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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再度經教育部評選為品德教育特
色學校，是連續 3 年獲得肯定！
　「104 年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
及表揚大會」於 21 日在國家圖書
館盛大舉行，現場陳列得獎學校的

教學卓越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26( 一 )
8:00

電機系
網路報名

健康雲服務 --- 智慧醫療物聯網
(http://enroll.tku.edu.tw/)

10/26( 一 )
8:00

未來學所
現場報名

「2030 創意大未來」圖像創作競賽

10/26( 一 )
8:00

遠距組
網路報名

數位化教學工作坊-虛擬影棚體
驗(http://enroll.tku.edu.tw/)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26( 一 )

8:00
文學院

網路報名
「奇多比軟體公司互動 APP」教育訊
練 (http://enroll.tku.edu.tw/)

10/26( 一 )
8:00

生輔組
網路作答

智慧財產權網路有獎徵答

10/26( 一 )
8:00

教政所
網路報名

104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招生說
明會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10/26(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SPSS商業數據分析師(標準級)認
證研習(http://enroll.tku.edu.tw/)

10/26(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職涯主題月講座-職場禮儀 請你跟
我這樣做 (http://enroll.tku.edu.tw/)

10/26(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職涯主題月講座-一試就上的面試必
勝秘笈 (http://enroll.tku.edu.tw/)

10/26(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國際微軟MOS EXCEL 2010 EXPERT認證
教師研習班(http://enroll.tku.edu.tw/)

10/26( 一 )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捕夢網製作與冥想體驗(http://
ppt.cc/bwZNT)

10/26( 一 )

12:0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浩劫奇蹟

10/27( 二 )
10:00

福智青年社
黑天鵝展覽館

蔬食展覽-開幕式

10/27( 二 )
12:00

文錙藝術中心
驚聲2樓川堂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重點是，我
愛你

10/27( 二 )
18:30

國際處
T310

短期國際移動暨行遠多識海外見
習計畫成果發表會

10/27( 二 )
19:00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淡江大學鋼琴社期中音樂會「屍琴化
藝」

10/28( 三 )
12:00

文錙藝術中心
驚聲2樓川堂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我要去美國

10/29( 四 )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4樓

影片欣賞：海盜傳奇

10/29( 四 )
12:00

教科系、師培中心
L102

教案競賽數位平台educoco說明
會

10/29( 四 )
12:00

文錙藝術中心
驚聲2樓川堂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愛，無盡

10/30( 五 )
12:00

文錙藝術中心
驚聲2樓川堂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倒帶人生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0/27( 二 )
19:00

淡蘭書畫社
CL439

墨色渲染，茶香泗溢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學 4 年我們不斷地
用時間在做交換，換愛情、換學業或者玩社
團，換到這所謂的大學必修 3 學分。那麼關
於自己呢？又換到多少分的真實？」說這句
話的是黃國恩，一位看見偏鄉教育不平等，
且勇於付諸行動改變的電機系四年級生。
　這天，傳播館外的風在秋日暖陽的照耀下
顯得格外舒適。訪談中時而大笑，時而對自
己的經歷侃侃而談，黃國恩有著一顆比別人
都更有想法的心。「Beatbox 社、學生會、
系學會帶宿營、淡江時報攝影記者、創立德
瑞克領隊社……」他彎著手指細數大學參與
過的課外活動，可想見其精彩。曾以工學院
第一高票當選學生議會議員的黃國恩，在社
團的努力累積了大量人脈。訪談中，他不斷
地感謝，「一路走來，正因為有好多同學與
朋友的參與，才能完成這些活動！」並強調，
這些人脈，讓他在實踐夢想的道路上，有了
更多的能量與支持。
　去年，黃國恩因為和 4 位朋友參加「世界

公民島：有任務的旅行 - 拜訪 100 位世界領
袖」活動的機緣，接觸到了偏鄉教育的議題。
優質的企劃書讓黃國恩團隊在激烈競爭中脫穎
而出，並獲得機會前往比利時，與以從事街頭
教育聞名的「移動學校」（Mobile School）交
流雙方在教育資源不足議題上的經驗。
　出發前的準備過程中，為了多了解偏鄉教育
問題，特別拜會時任教育部長蔣偉寧、資策會
副執行長黃國俊等教育專家，聽取意見。黃國
恩從而發現，「比起大多只有一兩天的服務
隊，在地偏鄉更需要的是長期的關懷。」因此，
他結合了 3 個社團超過 20 位同學，花了 5 個
週一的時間，實地到了淡水坪頂國小帶小朋友
們學才藝，希望能為不平等的偏鄉教育帶來翻
轉的契機。
　想對偏鄉教育做的不僅止於此，有理想衝勁
的黃國恩表示，「我甚至打算成立社會企業，
以更有系統的方式從根本來解決問題。」但仍
是學生的他不諱言，資金、時間、人力等都是
大問題。心有餘而力不足雖然讓人時有無力

感，但黃國恩仍鼓勵大家貢獻自己的一份力，
關心弱勢群體，一同加入翻轉不平等的行列，
「實際行動就對了！」從他堅定的語氣中感
受到服務的熱忱。未來，黃國恩會繼續累積
能量，並期許自己的行動能感染更多人，一
同對偏鄉教育投入更多的關注。（文／蔡晉
宇）

稱讚淡江學生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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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商管週會邀呂慶龍開講

品德教育成果資料供與會者參閱。典禮由教育
部部長吳思華頒獎，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葉
與駿代表本校受獎。
　吳思華致詞表示，「品德教育是所有學習的
基礎，盼各校能繼續努力推動，並強化品德教
育的深度與廣度。」

　電機四黃國恩參加世界公民島活動，拜訪比利時
移動學校，交流偏鄉教育議題。（攝影／閩家瑋）

　（ 攝影／何瑋健）

電機四黃國恩 比利時交流 偏鄉教育無國界

　學務長柯志恩表示，過去一
年學務處積極推動了包括獨居
老人住家清潔服務、學思知行
營、老樹珍重祈福等具有特色
的品德教育活動，「能獲獎是
份肯定，也希望同學們能建立
自己的品德價值觀，達到真正
落實品德教育的活化、深化、
內化。」

挺

本校   度獲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前駐法大使
呂慶龍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商
管學院於 19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
行週會，會中特別邀請前駐法大
使、法文系校友呂慶龍以「淡江人
的國際競爭力」為題演講，期勉所
有在校同學。
　呂慶龍以生動活潑的布袋戲開
場，吸引全場目光，再以自身 40
年的外交實務經驗為例說明，譬如
日前受邀法國 BFM Business 電視台
節目「頂級品味」介紹臺灣觀光，
從邀請到上台，僅短短 3 天準備，
他表示必須隨時預備好自己，強調
機會往往留給準備好的人，也和大
家分享：「當有機會表達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握住！」
　「你當然可以玩 4 年！」一句
話，嚴厲地給予在場大學生當頭棒
喝，「面對未來職場的定位、社會

　學務長柯志恩手持教育部所頒發的獎牌表示，能獲獎是肯
定，希望同學們能建立自己的品德價值觀。（攝影／林俊廷）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西洋音樂社於
19 日邀請閃靈樂團主唱 Freddy、常寫搖滾樂
與社會運動關係的評論人張鐵志，以及曾任中
國時報主筆馮光遠，以「搖滾樂如何改變你和
我」為題演講，吸引逾 100 人參加。
　張鐵志以黑名單工作室的專輯「抓狂歌」帶
出 90 年代的新臺語歌運動，說明當時試圖翻
轉國語主流霸權，挑戰當時的政治氛圍。接著
舉出濁水溪公社和關子音樂坑等地下樂團和國
外 Coldplay、U2 等知名樂團，同時都對社會
議題表達關注。
　Freddy 談起從當初因叛逆接觸搖滾樂，到

社團舞會 華麗旋轉

競爭，你該如何面對？」他表示，現在處於一
個溝通的時代，語文溝通能力、論述、談吐，
以及對生活價值觀是否有正確認知是極為重要
的，「千萬不要只專注於玩樂，想想怠惰的同
時別人正在進步。」但他也稱讚淡江優質的地
方在於學生相當靈活，即使不是最高學府的學
生，上大舞台也能游刃有餘。
　演講中，呂慶龍分享法國某雜誌來訪時，自
己曾拿著臺灣製造的羽毛球，積極行銷臺灣，
並指出，「沒有文化，國家就沒有前途。」他
盼更多的年輕人能積極投入國際參與，讓更多
外國人能認識臺灣。
　「自助而後天助，自己是最重要的貴人。」
競爭無窮，實力才是最為重要的，呂慶龍提醒
學弟妹們處理事情定要沉得住氣，並在事情上
多花點巧思！最後他感性且高聲地說：「與在
場各位同學共勉之。」管科一呂承恩分享，「聽
完演講，讓我了解如何在有限的資源下提升自
己，我也期許自己把握機會、努力學習。」

逐漸了解其歌曲想表達的意涵，包含死刑、戰
爭、種族和宗教等不同議題，這些搖滾樂引領
他去思考社會議題，促使他想藉由重金屬搖滾
樂，傳達他的理念，也開啟他的樂團人生。
　馮光遠指出，Randy Newman 是影響他最深
的美國歌手，其動人的情歌，提醒他寫作時應
適時地增添感性的文字；其大量的諷刺歌曲，
則是給予他靈感，並提供他寫作專欄《給我報
報》的精神，藉此說明一首歌不只是娛樂，更
可以帶給人深刻的影響。
　3 人以幽默的言論，讓現場笑聲不斷。西音
社社長教科三黃冠誠表示，「透過演講想傳達
原來搖滾樂可以代表一個時代的聲音，音樂和
人之間的交流不只是好聽跟好看而已，跟政治
社會現況都息息相關。」資圖一李品萱也表
示，「在聽演講前有先想過音樂與社會相連結
的問題，從演講中得到很多不同的觀點。」

教學
卓越

3
Freddy 張鐵志 馮光遠 分享搖滾經驗

　閃靈樂團主唱 Freddy
應西洋音樂社邀請，來
校 分 享 搖 滾 樂 經 驗。
（攝影／姜智越）

創聯會電梯式簡報 短時間抓重點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什麼是電梯式
簡報？創聯會告訴你！創聯會活動長西語二胡
恆義分享，「在短時間內抓出重點、如何表達
並推銷，這就是電梯式簡報。」時間以兩分鐘
為限，就像搭乘電梯一樣。更傳神的舉例就
是，搭電梯時，遇到一個心儀已久的人，你如
何在有限的時間內讓他對你留下深刻印象。
　各組組員皆來自不同系所與團隊，大家必須
在有限的時間內共同想出一個理念或產品，上
台簡報並行銷自己，有人想到恆溫的咖啡杯，
也有人想到防走丟的貼紙、智慧馬桶，甚至打
工渡假結合打零工的平臺。如此不僅提升溝通
與表達能力，更增進社員間的情感。創聯會行
銷組指出，透過社員們彼此間的提問與交流，
每每都能獲得良好的回饋。

禪學社訓練專注力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16 日晚間，
禪學社由三芝國中專攻禪學的國文老師盧玫如
以「專注力訓練」為題進行分享。她表示，專
注力分為專注於外在事物的「外專注」；專注
於內在的「內專注」。前者可透過手指的訓練
來達成，後者如情緒、心態等等心理層面，可
藉由禪定來鍛鍊自己排除雜念，專心一意，專
注於身體內的能量。
　社長化學碩二陳俊谷表示，盼社員能透過講
座學到訓練專注力的方法，「若勤練習，累積
下來的能量是非常可觀的。」水環四李玉蓮說：
「整場講座非常具體，很容易理解。聽完講座
後才發現專注力的提升能讓自己更有效率地完
成許多事。」她透過禪定靜坐，也發現原來自
己無法真正專注 30 分鐘。

Beatbox 社介紹數位樂器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什麼是樂器
數位介面？ Beatbox 社於 20 日邀請線上 MPC
樂手 Puzzle Man 來校介紹 MPC、Lauchpad、
MASCHIN 等數位樂器，示範用電子配備做出
各種音樂，不論混音或特殊聲效，都能簡單上
手。社長資管二徐韜表示，希望藉由講座，能
讓社員因應樂器電子化的趨勢，並更深入了
解 Beatbox 音樂的器材與配備。土木二蘇煒珽
說：「我有學習電鋼琴，因此想接觸特殊聲
效的功能。」但礙於網路資料稀少，所以來
聽講座，也從中得到許多軟、硬體的知識。

天使社以音樂認識情緒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面對負面情緒
時，你都怎麼做呢？天使社於 20 日邀請音樂
治療師廖尹君，以「用音樂認識情緒」帶大家
進行了一場藝術療癒之旅。
　廖尹君先以了解情緒開頭，「負面情緒累積
久了就會產生壞脾氣，回溯產生情緒的源頭，
大家應要適時的放鬆。」伴隨音樂，廖尹君用
繪畫帶大家畫出曾經有過的負面記憶，藉由音
樂和自我對話，多聽自己內心的聲音，了解當
時自己的情緒反應，進而認識自己的心理狀
態，才能達到提升自我情緒解決問題的能力。
數學三林庭慧說，「講師要我們回想各年齡層
發生的事情，但憑印象只有稀少的片段記憶，
之後藉由音樂帶領下，回憶不斷的湧現，覺得
這治療還蠻有趣的！」

烹飪社創意做蛋糕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想送禮物給朋
友或喜歡的人卻沒有點子嗎？烹飪社於 21 日
邀大家動手做蛋糕，24 位同學聚在美食廣場
完成「甜心巧克力棒棒糖蛋糕」。香濃的巧克
力裹著鬆軟蛋糕，加上同學們創意撒上巧克力
與彩糖，讓自己的蛋糕變得不一樣。社長產經
二洪紹庭表示，「為了讓大家體驗動手做的快
樂，我們挑選成功率高的棒棒糖蛋糕來激盪創
意！」資圖一賴怡君表示，「不僅學到了做蛋
糕的小撇步，且在等待蛋糕烘培的過程中玩遊
戲，十分有趣。」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16 日德瑞克領
隊社、飄移社、國青社、健言社，以及畢聯會
共同舉辦聯合舞會。團康活動結合少許舞蹈元
素，加上拳王遊戲暖場，大家跟著小丸子主題
曲等歌一同搖擺，現場氣氛歡樂、笑聲不斷，
最後大家在男女社交舞華麗旋轉下，結束美好
的夜晚。
　德瑞克領隊社活動負責人西語三高佳恬表
示，「希望同學能在活動中認識不同性質的
社團成員，並且在社團中保持熱情、活絡。」
運管一王妤甄分享，參加舞會可以認識很多同
學，可惜自己只敢在附近找尋舞伴。「盼下次
主辦單位能夠強制交換舞伴，避免看見心儀對
象卻只能在旁乾瞪眼。」

管科系    淡水有機小農

驚聲詩社赴長沙 吟唱交流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驚聲詩社代表
本校，參加於上月 21 至 28 日在湖南長沙舉行
的「瀟湘情 中華韻 2015 兩岸三地大學生吟唱
文化交流節」。此次將近 20 所學校參加，臺
灣除了本校之外，還有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成
功大學、輔仁大學，多名對吟唱文化深感興趣
的學子一同赴對岸參與文化盛宴。
　為了讓吟唱時更能感受詩句的情境和古人的
心情，參與的社員遊訪了愛晚亭、洞庭湖，以
及屈子祠等名勝古蹟，並於好景致中輪番表演
交流，驚聲詩社便在岳陽樓旁的君山島表演

〈西江月〉等，美景配吟唱，更顯風雅和韻味。
　參與社員中文四張依慈表示，「在吟唱方
面，臺灣與對岸的呈現方式不太一樣，臺灣
比較著重音律方面，對岸則是執著於情感的表
達。」她也期許將這新的表演模式帶回詩社，
或許能夠與原有方式結合成另一風格。副社長
化材二陳信宇則表示，「雖然臺灣擁有相關文
化的完整資源，但對岸更熱情於吟唱，除活動
更積極外，表演性質也較高，而臺灣卻相對逐
漸凋零。」他希望吟唱能得到更多人認同與支
持，讓臺灣吟唱文化不再繼續沈寂。

合唱團淡水老街美聲獻唱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合唱團於 17
日下午在淡水老街獻唱「Viva la vida」和「行
在上帝的光」兩首曲目，吸引路過民眾圍觀、
拍照。團長土木二賀鈞表示，「大家愉快地唱
歌，並把快樂傳染給在場的每個人。」他希望
團員能享受團隊帶來的樂趣，培養默契，並在
合唱中體會合作帶來的和聲之美。產經一顧家
瑜分享，「唱歌是希望能透過自己的歌聲感動
別人，整個團的合唱，是我們加成的心意！」

　想要給朋友一個不一樣的小驚喜嗎？嘉雲校
友會「校園巧克力傳情」開始囉！自 19 日至
30 日，早上 8 點到下午 5 點在圖書館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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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tbox 社邀請線上 MPC 樂手 Puzzle Man 介
紹數位樂器。（攝影／李建旻）

（攝影／林俊廷）

社團繽紛樂

　管科系在商管 3
樓 舉 辦「 愛 淡 水
土 地， 挺 滬 尾 鄰
居 」。（ 攝 影 ／
何瑋健）

　籌備人員管科四林怡萱說：「在課堂上我們
學到根據不同廠商特點設計文案，剛好這次活
動也接觸到了平常較少接觸的廠商類型，真的
學習到很多。」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21
日商館 3 樓舉辦「愛淡水土地，挺滬

尾鄰居」成果展暨有機農業市集體驗活動，吸
引許多師生駐足選購，場面熱鬧。
這是管科系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
程「廣告行銷與研究」與新北市
滬尾休閒農業園區發展協會合作
的活動。
　指導老師管科系副教授牛涵錚
表示：「接續上學期課程，這學
期融入廣告元素，請同學為它發
想企劃，規劃活動與製作關文宣
品。不同於傳統上課方式，同學
們更可以從實作中提升企劃能
力，也能更了解淡江大學周邊土
地狀況。」

比利時

以及商館大樓外木桌擺攤。此次與臺灣近百間
大專校院合作，不管校內外都可送達心意。
　除了有 20 多種巧克力可以挑選，還提供「QR 
Code 音樂貼紙」，巧克力結合音樂，讓人驚
喜又好玩！活動總召水環二林育新表示，從暑
假一直籌備到現在，開學又因宿營讓大家很疲
憊，但在伙伴們努力趕工下，除了如期展開活
動，更加深了大家的團結和情誼。活動總召經
濟二王瑀彤表示，巧克力傳情能夠藉機把平常
說不出口的感情、感謝，用另一種溫馨委婉的
方式表達出來，自己也很喜歡這種「傳遞愛」
的感覺。（文／陳安家、攝影／何瑋健）

979期

微光詩社與靈感一起移動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社
於 21 日邀請詩人湖南蟲蒞校，以主題「如何
一起移動」分享詩的入門創作，以及成為詩
人的心路歷程。他表示，「詩不同於散文已有
固定的設定及架構，能讓眾多讀者在閱讀中探
索，找到屬於自己的詮釋及熟悉感。」講座中
他提到，創作過程中必須「和靈感一起移動」，
靈感的來源如人物、事件、感動等，皆能在新
詩中注入豐沛的情感，而寫詩的方法即「讓想
像力掌權」，透過譬喻的方式揮灑靈感。社長
中文三林佑霖表示，盼社員藉由演講者分享自
身接觸現代詩的經驗，在現代詩入門的困惑上
能有所引領。中文一簡妙如說：「除了聽到詩
人的想法，也了解到許多關於寫詩的訣竅。」

百校巧克力傳心意 濃情開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