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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場規則：帶小抄涉舞弊

賀！英文系排奪北英盃雙冠 耶誕音樂會 袁培華詩歌獻愛

【本報訊】本校已於去年 11 月 24 日公告最新考場規則，第十一條規定，「考
試時不得有夾帶、傳遞、任意調位、代考、抄襲、圖利他人作弊、交換試題、
交換試卷或其他作弊等舞弊行為，違者取消該科該次考試資格，且該科該次
成績以零分計算。」且第十七條明文規定，「違反本規則第四、五、七、九、
十一、十二、十四、十六條之規定者，另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之規定議處。」
本報第 678 期「考場規則修訂，帶小抄不涉舞弊」新聞提及考場規則現已修
正，最新版請至課務組網頁查詢。（網址 http://ppt.cc/6IQ5m）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男、女排於 3 日、4 日前往國立中興
大學參加 2016 北英盃排球比賽，奪下雙冠軍；系男排更是首度贏得北英盃
冠軍。男排隊長英文三張家毓強調，成功關鍵在於依實力劃分出場順序，跳
脫過往年齡限制，「這次我們把所有人都登錄在出賽名單，便是告訴全員皆
要做好上場的準備，這樣一來能凝聚向心力，更認同這個團隊。」女排隊長
英文三陳芸喬說，「大家因喜好排球而加入系排，在練球過程中培養出團隊
默契，彼此透過觀察以補強弱點，讓團隊更有動力前進、贏得比賽。」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12 月的校園充滿濃濃的耶誕氣息！課外組、
讚美社於 7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品德教育系列活動「讓愛蔓延」耶誕音樂晚
會，邀請歌手袁培華來校分享，約有 80 餘人聆聽。節目由「愛中有你」短
劇開場，訴說愛與接納的重要性。袁培華演唱 8 首福音歌曲，並和觀眾分享
生命中與神相連結的故事。晚會在「有一位嬰孩」詩歌獻唱中劃下溫馨句點。
社長西語系碩三郭俐慧分享，非常開心在籌備過程中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校
友蔡欣穎表示，袁培華分享「以神的眼光來看待生命」的故事讓她深受感動。

1022期
品德教育讓愛蔓延
（攝影／陳柏儒）

張校長傾聽 班代表座談百位師生交流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輔組
於 8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105 學年度第
一學期「全校一、四、五年級及研究所班代表
座談會」，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由校長張家
宜主持，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
仁、國際副校長戴萬欽、相關教學、行政單位
主管與班代表，計 113 位出席。首先由張校長
頒發 105 學年度優秀青年獎，並致詞表示，座
談會中學生能與一級主管雙向溝通，也希望藉
由班代表傳遞正確訊息。
會中有 12 位代表提問，有關校園環境方面，
學生會權益部長資管四王國豪詢問，紅 27 站
牌停車場時常被違規佔用，節能組組長姜宜山
指出，屬於校內範圍會由安全組加強巡視，校
外則會請警察單位取締。教育學院議員教科二
張芝瑄表示，文學館出入口常看到配有停車證
的車輛違停，建議放置禁停標誌，姜宜山回應

社團繽紛樂

會以更積極的行動解決。
法文一陳韻琳反映，去年寄放在松濤館的行
建築系碩一陳叡希望有效全面禁菸，軍訓室
李有被翻動痕跡。住輔組組長丘瑞玲回應，已
主任張百誠表示，本校抽菸率已逐年降低，歡
著手修改法規，將不再同意自由進出行李房。
迎透過舉報來降低個案發生。統計進學一宋孟
保險碩一楊凱傑提出，校外攤販以淡江時報
宗提出，社團室外活動音量過大，影響進學班
當包裝紙。胡宜仁回應，報紙放置在各大樓出
晚間上課，學務長林俊宏表示會進行勸導。
入口，無法避免取用目的。
就業輔導規劃上，工學院議員航太三林琬
全財管一鍾凱元詢問是否公開學雜費運用、
庭、商管學院議員運管四林欣緣，均針對就業
校網頁中英文版本差別大，不便外籍生使用，
博覽會合作對象提出詢問。職輔組組長吳玲說
並希望學校資訊能透過 E-mail 傳達，並將淡
明，明年就
業博覽會將
擴大舉辦，
仍藉由與新
北市政府合
作，以有效
過濾進駐公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校一、四、五年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座談會由張家宜校長主
司的品質。 持，3 位副校長、相關教學、行政單位主管與班代表逾百位出席。（攝影／閩家瑋）

7社團樂現多樣學習

彩妝社 期末成果發表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彩妝社於 7 日
晚間舉辦期末成果發表，吸引 40 人參與。活
動以分組方式進行搶答題及聖誕彩妝比拚，由
參與者投票選出前 4 組得獎者，分別可獲得名
牌唇膏、眼妝盒與睫毛膏等等，現場還提供披
薩及飲料助興。社長大傳三張庭瑋表示：「成
發是讓社員發揮平常社課學習的知識，並且實
際幫別人上妝。為了增加趣味性，還在搶答題
中加入了演藝題及前奏題等，希望讓社員既發
揮所學又玩得開心。」

種子課輔社 分享服務心態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種子課輔社於
6 日邀請課外組組長陳瑞娥分享「服務心態」，
她藉由詢問同學對服務的觀點、該做什麼與不
該做什麼，以及出服務隊的目的等等，再以同
學的答案來解說「服務」並分享經驗。陳瑞娥
認為服務是專業，心態很重要，要親身體驗才
能清楚服務的意義。
社長日文四尤怡樺上完社課後，感恩地表
示，想起當初進社團與服務的初衷，自己出過
各種類型的營隊，每次都有不一樣的成長。歷
史四陳聖文認為，服務是要視對方的需求給予
協助，並不是一廂情願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彰友等 3 校友會 食字路口交流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彰化、澎湖、
金陵校友會於 7 日晚間聯合舉辦「食字路口」
活動，歡遊士林夜市，吸引約 50 位同學參與。
為加深各校友會成員間感情，彰化校友會會長
保險二陳聰富表示，我們設計了破冰遊戲，讓
大家能熟悉彼此。
活動以食物接龍貫穿，參與同學為爭取名次
而努力奔走各攤位間，享受許多美食，也增進

熱舞社 66 人角逐金勾盃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金勾盃
金勾盃金勾歐樂威！」在耶誕前夕，熱
舞社於 7 日舉辦「金勾盃」初賽，吸引
66 位同學參與。比賽不限舞風，由 3 位
熱舞社於 7 日舉辦「金勾盃」舞蹈初賽，吸引 66
社團資深幹部擔任評審，以隨機抽選音 位同學參賽。（攝影／鍾子揚）
樂、即興舞蹈方式比賽，參賽選手都展現自己
十屆兩岸青年古典詩詞聯吟大會」，兩岸共 16
的實力。最終選出 8 位社員與 16 位幹部抽籤
所大學相互切磋古典詩詞之吟誦歌唱。驚聲詩
分組，以 2 位幹部搭配 1 位社員形式組隊，進
社以屈原為核心主題，表演 4 首詩詞，「薤露」
入耶誕前夕的決賽。
述說詩人的凋零，「漂給屈原」傾訴對其敬佩
社長英文三洪婷融表示，「金勾盃」比賽已
之情，「招魂」象徵招回詩人愛詩的心，「禮
第四年，其特點在於不限舞風隨即抽選，對參
魂」則是對屈原的貢獻致上崇高的敬意。
賽同學是很大考驗。參賽者歷史三黃宜詮表
吟唱長中文三羅衣表示，中國詩社較偏重舞
示，參賽同學實力都很強，自己還需多磨練。
台效果，這是臺灣詩社不足之處，盼能透過展

國際大使團 海外經驗開講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大使團於
7 日晚間舉辦「一輩子要熱血一次，國際志工
的二三事」海外交流經驗分享講座，邀請曾經
擔任「八國聯醫海外志工服務隊」臺灣地區學
生總召王羿婷分享，活動吸引逾 80 人聆聽。
王羿婷分享如何得到海外實習機會、擔任國
際志工的酸甜苦辣，也介紹實用的國際禮儀，
以及小資背包客自助旅行的經驗。社長機電二
林哲宇表示，希望團員透過講座獲得更多與海
外服務隊相關事項，講者提到她的團隊遭遇許
多困難，都是憑著全員合作才解決問題的，這
種經驗值得所有社團領導人學習。

驚聲詩社 古韻新妍獻唱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驚聲詩社於 7
日應邀赴輔大參與 4 年一次的「古韻新妍－第

演相互交流，學習不同地區的吟唱法，並補足
社團的缺點。中文三廖吟萱說，看到臺灣及大
陸學校共同推動古典詩詞，十分感動！

Beatbox 社 battle 比賽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Beatbox 口技
社為推廣嘻哈文化，於 8 日舉辦「Beatbox &
Rap Diss Battle」，讓社員透過 battle 比賽方式，
體驗該表演方式在饒舌及口技次文化中的重
要性。並邀請到老莫、Mouzik Beatbox 阿朝 &
JIMIX、BR、陳小律，5 位頗具知名樂手為評
審。現場吸引逾 80 位觀眾，一同欣賞由 9 組
參賽者帶來精彩的「鬥技」表演。
參賽者法文二連家瑢說，今天雖然贏，但表
演中仍有太多贅字，參加比賽有很多收穫。社
長產經三連中愷表示，雖然活動規模不大，但
盡力讓活動完美。

跨越語言隔閡 關懷無國界

【記者楊喻閔專訪】「幫助別人，不僅僅
是付出，自己更感到快樂！」來自大陸的語
言四高佳寧肯定地說。跨越文化與生活習慣的
差異，她在來到臺灣的第一年，就擔任宜蘭普
門醫院義工與蘭陽校園圖書館志工，大三赴美
國舊金山州立大學時，更擔任「海外學習交流
會」志願工作者等服務工作。
在普門醫院擔任義工期間，一次耶誕節訪視
讓高佳寧至今難忘，「當時我為醫院裡的長者
按摩手掌，他跟我聊天，但我完全聽不懂臺
語，請同學幫我翻譯，才知道爺爺在跟我講家
裡的事。」高佳寧當下十分驚訝，心頭一陣熱，
這對很久沒有回家的她來說，「初次見面的人
把我當親人般傾訴自己的事情，真的讓我感到
非常溫暖與窩心。」她也因此去學習臺語，「當
我用蹩腳的臺語，加上肢體語言跟長者們溝通
時，他們都好開心。」
很快就熟悉蘭陽校園圖書館的高佳寧，除了
擔任圖書館志工外，更是同學眼中的好幫手，

高 佳 寧（ 左 ） 擔 任 宜 蘭 普 門 醫
院 義 工 期 間， 學 習 臺 語 探 望 長 者
們。（圖／高佳寧提供）

語言四高佳寧

各校友會間的交流。總召經濟二陳鈞彥
表示，「籌畫這次遊戲結合美食的活動
後，我學習很多，下次會辦得更好。」

「大一時，同學們大多不熟悉如何查詢書籍索
引或找書籍的方式，我會用電腦一一操作給同
學看，或直接帶著他們上圖書館找書。」高佳
寧很歡喜能幫助有需要的同學，也意外得到回
饋，提到有一次，「我沒時間找撰寫報告的資
料，結果，同學居然幫我印出資料，還送到我
房間來。」讓她格外感動。
在舊金山州立大學留學時，高佳寧更積極地
向外國學生介紹淡江大學，「我希望藉由海外
學習交流會，分享自己在臺灣唸書的趣事與經

歷，讓他們也來臺灣親身體驗，了解臺灣的人
文美景。」
「對於幫助他人的想法，我並非一開始就
有。」從小歷經幾次轉學與生活環境改變的高
佳寧說道，「奶奶與爸媽都是樂觀的人，長輩
的處事方式讓我能正向面對環境變化。同時，
我發現主動跟同學交談，多能贏得友善地對
待。」她也發現，「參加志工與義工活動，是
認識在地環境、釋出友誼的方法。」這漸漸培
養出高佳寧積極助人的態度。
喜歡助人的高佳寧也有挫折，「語言應該是
我最大的困難點，小時候從北方搬到南方，遇
到各地不同的方言，溝通上容易產生隔閡。」
來臺灣後，「中文書寫與使用方式，加上學習
臺語等等都是挑戰。」但她把握機會學習，「重
要的是把挫折當作學習，我已養成確認辭句講
法與用法的習慣。現在，臺語也日有進步。」
她透露，自己可聽得懂不少語言！
高佳寧期許，「我希望能幫助更多人，因為
這個過程讓我愉快，也是累積學習，提升自我
的方式。」她認為付出就會有快樂與收穫！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江時報放置系辦。財務長陳叡智指出，財務處
首頁有學雜費專區可以查詢；資訊長郭經華說
明會儘快設立教學支援平台英文版網頁。
針對校園資訊的傳播，張校長表示時報有網
路版，並每週向同學發送 E-mail；學校資訊
不僅在時
報刊登，
時報是加
強報導重
要議題。
各代表踴躍發言。
（攝影／閩家瑋）

活動看板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14(三)
學發組 「時間診療室」-時間管理技巧
13:10
I304
12/14(三)
學發組 「簡報整形術：資訊圖表襲
18:30
L102
來！」-簡報設計技巧
12/15(四)
英文系 英詩朗誦比賽
18:30
T301
12/16(五)
資工系 2016第七屆資旺盃行動裝置程式設
10:00
E301
計競賽
12/16(五)
學發組 「我的自傳好給力」-個人自傳撰
14:10
I301
寫技巧
12/16(五)
學發組 「粵來粵有趣」-澳門文化及粵語
15:10
I304
學習技巧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15(四)
遠距組 105學年度運用LMS2.0學習平台增進
14:00
D304 教學成效工作坊

千位劍道高手會師淡江
賽的相關事宜上，不論場地安排、硬體設備，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 3、4
各校選手及教練皆多有讚賞。本校劍道隊隊長
日舉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5 學年度劍道錦標
日文三莊偉達表示，本次比賽隊員們都盡了全
賽，本校劍道隊斬獲一面銀牌，在來自 48 所
力，雖未能獲得理想成績，但都吸取了寶貴經
學校千位劍道高手環伺下，勇奪團體得分賽女
驗，未來會加緊練習，盼往後能取得好成績，
子一般組亞軍及團體過關賽女子一般組殿軍，
重振淡江劍道威名。
個人賽中，機電四林昱秀抱走女子段外組的第
四名。
校長張家宜於錦標賽開幕式致
詞時表示，本校 3 度獲得教育部
所頒發的體育學校績優獎，學校
一 直 致 力 提 供 資 源 給 選 手， 同
時也讓全校師生參與更多賽事，
今年報名參加錦標賽的人數就達
1,031 人次的歷史新高。
在賽事部分，體育長蕭淑芬表
本校於 3、4 日舉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5 學年度劍道錦標
示，本校承接大專院校體育總會
賽，在來自
48 所學校千位劍道高手齊聚。（圖／體育處提供）
劍 道 委 員 會 第 三 年， 在 辦 理 比

柬埔寨學習團
10屆有成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
淡江愛心散播到柬埔寨傳捷報！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5 年服務
學習及海外志工短片競賽」，本
「拾寨，實在 - 柬埔寨服務成果展」在黑天鵝展示廳呈現
校柬埔寨服務學習團的「我寨這
10 屆成果，吸引許多參觀者。（攝影／何瑋健）
裡柬單愛」從 15 支參賽影片中
勝出，奪得海外志工組首獎，上月 19 日由第
十屆副團長保險系校友陳宗佑代表領獎。課外
組組長陳瑞娥表示，獲獎是對團隊的肯定！
該團從 2009 年 7 月首次前往柬埔寨舉辦免
費電腦中文學習營，並至當地村落進行探訪，
理學院於 104 學年新設學系：尖端材料科
至今年已是第八年，辦理了 10 屆的服務團。
學學士學位學程，在今年成立了系學會，以
歷經多年努力，課外組與該團於 5 至 9 日，在
增加系上學生情誼、提升尖材學生讀書與研
黑天鵝展示廳盛大舉行「拾寨，實在 - 柬埔
究的風氣為宗旨，會長尖材二徐佩璿表示，
寨服務學習成果展」，7 日更有「讓愛無國界 「系上一個年級只有 40 幾人，人數不多，我
你不知道柬埔寨的 10 件事」專題講座，讓師
們希望讓學長姊、老師都能與學弟妹交流，
生感受到當地風土人情。
讓尖材這個大家庭變得更團結。」
5 日是國際志工日，中午，學務長林俊宏與
系學會在本學期舉辦夜烤、宿營等活動，
體育長蕭淑芬為成果展開幕。展場以影片、
並定期舉辦家聚，讓大一新生與學長姊互動
圖說等等介紹著服務歷程與內容，與師生分
能更熱絡，以增進彼此交流。另外，在考前
享 10 屆不「柬」單的緣分與故事。每天更準
一週也會舉辦讀書會，給予課業上的幫助。
備不同的特色美食，包括法國麵包佐煉乳與酸
徐佩璿說明尖材與化學、化材的不同，「尖
菜、椰奶仙草凍、棕櫚糖，分享參觀師生。
材結合了物理、生物、化學與近年新興科學
林俊宏說明，成果展取名「拾寨」是取「十」
的課程，學得較為廣泛與多元。」她補充，
的諧音，看到同學歷經 10 次的服務真的很感
在大三時會進行分組，分成 4 類：偏物理的
動，希望能一直延續下去，他也會鼓勵自己的
「光電」、偏生物的「生醫」、偏化學的「奈
小孩參加國際志工服務！
米」和「高分子」，規劃專題研究課程，讓
活動總召運管四賴永彬指出，團隊花了很多
大三大四學生深入學習與研究。
時間籌備，希望透過展覽，同學能初步了解柬
身為理學院的新系，徐佩璿希望透過與其
埔寨，並參與我們的服務團隊。
他學系合辦活動來拓展人脈，「我們希望把
「讓愛無國界」專題講座，邀請以立國際服
基 礎 打
務計畫總監高捷，與在場 30 位同學分享他在
好，讓更
柬埔寨志工服務中 10 段感人故事。現場更提
多人認識
供山竹跟紅毛丹，同學邊聽講者分享邊吃柬埔
尖材！」
寨水果，更感身歷其境。
（文／楊
9 日，本校與長庚科技大學等 3 校的柬埔寨
喻閔、攝
服務團隊共聚宮燈教室 H105 交流，陳瑞娥表
影／李建
示，希望各校同學從其他服務隊的分享中，激
旻）
發更多志工服務的可能性。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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