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文學院「文創
學程閩台專班」49 位福建
師範大學大三生即將完成
在本校修習一年的文創學
程 40 學分課程，日前他們
為紀錄在本校的校園生活、
學習收穫等，以集體創作方
式出版《大三那年，我在
台灣》，書中分享在臺灣

的事物、對臺灣印象等，身為作者之一的文創
閩台專班張儀表示，很開心在這裡收穫很多，
透過集體創作方式可以完整記錄在臺生活，她
指出，淡江學風自由可選擇想修的課程，在修
讀「中國玉文化與古美術」的課堂上，學習鑑
賞教學外，還到故宮博物院實踐鑑賞方式；另
外社團生活有趣，讓大學生活更加豐富。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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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部分運動
代表選手即將畢業，為感謝他們的付出，體育
處於 8 日中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4 樓舉辦「運
動代表隊畢業生歡送茶會」，逾 130 位教練與
選手共襄盛舉。由各代表隊領隊教練頒發紀念
獎牌給畢業生，以表揚他們為校爭光辛勞。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今年畢業生相較去年
少，但要送走這些為學校奉獻的隊員依然不
捨。就藉由今天的茶會，感謝淡江校隊為學校
爭取許多好成績，同時祝福隊員們帶著運動代
表隊的精神在社會闖出一番成就。今天你以淡
江為榮，爾後淡江以你為榮！」

　體育
活動組
組長黃
貴樹祝
福校隊
隊員往
更好的
旅程邁
進，「希望畢業生們能在學校舉辦校隊回娘家
時回來看看學弟妹，指導他們技巧！」
　畢業生排球隊管科碩三楊凱鈞分享，「能在
排球隊這大家庭真的很幸福，隊友們間的情誼
如革命戰友，我是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
　網球隊航太四廖謙文分享，「從大一就加入
校隊，4 年中學習到很多網球以外的事，也交
到知心的朋友，教練真切的關心與指導讓我們

軍訓室籲 暑假注意安全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暑假即將到來，同學們多在暑假期間進行休
閒活動，軍訓室中校秘書文紹侃提醒，不論從事室內或室外活動皆須注意安
全。進行登山活動，務必確實掌握天氣狀況及路線安全，以免受困於山區；
在水域進行溯溪、戲水，則要選擇有救生員的場所並避開危險水域。
　另外，校外交通意外事故多為暑假期間意外傷亡的首要因素，駕駛時應遵
守交通規則，並減速慢行。文紹侃最後提醒，假期間在外留宿，要和家人保
持聯繫，讓他們能掌握自身的狀況並隨時報平安，不要讓家人擔心。

學生大代誌4

倍感溫馨。球隊真的是個大家庭，我將繼續就
讀碩士班，繼續待在這溫暖的淡江網球隊！」
　游泳隊隊長航太四呂柏鴻笑說，「即將要離
開游泳隊，很擔心自己身材走樣！雖然游泳不
像其他運動需要團隊合作，但是我們互相扶
持，一起努力的這份情誼是非常可貴的！畢業
後，我相信我最想念的一定就是那些與隊友們
一起練習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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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劇團期末公演  探討    議題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30 日到 4 日實驗劇團舉辦期末公演，每
日演出 3 齣劇，5 天共約 400 人觀劇。其中「時間到」演出逃犯 A、B、C 與 C
妻 4 人的時間觀點。C 雖逃獄了，卻糾結在時間認定上，導演中文四郭俊佑表
示，C 的心靈始終不自由，反觀妻子雖無法接受 C 驟逝，但在輾轉收到 C 以「想
對妻子說的話，摺成的紙玫瑰」後，終於放下眷戀，也離開被禁錮的時間。而
被追訴期禁錮著的 A 與 B 則選擇繼續生存，劇情對比著 3 種應世態度。
　「有一隻熊」以多名工人的獨白，及天神與熊之間的對話，表達勞工議題，

全劇穿插「沉重」與「歡快」兩元素。導演英文三林侃歷說明，「我們以天神
與熊的故事做為寓言，乍看兩者並無相關，卻環環相扣，希望以這齣戲表達尊
重勞工。」另一齣戲「相濡以沫」，劇情述說男主角在女友因地震去世後，仍
不斷打著女友手機，但接電話的其實是另一位女孩，而兩人的悲傷、好奇、憐
愛等心情，促使他們漸漸依賴著那電話。導演資圖碩一江昱萱表示，「劇情最
後，兩人決心結束這個依賴，我們希望表達出現代人對手機的過度依賴，忽略
人與人的實際接觸，留給觀眾去省思。」

資圖系楊恩潔、中文系黃湣御、中文系賴思萱、
歷史系林子筠、資傳系李函洛、大傳系黃雪婷、
教科系陳佳欣、建築系戴　瑄、機電系羅少川、
機電系朱雨農、土木系莊博森、土木系鍾時瑋、
化材系林聖益、資工系李俊毅、資工系柯佑慈、
航太系葉宗洽、電機系魯昶甫、電機系伍森德、
電機系許雅筑、電機系張瓊之、水環系吳秉澤、
水環系葉宗沛、法文系蕭以羚、德文系蔡孟芸、
日文系周昭儀、日文系郭涴楨、日文系郭瓊玲、
英文系林懷亞、英文系李忠勇、西語系張晏嘉、
俄文系李維德、會計系郭庭余、會計系王靖雅、
財金系史楚石、財金系邱詩堯、企管系林孟慈、
企管系林宛蓉、產經系曾佩雯、國企系洪御寧、
國企系張方語、管科系蕭全佑、保險系洪芳儀、
資管系陳柏霖、公行系林郡瀅、公行系黃子綺、
統計系紀名珊、統計系陳玟卉、運管系吳孟儒、
經濟系王嘉杰、化學系丁彥如、化學系陳奕心、
數學系林喜筑、數學系李珈儀、物理系黃慧敏、
物理系陶　碩、語言系高佳寧、政經系陳怡安、
資創系李沅紘、資創系陳浩瑜、觀光系邱昱慈

服務獎
歷史系李明昇、歷史系簡子涵、資圖系楊念潔、
土木系陳昱瑋、水環系李冠毅、水環系黃雋華、
企管系呂傑寧、財金系許芊芊、國企系楊順吉、
產經系曾佩雯、統計系周晉丞、統計系黃亭茹、
運管系賴永彬、西語所莊蕙瑜、法文系陸雨曦、
英文系張育聖、英文系陳之理、教科系莊才瑩、
教科系辜婉婷、政經系李柏儒、政經系李國瑋

操行獎

中文系林義婷、中文系黃冠勳、歷史系陳韋臻、
資圖系楊恩潔、大傳系龔俐文、資傳系包濬凱、
數學系卓彥汝、數學系杜佳蓉、物理系吳至翔、
物理系游子萱、化學系林盈萱、化學系黃俐穎、
建築系張晏慈、土木系江勁衡、土木系邱柏榕、
水環系曹茹暄、水環系陳宜婷、機電系葉丞偉、
機電系黃益昌、化材系薛宇玲、電機系張哲瑋、
電機系李盈蓁、電機系李宗豫、電機系譚道擎、
資工系陳思羽、資工系劉蕙芩、航太系廖韋程、
國企系吳曉瑩、國企系張郡芳、財金系陳炫廷、
財金系邱詩堯、保險系陳玟羽、產經系林哲瑋、
經濟系林璟如、企管系張靖悅、企管系張家偉、
會計系陳柔涵、會計系李采庭、統計系簡誌賢、
統計系江柏宏、資管系羅勻廷、運管系周守洛、
公行系陳友健、公行系張桂瑛、管科系林瑜禛、
英文系方詩涵、英文系王思婷、西語系黃辰雅、
法文系文致懿、德文系陳政詠、日文系周昭儀、
日文系吳沂珈、日文系黃英傑、俄文系侯郁璿、
教科系周佩諭、資創系鄧羽辰、資創系林定儒、
觀光系劉俊賢、語言系李芳儒、政經系楊侑思

體育獎
資圖系謝舜珉、歷史系李宜峯、土木系江勁衡、
土木系蔡明峰、化材系徐　嘉、水環系王文增、
航太系廖謙文、資工系陳泓任、資工系陳思羽、
資工系湯　湧、電機系吳澤彥、機電系林瑞德、
公行系陳定佐、財金系劉士霆、國企系林旻甄、
產經系蔡季軒、統計系徐子元、會計系古佳蕙、
經濟系劉晏綾、資管系丁資育、運管系陳柏儒、
運管系陸柏宇、運管系溫修維、日文系周郁強、
日文系李辛雅、日文系吳岱蓁、法文系吳逸慈、
英文系林雅靖、教科系陳琪雅、教科系周家瑋

青出於蘭畢業獎
國際獎：政經系項子恩
學分獎：語言系李怡萱
領袖獎：政經系李國瑋

（資料來源／秘書處、學務處、蘭陽校園主任室）

學業獎

畢業生榮譽榜

（攝影／吳冠樑）

　【記者陳品婕專訪】或許你曾在開學典禮上
看過他們，由 10 人組成的人體金字塔，總能
帶領全場進入最 High 的氣氛；或許你曾看過
最上層的他，當他成功站上金字塔最頂端，
掌聲和歡呼聲從四周湧起。他是競技啦啦隊隊
長、西語三王俊皓，在今年 4 月赴新加坡參加
「2017 亞洲啦啦隊邀請賽」，成為全臺第一支
參加的全男隊伍，並代表淡江拿下「第五級」
全男小組冠軍。
　「因為我個頭比較小隻，在訓練上比起體格
好的同學，需要花更多時間。」王俊皓在高中
時開始接觸啦啦隊，起初是因為學長的邀請而
加入，沒有運動習慣的他，在體能和體型上較
吃虧，剛開始時吃了不少苦頭，「但我真心喜
歡這項運動。」高中畢業後，他選擇競技啦啦
隊社團中以「金字塔」出名的淡江就讀，持續
在自己熱愛的領域中學習。
　他們的團隊經常獲邀至校外表演，王俊皓分
享，「印象最深刻的是企業尾牙的邀請，共有
20 人一起表演，技術上更要搭配得天衣無縫，
真的非常緊張。」說起啦啦隊，他滿是熱情，

校園話題   物

西語三王俊皓 人體金字塔頂端的佼佼者

（圖／實驗劇團提供）

人觀實驗劇

體育處歡送運動代表隊閩台   生記錄淡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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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董不藏私 陳百州揭飛利浦面紗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土木系於 7 日
到 9 日在工學大樓 3 樓中庭舉辦土木週，土木
系系主任洪勇善於開幕致詞時表示，「今年特

別展出頂石課程的成果，勉勵同學將過去所學
的專業知識應用在解決實際問題上，也為下個
學期的抗風盃學術競賽提前暖身，希望同學踴
躍報名。」土木週總計展出 9 個主題、共 35
組成果，現場除了有壁報說明、展示專題模
型，還有篩分析試驗、預拌壓模體驗，以及一
系列的闖關活動。
　土木系系學會會長土木二黃志勛說，「這次
土木週特別引進 ETABS 結構設計程式和雷射
測距儀，前者可模擬地震來臨時建物晃動和震
向，後者則可精準測量距離。」他以「折紙力
學－救災用折疊橋梁」專題為例介紹，為避免
地震或颱風破壞道路橋梁而影響救災，所以設
計橋面使用 EggBox 紋理，可以縮壓、載重，
再透過設計液壓系統使橋梁得以展開與收合。
　土木四黃宇宏參觀後說，活動很有趣、很好
玩，也可以更瞭解土木系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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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在上月初舉辦「文錙盃學生 e 筆書法比賽」，
近期得獎名單出爐，共選出前 3 名、5 名優選
和 5 名佳作，並於 7 日在文錙藝術中心舉行頒
獎典禮，邀請駐校藝術家顧重光進行頒獎。
　獲得第一名的中文碩二莊棋誠（下圖左）表
示，「此次以行草作品參賽，很開心能受到評
審肯定，同時很感謝主辦單位長期關注並推展
書法教育文化。最值得欣喜的是，參賽能夠與
諸多好手交流。e 筆是融古創新的文創楷模，
我會繼續在 e 筆書法上耕耘，並期待與有志之
士能攜手共同推廣 e 筆。」

　【 記
者李穎
琪淡水
校園報
導 】7
日， 機
電系邀
請系友
台灣飛
利浦董
事長暨
總經理

陳百州，以「老董不藏私學堂─百年外商企業
的經營轉動，揭開飛利浦神秘面紗」為題進行
分享。機電系系主任王銀添表示，平時在課堂
上傳授知識之外，今日藉由陳百州演講，盼帶
給同學不一樣的啟發。親和力十足的陳百州不
時與台下 60 位師生互動，氣氛熱絡。
　1988 年即加入台灣飛利浦的陳百州說，進
入企業後不斷自學成長，且公司也保持彈性、

隨市場調整轉型。「飛利浦唯一不變的宗旨是
『與時俱進』，這也是我想與大家分享不要停
止創新步伐的理念。」他說明，飛利浦於近年
結合食安、老年化等議題，決定朝健康科技領
域發展，串聯起健康生活、預防、診斷、治療、
居家照護 5 階段，遂而推出安心煮食的廚房系
列家電等。此外，透過專業醫療技術、設備，
並結合大數據及雲端平台，試圖實踐遠距照護
的概念，陳百州展望 2025 年能改善全球 30 億
人的生活品質。
　 陳 百 州 正 積 極 在 公 司 推 廣「Health We 
Care」，鼓勵員工學習急救、參與戶外活動，
以凝聚團隊向心力，創造彼此交流機會，他語
重心長地勉勵同學，「臺灣人身處於跨國企
業，一定要懂得活用資源、造福社會。無論同
學在未來選擇升學或就業，都要學習發揮創造
性思考，勇於改變，走出舒適圈。」
　機電三游睿騰說，「原來成功者的經歷不是
一帆風順的，讓我也開始思考未來可以更勇敢
前進。」

英文系   生獲獎學金 勉回饋所學
　【記者李欣倪
淡水校園報導】
英文系於 5 日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行本學期英文
系獎學金頒獎典
禮，外語學院院
長陳小雀、英文
系系主任黃永裕和英文系校友暨科見美語總裁
侯登見等人出席，頒發英萃書卷獎、英萃獎、

　【記者林佳慧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將於
24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5 學年度淡江
大學日文系國際學術會議－頂石課程與職涯連
結」，邀請到同志社大學教授兼學部長山內信
幸，以及曾赴日留學的韓國教授李吉遠進行專
題演講。日文系系主任曾秋桂表示，「日文系
將畢業專題寫作課程列為頂石課程，老師們無
償指導學生發揮所學，也協助他們完成畢業前
的最後一哩路。」
　曾秋桂說明，本次學術會議邀請學術經驗豐
富的老師們齊聚一堂，藉由個人專業進行經驗
分享，並回顧過去教學、前瞻未來，希望所有
與會者皆能持續精進日語教學與研究；未來配
合教育部高教深根計畫，讓同學們透過實作學
習，盼能順利與職涯連結。

化學系攜北台北家扶           
         認養相見歡
　【本報訊】化學系「社區基礎科學服務教
育」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與北台北家扶中心
合作，將於 11 日在本校牧羊草坪舉辦的認養
相見歡活動中，進行化學體驗的闖關遊戲，北
台北家扶中心聯繫窗口社工謝昱衡表示，北台
北家扶中心透過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與化學
系長期合作，觀察到學生的服務熱忱以及科普
趣味活動能讓孩童們發出會心一笑，特將一年
一度的認養相見歡活動，安排在淡大舉行，希
望能藉由趣味化學闖關遊戲拉近認養人、孩子
及家屬的距離，藉由在牧羊草坪的野餐活動交
流近況和分享生活點滴。

書林書籍獎、自強獎及汪國華紀念獎學金，總
計 41 位英文系學生獲獎。陳小雀表示，感謝
每位委員的付出，使英文系獎學金傳承至今，
期許同學們將來有所成就、回饋母校。黃永裕
也希望同學們能謹記這份榮耀，貢獻所學回饋
社會。
　獲獎同學都很感謝系上提供學習資源，並表
示會更加努力學習，其中獲頒書林書籍獎的英
文四高國珮說：「獲獎是一種榮耀，畢業在即，
我永遠會記得在系上學習到許多寶貴的知識和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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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週吸引同學駐足。（攝影／朱樂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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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系系主任王銀添（左）致贈陳
百州感謝狀。（攝影／馮子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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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匣子停不
下來，「這
是非常注重
團隊合作，
且是男女混
合、多人同
時 進 行 的
運動，難免
會有意見分
歧，但學長
曾告訴我，
只要站上藍
墊，就要團
結一起。」
成為隊長的
王俊皓，最重視協調與溝通。「對我來說啦啦
隊不只是技巧或練習，更重要的是『信任』。」
　談到參加 2017 亞洲啦啦隊邀請賽，他分享，
「綜觀臺灣的賽事都沒有全男組別，這次我們
是全臺灣第一個隊伍，也是第一支代表淡江大
學出國競賽的全男啦啦隊。」此行需要錯開隊
上練習時間，加上運用週休二日時間，持續苦

練數個月，王俊皓說，「為了站上最上層表演，
再累也要撐下去。」對他來說，最辛苦的位置
就是底層了。但在長期的練習過程中，他不斷
尋找適合自己的位置，「我覺得我的體感狀態
較好，在上層時較能駕馭，也對這個位置最有
自信。」
　第五級的比賽動作比大專盃更加困難，他笑
說，「第一次出國就遇上難度特別高的級數，
幸好我們的決心被許多人看見，遇見很多貴
人。」在校外練習時，常有專業人士來指導動
作。「因為賽事規定旋轉兩圈，幸運的是我的
教練正是這方面的專家，因此傳授我許多旋轉
動作的技法要領，讓我更好吸收。」經過特訓
的王俊皓更有信心，也成功地奪冠。
　練習時，難免受傷與受挫，「每次遇到挫
折，想放棄的時候，我都會想到自己堅持那麼
久了。」王俊皓感謝家人的強力支持，「我爸
媽幾乎每場比賽都來，他們都很驚訝，我竟然
能堅持一件事情這麼久，練啦啦隊真的改變了
我很多。」他期許未來能繼續在啦啦隊上努力
與精進，也希望能在技法上協助社團的學弟妹
們，讓大家能共享這項運動的成就感。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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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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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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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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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

（攝影／閩家瑋）

   日國際會議
頂石職涯啟航
24日

文
系

英文系於 5日舉行系獎學金頒獎典禮，計 41 位學生獲獎。（攝影／麥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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