課程講師的專業傳授」及「社團
課程的創造價值」5 大主軸，以呈現出社團課
程的價值與成果。27 日將在黑天鵝展示廳進
行靜態成果，並有社團認證長頒獎典禮。
　而在社團經營管理能力方面，課外組邀請曾

角逐世界最棒工作者的謝昕璇、太陽劇團水晶
球達人陳星合等 5 人來校演講，以精進社團創
意、溝通等能力；還有社團傳承會、TA 座談
會將邀請歷屆 TA 進行交流等，以體現本校社
團課程的特色和軟實力。
　企畫書競賽即日起開始徵件，由大一各「社
團學習與實作課程」講師推薦 1-2 組參賽，投
稿日為即日起至 26 日止，並於 27 日至 29 日
展出並人氣投票，本次比賽與歷屆相異之處在
於增設人氣獎、進修部及蘭陽校園等個別獎
項，歡迎大家前往參與。

看見淡江軟實力

德文二劉昱慧：

氣球魔術 變化眨眼間

足球撞球賽快來報名

校園話題人物

大專盃成績佳 馬術社獲冠 競技啦啦隊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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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情依依的畢業季即將到來，畢籌會將於19日（週一）起在海報街舉行「伊顏憶語」
的祝福活動，以拍立得的方式紀念在校生活的最後一刻。畢籌會會長管科四李恬瑜表
示，希望藉由這次活動可以讓畢業生，拍下伊的容顏，留下回憶話語。而 103 級畢業
紀念冊主題比賽結果已出爐，以中文四林端偉的「平淡」雀屏中選：「不平凡的歲月、

淡忘不了的回憶」，希望能藉由此主題，讓這次的畢業季能帶給畢業生們最美好並且難忘的回
憶。（文／陳怡如、攝影／劉代揚）

社團課程成果展

　102學年度第二學期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 成果展
5/27(二) 10:00 靜態展／黑天鵝展示廳、16:00-開幕式暨社團認證長頒獎／黑天鵝展示廳
5/21(三) 19:00 富邦行銷電話銷售團隊聲語表達課程講師羅鈞鴻／Q409
5/23(五) 19:00 折翼天使-郭韋齊／Q409
5/26(一) 19:00 社團法人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理事長許芯瑋／Q409
5/27(二) 19:00 太陽劇團團員陳星合／Q409

5/26(一) 企畫書競賽 徵文截止
5/30(五) 18:00 TA座談會
5/31(六) 9:30 社團傳承會-社團魔法驛站

大專盃馬術障礙錦標賽 馬術社獲冠軍
　10 日的「2014 全國大專盃馬術錦標賽」馬
術社賽果豐碩，管科二陳玟瑜及國企二許君
維分別榮獲 B1 級冠、季軍，財金二張雲騰獲
60-70CM 組優勝。馬術社社長財金二張雲騰
笑著說：「去年觀賞賽事時，看到馬場上跨越
障礙是件很帥氣的事，而且騎馬是很好的瘦身
運動，希望有更多人參與。」摘下冠軍的許君
維回憶，「當初想要參加馬術社是因曾在國外
夏令營時體驗過騎馬遊行，便念念不忘，進入
本校後也如願加入馬術社。」許君維的參賽秘
訣則是把比賽當作是參與「闖關遊戲」，以輕
鬆心情面對。張雲騰分享，騎馬運動不僅要肯
努力花時間，也要與馬兒們培養感情，培養自
身韻律感不成為馬的負擔。（文／周雨萱）
競技啦啦隊搶下第四名
　競技啦啦隊於 4 日參與全國大專院校啦啦隊
錦標賽，獲得一般組第四名，創下歷年來的
最佳成績。這次的風格有別以往，以泰國風
表演，搭配黃紅亮麗裝扮、隊員的活力熱情喊
話，以及特別的拋接技巧，精彩呈現演出，隊
長數學四戴正翔表示：「這次表演方向是對的，
大家都很努力，並會繼續加油，期許未來會有
更好表現。」（文／曹雅涵） 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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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　15 日下午因鋒面影響，突發的驟雨讓淡水校園外的克難坡變成「水樓

梯」，來往行人皆小心翼翼行走。（文／王政文、攝影／吳國禎）

　【記者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錯過校長盃
及水上運動會嗎？你還可以在足球及撞球賽
中一展身手。6 月將有「102 學年度足球、撞
球公開賽」報名至 23 日（週五）止，獎品及
獎金豐富，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只要到體育事
務處網站下載報名表，填寫後送至體育活動組
（SG301），即可完成報名，詳情請洽體育事
務處網站，或校內分機 2173。（網址：http://
www.sports.tku.edu.tw/）

英文系畢業公演 倒帶情境上舞臺

學生會正副會長議員選舉 20 日投票

口琴社琴留感凝情感 日麻社闖關玩成發
　聆韻口琴社於 10 日在文錙音樂廳的「琴留感」期末音樂發表會，以 11 首曲目呈現出音樂與
心靈對話，也能藉由口琴凝聚的社員感情。聆韻口琴社社長財金三黃聖峰說道：「這是幹部們
最後一次演出，很開心卻也不捨，心情百感交集！」（文／陳安家）
　日本麻將研究社於 14 日舉行「三元鼎立 ‧ 五將俱全」成果發表會，現場有「五將」的闖關
遊戲，還有專人介紹日本麻將的歷史與現況。社長財金三楊士毅表示，以互動遊戲讓同學容易
了解且更添趣味性。土木碩一何嵩雯表示，平常不常接觸日麻甚至是臺麻，在進行活動後覺得

日麻非常需要智商以及動腦。（文／黃詩晴）

　在舞臺上看過倒帶的演出嗎？英文系畢業公演改編電影《命運好好玩》，將倒帶情節在實
驗劇場中上演，除演員的肢體表演外，還能了解劇中的「珍惜」意涵。製作人英文四鄭俊傑
表示：「雖同一題材，但因舞臺劇呈現與電影不同，各具風貌，觀眾更可看到其中差異。」
導演英文四陳昶佑則認為：「喜劇最重要的是除肢體及情緒方面的呈現，還有道具的輔助。」
英文一盧云心佩服學長姊的演出，並認為演出的技巧非常專業，團體的默契也非常好，另外
也帶給我們要好好珍惜身旁親人的省思。英文四賴盈蓁說：「演員的英文發音相當標準，感
情也很投入，劇本改編得很有趣，與往年的悲劇路線不同，有新穎的感覺。」（文／巫旻樺）

國企夜 3 百人絢麗參與
　初夏夜雨中也不減興致，國企系主辦的「國企之夜」15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展開，現場湧入近 3 百位同學參與
這場饗宴。首先登場的歌唱比賽中，外號「國企女神」的
國企四潘筱甯技壓群雄掄元，絢麗迷濛的魔術表演接棒演
出，使整場派對毫無冷場。法文二黃聖文說：「活動安排
流程很棒，希望年年續辦。」（文／蔡晉宇、攝影／吳重毅）

　
　

土木四盧偉嘉是常會創
造驚奇的，一站上舞臺便馬上變身：用流
利的口條製造笑果、以風趣的臺風吸引目
光、拿起氣球與打氣筒便可隨手做出可愛的
兔子、俏皮的貴賓狗、高貴的鮮花；或掏出
一副撲克牌，隨機挑個觀眾在其中一張牌簽

名， 並 把 那 張
牌從嘴巴裡變出來…會讓你在

不經意一眨眼，就可能錯過舞臺上的關
鍵瞬間！
　盧偉嘉笑著說道，因高中時較低調，上大
學後想參加一個較有表現機會的社團，才加
入魔術社。那時因為發現魔術表演的舞臺不
多，所以便開始學習創作造型氣球，盼藉由
造型氣球的道具能製造更多趣味。
　他覺得氣球造型變化莫測，這和魔術出神
入化的表演，都有共同特質：創作者能將自
己的創意付諸於作品中，可以發揮各種造型，
做個盾牌便宛如成了英雄，穿梭在舞臺上；
而魔術表演則是讓自己進入魔術師的狀態，
穿著燕尾服、手執各種道具，便擁有無窮的
法力。盧偉嘉很喜歡站在舞臺上的感覺，雖
然緊張，但只要站在舞臺上傳達自己的創意
給觀眾，便能傳遞更多歡笑與快樂。
　去年，他與魔術社學長共同成立氣球造型
工作室，結合氣球創作造型、魔術表演發揮
興趣，至今已有 10 個案子，如淡海同舟、春
之饗宴、數學系系友回娘家、親朋好友的婚
宴現場，都看得到他們的創意的身影，盧偉
嘉謙虛的表示，感謝大家的肯定，獲得不錯

的評價。
　除了營利以外，盧偉嘉認為
這個工作室還有另一個使命，便是一
個推廣「造型氣球創作」的技能，「有許
多人想學習製作簡單的造型氣球，但較難找
到學費低廉、入門級的課程，而我們將規劃
開班授課，教授製作造型氣球的基礎技巧，
將這項技能傳遞給更多人、把氣球創作的樂
趣讓更多人知道，畢竟『獨樂樂、不如眾樂
樂』。」
　盧偉嘉表示，現階段以累積經驗為主，從
較小規模的場佈開始練習，未來會繼續經營
工作室，希望在將來的半年內努力耕耘、招
募更多成員，讓工作室能達到接案的規模，
力求穩定。也提到，若營運順利就會進行登
記，進而當作本業，以完成創業的第一步！
　談到自己的創業精神，盧偉嘉認為自己在
社團經驗中找到興趣、並且持續精進努力，
發展成為自己的優勢，進而成為能與他人競
爭的創業資本，開闢出與別人不同的道路，
他鼓勵同樣有創業雄心的同學，要努力摸索
自己，找到專屬自己的特色，才能展現與眾
不同的才華，實踐創業的藍圖！（文、攝影
／盧逸峰）

　【記者林莉甄淡水校園報導】馬偕醫學院學
務長張南驥於 15 日蒞校，進行學務工作的經
驗分享，學務長柯志恩與學務處同仁約 50 名
參與交流，柯志恩致詞時表示，張南驥長期為
臺灣弱勢族群服務，帶領馬偕醫學院學生前往
蘭嶼義診，希望藉由他的經驗以深化本校的學
務工作。
　張南驥說明，在馬偕醫學院 5 年的學務工作
中，基本上是將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因此希

望將自己的專業引導學生，從每年前往蘭嶼的
義診服務中，不但可以讓學生了解服務的意義
外，還能發揮專長為弱勢族群服務。他還提
到，在義診服務中發現當地居民患有「視網膜
色素病變」的遺傳疾病，並周知世界而引起各
方關切，他藉由這個例子希望，「對自己的學
生期望跑得快、跑得好，但這還不夠，重要的
是要能夠跑得長久，期望自己的學生未來能一
棒接一棒，讓服務永續。」

張南驥說義診交流學務工作

　「哇！我收到祝福了！」產經三倪
詩涵打開瓶中信興奮地說著。諮輔組
於 12 日起連續 3 天在商館大樓前，舉
辦人際 EQ 活動，只要寫下對別人的
祝福，將瓶中信掛於繩上，就能挑選
一個陌生人留下的瓶中信，得到未知
的祝福。
　此外，只要與陌生人一同合照也可獲得小禮物，活動攤
位前擠滿同學紛紛搶著傳遞祝福，人際活動看似簡單，卻
營造了友善校園，讓每個參加同學都帶著滿滿微笑離開。
「收到祝福真的很高興，尤其不知道是誰，更有神秘感
耶！」倪詩涵與朋友一同參加活動，都很喜歡自己選到的
瓶中信祝福。（文／呂瑩珍、攝影／姜智越）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5/19( 一 )
8:00

蘭陽校園
網路報名

創業成功經驗分享（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畢業考 26 日開始
　【本報訊】本學年度畢業考將於 26 日至 6
月 1 日舉行，同學須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
保卡、駕照等應考。學生證遺失者，可於考前
攜帶身分證及照片 2 張，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
學生證補發。教務處提醒，請同學詳閱並遵守
考場規則，不得有違規或舞弊行為，違者依考
場規則議處。畢業考試適逢上課的同學，得持
考試小表向任課教師請假，以參加畢業考試。

啟事　本報 931 期「班代表座談會」一文資訊補充如下：　
　關於導生聚餐是否校方有補助 ? 學務長柯志恩回覆，校方並沒有額外編列導生聚會預算。的確鼓勵老師
利用課餘時間與同學面對面交流，但是老師們對同學很好所以提供餐飲，體恤學生。
　節能空間組組長姜宜山補充：暑假期間，會將戶外籃球場、排球場等遷移至五虎崗停車場區域，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於建築執照發照後才會動工。

友善校園
問好寄語祝福

打卡快讀

土木四盧偉嘉

學藝社團聯展創意湧動校園

　馬術社 10 日參加「2014 大專盃馬術障礙錦
標賽」。（圖／馬術社提供）

　電影欣賞研習舉社的「無國界－電影節」，在Ｊ咖啡前架設
放映廳，讓喜愛電影的同學感受戶外電影，成為校園中的特有
文化藝術景觀。（攝影／吳國禎）

不平凡的歲月 淡忘不了的回憶

　第 20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 33 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將登場，只要是本校在學學生，於 20
日（週二）至 22 日（週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7 時，攜學生證至所屬學院的投票區，以進行投
票，學生會選委會將於 22 日下午 7 時 30 分在宮燈教室進行開票。選委會主席戰略碩一陳彥甫
鼓勵同學們踴躍參與投票，以落實校園民主與學生自治精神。（文／蘇靖雅、卓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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