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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籲小心網路購物詐騙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網路交易風險高！近日有同學在臉書社團上
買東西，收到的商品不是當初下單品項，且商品金額和已付款項不符。等到
發現問題要報案時社團早已關閉，也無法提供交易紀錄給警方作為蒐證證據。
軍訓室上校秘書黃立夫呼籲，臉書社團交易出現詐騙的案例越來越多，且
不像其他網路商店、平臺有健全的安全機制保護買家，若是社團關閉或負責
人刪除帳號，恐將難以追究責任，請同學慎選具有安全性的交易平臺，確保
自身權益。

Happy Halloween 趣怪造型派對 提前歡慶萬聖節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萬聖節降臨，各路鬼怪現蹤！ 25 日晚間，由
國際大使團、外籍同學聯誼會、外交系、大陸學生校友會、印尼學生聯誼會
聯合舉辦「Halloween Party」在學生活動中心揭開序幕，現場入口布滿蜘蛛網、
南瓜燈及十字架等裝飾，營造出濃厚的萬聖節氣氛。今年派對採取小型園遊
會形式進行，設置遊戲與提供各國美食等攤位，逾 200 位同學精心打扮，化
身成小丑、巫師、小紅帽、蜘蛛人等不同角色，隨著 DJ 播放音樂，大家隨節
奏擺動，或搞怪與朋友合影，氣氛一
片歡騰。加上競技啦啦

隊與魔術社帶來精彩表演，將活動推至最高潮。國際大使團副團
長、資傳二蔡昕容說：「感謝各主辦單位間的協調與合作，讓這
次活動圓滿成功。派對結束後收到不少同學的滿意評價，覺得很
有成就感、十分感動，期待年底耶誕趴也能如此精彩！」身穿海盜裝的德文
一吳芳諭說：「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萬聖節派對，感覺很新鮮，希望能認識新
朋友。」活動尾聲，由裝扮成鹿的大傳碩一段卡琳贏得最佳服裝獎、裝扮殭
屍的資工二廖鴻旺奪得派對之王、裝扮成海盜的俄文一林彤獲得派對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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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新生盃籃排壘網羽撞新秀發威
新生盃籃球賽冠軍戰於 26 日在體育館 7 樓展
開，吸引不少同學到場加油。（攝影／麥麗雯）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6 學年度新
生盃各項運動競賽結果出爐！體育長蕭淑芬表
示，「今年大一新生非常活潑，體育表現也極
具水準，成功帶動全校關注此次新生盃比賽。
藉由比賽讓同學了解團隊合作重要性及凝聚彼
此感情，希望能帶動校園運動風氣，更期待在
下次系際盃看見同學更好的表現！」
慢速壘球、網球、桌球、羽球皆在 21 日、
22 日進行廝殺，籃球、排球賽冠軍戰則是在
26 日一決勝負，各項比賽表現亮眼！
籃球賽 之男籃冠亞軍賽戰況緊張刺激，經
過激烈拉鋸後，最終由土木系奪冠，亞軍教科
系、季軍經濟系、殿軍管科系。土木一張季宏
謙虛地說：「雖然剛才在賽場上表現沒有相當
出色，還好隊友們很可靠，我們才能一起搶下
冠軍！」女籃戰況十分激烈，由土木系、機電
系爭奪冠軍，最後由機電系勝出！亞軍為土木
系、季軍教科系、殿軍英文系。機電一蔡昕昀
分享，「我們系女生本來就比較少，比賽時能
替補的人也不多，但我們還是做到了！感謝隊
友、感謝學姐指導，讓我們能贏回獎盃！」

排球賽 之冠亞軍賽相當精彩，男排最終由

航太系奪冠，土木系亞軍、水環系季軍、英文
系殿軍。航太系排隊長、航太二徐榮均說：
「大家因場地不足、練習時間緊迫，仍努力加
強練習，這次拿下冠軍是我們付出努力的最好
證明。」女排由日文系奪得第一，國企系贏得
第二、土木系第三、外交與國際系第四。日文
一陳玥心說：「隊友在場上默契不錯，對手也
相當有實力，這次比賽非常精彩！謝謝學姊們
指導，我們會繼續努力！」
慢速壘球賽 運管系展現堅強守備實力，靠
著投手壓制、打擊串聯和第一棒的強烈火力，
最終奪冠！亞軍、季軍分別是航太系和土木
系。運管系系壘隊長、運管二李洛鈞表示，「今
年很多系的新生變少，競爭對手相對不多。對
於奪冠我們保持平常心，很開心和大家玩了兩
場比賽！希望學校可以多加帶動壘球風氣，也
請大家多多支持系上壘球隊！」
網球賽 經由一連串精彩廝殺後，新生組男
單由化材一簡劭宇奪冠，公開組男單由產經四
楊子慶贏得。公開組男雙冠軍由機電三林文

強、資管三蔡明志獲得。簡劭宇分享，「大家
都很賣力的參與這次比賽，對手也很有實力，
但是我對我自己可以拿冠軍也十分有信心，希
望未來有更多機會能與同學們切磋球技。」
羽球賽 新生組男單、女單分別由航太一吳
智鈞、財金一林方捷抱走冠軍；公開組團體賽
冠軍為航太系。吳智鈞說：「賽前立下打進前
三目標，過程沒有一帆風順，甚至落後快 10
分，所幸靠著冷靜和出賽經驗，最終才能拿到
冠軍！也給了我一個繼續向前的動力！」
公開組賽果：化材三何岳、國企二王沛瑜分
別拿下公開組男單、女單第一，其他分項冠軍：
男雙冠軍機電四戴敬耘、機電三李承融，女雙
冠軍中文四葉彥妤、高士涵，混雙冠軍企管三
洪盈盈、葉景強。李承融分享，「很開心能衛
冕新生盃公開組男雙冠軍，感謝戴敬耘學長的
指導、黃貴樹組長陪我在賽前和羽球隊一起訓
練，最後感謝我的父母到場加油！」
撞球賽 之決戰賽事激烈，新生組冠軍由管
科一林琮育抱走、公開組冠軍電機四王閔。林
琮育笑說：「平時都有和朋友打撞球的習慣，
這次能拿冠軍是運氣好，未來會在校隊繼續努
力，拿下更多好成績！」

本校 342 生參與淡水環境藝術節 遺失物義賣 讓物盡其用

軍訓室於 26 日、27 日舉辦「淡水校園無人
認領遺失物義賣」活動，在學務處聯合服務台
熱鬧進行。拍賣物品以書本、隨身碟、水瓶及
雨傘居多，承辦人、少校教官胡智卿表示，舉
辦義賣是希望能物盡其用，今年遺失隨身碟數
量較往年有減少趨勢，但遺失物數量依舊很
多，希望同學在離開教室前能多留意帶齊自身
物品，若是有遺失物品可到軍訓室 B415 詢問。
（文／劉必允、攝影／吳冠樑）

新生盃排球賽冠軍戰於 26 日在體育館 4 樓開
打，現場戰況激烈。（攝影／黃耀德）

律師淺談校園著作權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為建立同學正
確校園著作使用觀念，生輔組於 25 日上午邀
請創建國際法律事務所律師蔡雅蓯演講「校園
著作權之認識與實務運用」，透過案例與互動
對話，加深同學對著作權相關法令的認知。
蔡雅蓯首先說明著作權法，釐清受法律保護
的創作須具有原創性，並歸屬文學、科學、藝
術或其他學術範圍。接續列舉貼圖妙可大王告
臭跩貓抄襲、知名網紅谷阿莫被告違反著作權
法等真實案例，解說法官的判決原則。蔡雅蓯
提醒「四不、一沒有」，不要隨便下載、不要
轉寄、不要張貼別人文章及照片、不要把音樂
放在部落格、沒有合法授權的著作不要販賣。
中文一楊鎮宇說：「演講幫大家釐清許多觀
念，網路資訊多元要注意資源使用，在轉貼連
結分享時，務必取得原作者授權，且對於個人
創作也要注意權利是否被侵害。」

21 日，由中校教官林宥馨帶領歷史一 A 學生 82 人參加環境劇場「五虎崗奇幻之旅」。圖為同
學們齊心操作巨型藝術表演。（圖／軍訓室提供）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由新北市政府
舉辦 2017「淡水環境藝術節」於 7 日起熱鬧展
開，本校修習「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的土木
一、國企一，約 188 位同學參與藝術踩街活動。
在上校教官林石麟、少校教官孫宥慈帶領下，
一同維護與引導現場秩序，並協助整理表演團
體道具及環境清潔。
孫宥慈說：「透過活動參與，希望新生們認
識淡水環境、了解藝術創作。活動中無論是表
演團體的前置準備作業，或是幕後維場的工作
人員都很辛苦，期許同學們未來參加其他活動
也能做到不推擠、不亂丟垃圾。」

環境劇場「五虎崗奇幻之旅」於 21 日、22
日則是在淡水金色水岸新生地登場，中校教官
林宥馨、少校教官陳聖達帶領歷史一、西語一
約 154 位同學，參與場地布置、人員管制及串
場、操作表演大布偶。林宥馨說：「透過活
動回饋社區，希望同學未來能自主參與公益活
動。」陳聖達分享，「讓學生走出教室外，接
觸來自各方的社會人士，相信會有不同感受，
也會了解幕前幕後人員的辛苦。」歷史一林煒
晟說：「這次擔任管制組組長，活動當天缺少
垃圾袋，跑了很多地方才買到，能參與活動覺
得很有意義，因為是不常接觸的服務內容。」

（攝影／盧逸峰）
【記者盧逸峰專訪】「你能想像自己 81
歲的時候，在做什麼事嗎？」或許是在退休
生活中過著閒雲野鶴的生活，或許是與兒孫
共享天倫之樂，但有一位來自日本的老先
生，年屆 81 歲仍孜孜不倦地攻讀博士學位，
他是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班二年級的
福山孝，體現了「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福山孝來自日本三重縣鈴鹿市，自奈良天理
大學外國語學部英美學系畢業後，曾前往大阪
的外商公司工作，後來又回到故鄉執教鞭，輾
轉在熊野市、鈴鹿市、四日市市的 3 所高中擔
任英文教師，歷經 33 年教師生涯。長期耕耘
外語教學，他也喜歡在課堂分享最新的產業知
識，教過逾七千名學生中，更有許多人在大學
畢業後受到他的推薦、進入企業任職，「當我
的學生應該都是很幸福的！」
退休後，他希望能把英文、西語及中文 3 大
語言都學好，因此又開始重新踏入學術殿堂，
他在名古屋大學研究所碩士研究英國莎士比亞
文學，返回母校天理大學學習西班牙語，然後
為了學習中文而來到臺灣，在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政治學研究所拿到碩士學位，期間亦前往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哥斯大黎加國立大學交
流、增進外語能力。回憶起這段充實的人生經
歷，他笑說，自己的人生非常充實，一旦想學
什麼就會全心投入，可以說一生中最大樂趣就
是「學習」呢！
福山孝是「日本安全保障・危機管理學會」
會員，一直對於日本安保的相關議題十分關
心，剛好該學會與本校國際研究學院往來密
切，除了學術交流，也曾與日本政經研究所、

日本研究中心合辦國際研討會，商討東亞外
交國防議題。因此成為福山孝來臺攻讀博士
的契機，該學會更委託給他在臺進行日本安
保條約問題的相關研究，並發表於期刊上。
他認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在臺灣
研究日本情勢，更能掌握客觀的論點與資
訊，福山孝在戰略所的一年半，充分的學習
國際政治、外交關係的知識，也很感謝每一
位老師的教誨，採訪當天他正好就準備伴手
禮給戰略所講座教授許智偉，感謝他的春風
化雨，足見福山孝的貼心。
學習中文 8 年了，對於閱讀相當熟稔的他
謙虛地說，對於聽、說的部分比較生疏。正
因為如此，他更加勤奮準備課業，將所有中
文資料都先翻譯成英文後，再整理、製作報
告，翻譯機更成為他在課堂學習的必備工
具。儘管年事已高、力氣稍減，但這份勤奮
學習的向上心，可不輸給年輕的大學生！
已來臺 6 年的福山孝很習慣臺灣社會與文
化，也充分感受到兩國間的友善和情誼，「臺
灣是一個很棒的國家，大家都很守秩序。」
這是他對臺灣的好印象，雖然中文還不是
「很輪轉」，但他說會繼續努力把中文學好，
畢竟「學海無涯」即是他一生的寫照。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活動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30(一)
19:00

AIESEC
B713

國際移動－AIESEC海外築夢週

10/31(二)
13:10

學發組
I304

「英文簡報Take it easy」－英語簡
報與英檢口說技巧

11/1(三)
14:10

學發組
L102

「托福點題衝刺班：聽」－TOEFL檢
定應試技巧

11/2(四)
10:10

海博館
影片欣賞：鳴梁：怒海交鋒
海博館4樓

11/2(四)
12:10

學發組
I304

「如何踏出日語學習的第一步」－
日語學習技巧

11/2(四)
15:10

學發組
I304

「打造專屬你的完美筆記」－課堂
筆記摘要技巧

11/3(五)
13:00

日文系
B302a

湯之上老師講堂系列3：傳授使用
電腦編撰外語論文報告秘笈

11/3(五)
13:10

學發組
I304

「啟發大腦深度學習能力」－談AI
人工智能教育及速讀技巧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31(二) 時尚飲品社 思辨賽局：圍棋初階
18:00
CL325

逾300人預約巧克力傳情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那些未開口說
出的心意，就交給傳情巧克力吧！嘉雲校友會
於 16 日到 27 日在海報街舉辦一年一度的「巧
克力傳情」活動，吸引逾 300 人共襄盛舉，一
同來傳達心中愛慕、思念、友誼等情感，同時
在福園前方也有快閃活動，散播愛與歡樂。
嘉雲校友會會長、資傳二陳盈蓁說：「巧克
力傳情已是嘉雲會承辦逾 10 年的老活動，舉
辦的主因是看到大家在各地展開新生活，老同
學、老朋友們經常難以相聚，透過傳情達到聯
繫感情的目的。我們預定巧克力將在耶誕節前
後送達，為佳節時刻增添些許暖心與感動。」

社團大聲公

淡江大學思創社

攝影社淺談景深之外

戰略博二福山孝 學海無涯 ８１歲高齡攻讀戰略
校園話題 物

（攝影／劉芷君）

19 日，攝影社邀請到 20 歲的接案攝影師蔡
傑曦（第二排左三），以「景深之外的事」為
題，分享人像攝影經驗，吸引約 150 位學生到
場聆聽。攝影社社長、企管二莊士弘說：「這
次講座特別請到與我們年紀相仿的傑曦，藉由
他分享精彩的創作經驗，希望能讓大家對人像
攝影更有興趣、產生共鳴。」
蔡傑曦說，一開始沒有想過成為攝影或書寫
的人，單純把畫面視作紀錄，文字當作紀念。
經過時間積累，意識到器材不敷使用，遂而成
立「傑西散步」粉絲專頁，藉由接案來集資。
今年 8 月順利出版個人攝影隨筆集《謝謝你
走進我的景深》，他說明景深是照片中成像最
清晰的部分，也是最有故事性的地方。「對我
來說，每一次的快門都是一次擁抱。」蔡傑曦
強調，拍攝人像最重要的是溝通、聆聽，充分
了解模特兒心情，才能拍出打動人心的作品。
攝影社社員、國企三陳芃文於會後感動地
說：「聽完每張照片背後不同的故事，讓原本
較喜歡拍攝風景照的我，也開始有了接觸人像
攝影的想法。」（文／簡妙如、攝影／廖吟萱）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本學期新創立的「淡江大學思創社」，從
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出發，希望在
校內成立一個創新基地，引導社員接觸創
意、創新、創業，進而體悟到設計思考三大
精神：以人為本、做中學習、擁抱失敗。正
因如此，思創社社長、企管三劉宇萱說，社
團學習沒有限制開發特定領域，取名亦留給
大家更多的想像空間。
劉宇萱說明，設計思考是一個以人為本、
解決問題的過程，透過從人類需求出發，
為各種議題尋求創新解決方案或途徑，並
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因此，社團課程秉
持在實作中學習的精神，藉由磨練社員企
劃、執行專案及溝通能力，期待大家在學
習過程中得到不同於課堂的體驗，同時獲
得專業知能。」
思創社副社長、公行三何思諭說：「今
年暑假，我們發想了第一個專案是校園探
索包，成品有一本探索書和一個 APP。這
次思創是以『幫助新生對淡水校園和淡江
文化有更深度的認識』為主題，嘗試帶領
新生了解和熟悉學習環境，進而激發對於
淡江的認同感。」
何思諭補充，「我們是一群各自擁有不
同專業背景的同好，從觀察他人的需求開
始，嘗試發想出各式各樣的創意，並從設
計思考的角度出發，製作出可行性的專案。
期待在專案產出的過程中，學習到繪圖軟
體 Illustrator、Sketch 技 能。 歡 迎 大 家 加 入
思創社，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文／
李欣倪、攝影／吳冠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