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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治會送暖 邀生享湯圓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又到了淡水冬季時節！ 11 日，松濤館宿舍自
治會在美食廣場舉辦「冬至湯圓活動」，準備紅豆、花生及鹹湯圓 3 種口味、
總計 2,000 份湯圓提供住宿生享用，吸引逾百名同學在美食廣場大排長龍。活
動策劃人英文二鄭婷方說：「主要是希望讓住宿生都能因為吃到熱騰騰的湯
圓而感到幸福，一同在松濤溫暖過冬至。有鑑於上屆湯圓不夠、導致有些人
沒吃到，這次活動特別增加份量，讓大家都能享用美食。」中文二路雅茹說：
「鹹湯圓的湯好喝，配料也好吃，份量給的相當大方，覺得宿治會非常用心。」

插花社成果展花想站 領師生一探花藝世界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1 日至 15 日，插花社舉辦為期 5 天的期末成
果展，以「花想站」為題打造情境式展覽，使用多樣花材，帶領同學進入「天
堂」與「地獄」的花藝世界，吸引近 250 位師生觀展。插花社社長、統計二
莊世欣說：「因助人者而毀容者的複雜思緒，想像未來是踏入地獄？或是天
堂呢？傳達每個選擇不一定都是最好的，或許會不如意，但卻是成就現在自
我的力量。我們透過有別於以往的方式策展，希望帶同學們了解插花樂趣。」
展場中，天堂展示了「自信」、「鳳凰涅槃」等作品，象徵對自己的信心

及他人給予的勇氣。地獄則是有「陷阱」、「覺醒」等作品，意喻在走入黑
暗時，能否回頭看向光明的一隅，抑或是再度踏上不歸路。觀展後完成指定
任務，即可抽到乾燥花罐、乾燥花球等花藝創意小品。會計三徐詩涵觀展後
表示，「這次展覽結合了創作者的巧思與創意，讓我了解原來花藝也能富含
故事性。」
12 日，插花社也在同舟廣場參與「社團益起來」市集擺攤活動，以良心商
店的方式義賣小盆栽，讓大家一同參與手作公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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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感恩祈福 璀璨燈場

▲

（文承一版）今年隨著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落
大 公 車 讚 」， 一 同 響 應 節 能 減
成、邁入第五波之始，藉由年底感恩惜福和耶
碳，敬祝師長、貴賓及同學們身
誕歡樂氛圍，於 4 日到 8 日展開「點亮心燈，
體健康，開心幸福。
用愛惜福」活動，邀請師生到攤位製作手作宮
晚會亦在社團接力表演中進
燈、寫下祈福字句；12 日在同舟廣場舉行「社
行， 火 舞 藝 術 社 精 彩 炫 目 的 技
團益起來，祈福共點燈」，召集 15 個社團參
巧、點燃觀眾熱情；烏克麗麗社、
與公益義賣、趣味遊戲及聯合演出；晚間「齊
淡江讚美社、音樂文化社及合唱
心牽手，點燈祈福」溫暖登場，校長張家宜、
團獻唱皆傳達思念與祝福；極限
指南客運總經理余雅輝、華山基金會新北市站
舞蹈社展現動感十足的魅力，引
長楊雅苓、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國際副校長戴
起觀眾激昂的吶喊；花式籃球社與師長互動更
萬欽、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等校內一、二
是博得滿堂彩。最後「淡大公車讚」相繼抽出
級主管與貴賓皆蒞臨參與。
ASUS ZenPad、9.7 吋 iPad、iPhone8 等獎品，
師長們上臺分享祈福語，張校長「手牽手薪
掀起師生熱烈迴響。活動在合唱團溫馨的「乾
火傳、心連心淡江興」，葛煥昭「創新第五波， 杯」中，圓滿落幕。
智慧大未來」、戴萬欽「五虎崗上第五波，水
12 日「社團益起來，祈福共點燈」由社團
岸山明開新運」等，共同期望來年本校校運昌
鍛造師、樸毅青年團、插花社、機器人研究社、
隆。並在耶誕樹及璀璨燈海中，師長、來賓一
創意造型氣球社等 15 社團聯合擺攤，義賣所
同手牽手，齊喊「齊心牽手，點燈祈福」。
得約 15,000 元，全數捐給華山基金會淡水站，
楊雅苓說，感謝淡江師生對於「社團益起
作為淡水獨居老人服務之用。此外，社團行銷
來，祈福共點燈」的支持與贊助，期待義賣所
大賽亦於當日中午頒獎，「資傳系系學會高雨
得能溫暖獨居老人的心，也讓他們有豐盛的年
湘」贏得海報組第一名、「同進社」則獲得影
菜享用。余雅輝說，很高興全校師生參與「淡
片組第一名。（文／李羿璇）
學務處於 12 日舉辦品德教育系列活動「惜福愛物擁善報．品德淡江第五波」祈福點燈活動，
全校師生共襄盛舉。（攝影／麥麗雯、吳冠樑）

企管師生前進小廟埕市集 服務科學管理微創業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副教授
涂敏芬於 9 日、10 日帶領 37 位同學前往淡水
老街福佑宮前的小廟埕市集，以微創業形式進
行擺攤活動，並與淡水街道文化促進會合作，
透過手作藝品的溫度，同時對往來遊客訴說創
作故事。本次「服務科學與管理」課程，強調
「以人為本」、「體驗學習」精神，以專業知

能服務學習方式，讓同學們從學習手縫布包開
始，調查市集現況、發想產品、微量試產、攤
位規劃、行銷策劃、經營粉絲頁等，引起修習
同學熱烈討論與豐富對話。
授課教師涂敏芬表示，「教育興業者的責任
是示範給學生看，引導學生參與，這也是讓學
生學習的最佳途徑，透過專案式團隊學習實踐

及應用專業學習。」
微創業課程共有 6 微型品牌誕生，其中「燈
泡」推出暖暖入浴球；「手作星球」發揮攝影
專長帶你看世界；「31 號小鋪」推出創意耳
環與飾品；「手互者」以手工布製環保杯套關
心環境；「餐聚」推出手工環保餐具袋；「微
光冉冉」是透過手工精油蠟燭傳遞溫暖，涂敏

芬更親自經營小斑馬創作小舖，創意滿分。
企管三李姿瑩說：「這次活動把在企管系所
學發揮淋漓盡致。我們從商品設計、行銷策略
及財務控管皆親力親為。過程中我們不斷溝
通、協調。十分感謝涂老師帶我們參與小廟埕
市集擺攤，藉此體驗到臺灣熱情的人情味，也
收到其他攤主給予的讚賞及鼓勵！」

院際盃排球賽開打 各院蓄勢待發

院際盃排球賽於 11 日開打。（攝影／黃耀德）

語言四周儒婷
校園話題 物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1 日，由體育
事務處舉辦之「106 學年度第 3 屆院際盃排球
賽」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4 樓排球場舉行開幕，
校長張家宜、理學院院長周子聰、工學院院長
許輝煌、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外語學院院長
陳小雀、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教育學院
院長張鈿富及體育長蕭淑芬等師長皆到場為選
手加油。在開球儀式中，由張校長發球帶領院
長們進行友誼賽，現場氣氛熱鬧愉悅。
張校長表示，「很高興看見同學們精神抖

擻，在院長們帶領下，將自己平時最好的表
現拿出來。除了去年分別拿下男女排冠軍的商
管學院與外語學院之外，其他學院也要再接再
厲，期望同學透過比賽領悟團隊合作精神。」
外語學院隊長、法文四劉紀廷說：「去年外
語學院拿下第一，今年我們也會全力以赴把冠
軍帶回來！」即日起至 107 年 1 月 5 日平日中
午 12 時至 14 時，在紹謨體育館排球場展開為
期近 1 個月的賽事，歡迎同學們到場為自己的
學院加油。

勤耕文學 勇闖歐陸26國

【記者張展輝專訪】「女性主義的定義，
會隨著時代環境而改變，但並非無限上綱，
而是追求真正的兩性平等。」熱衷觀察社會
文化、歷史背景的語言四周儒婷，從來不設
限自己多方嘗試的方向，在文字和影像上都
有獲獎紀錄，課餘時間積極參與實習、研習
營及志工服務，從品牌行銷、性別議題到在
地農業等，涉獵廣博。大三出國遠赴波蘭華
沙大學，期間自助旅行 26 國 88 城，將不同
文化的想像轉化為實際的閱歷，更於今年榮
獲本校優秀青年之殊榮。
或許是從小喜歡和父親玩成語接龍遊戲的
緣故，周儒婷的文學創作歷程早已扎下基
礎。國中開始文學創作，散文、新詩、小說
皆有作品表現；就讀北一女中加入青年校刊
社，曾任副社長、公關等職務，除了舉辦校
內文藝獎、發行校刊，更於 2013 年受邀到
「台北文學季：世代文青高峰會」，與詩人
鴻鴻、作家伊格言共同與談。同年，受邀為
時報出版《少女死亡日記》一書撰寫推薦文。
即便文學創作受矚，她仍辛勤耕耘文學領
域、持續積累創作能量，期待透過文字傳達
個人想法。陸續贏得全國中興湖文學獎新詩
組決賽入選、第二屆瀚邦華人文學獎大眾組

散文類佳作，以及在 2015 太平洋詩歌節「一
行詩」徵文競賽中獲得第三名肯定。
「我認為高中階段是個人價值觀的塑造期，
很幸運的是，我恰好在一個能多元思考的環境
下學習。」班導師經常鼓勵學生「發現自己」，
使同儕相處不僅懂得理解差異、尊重彼此，更
因此讓她意識到女性權益。「我認為愛可以勝
過於法律與思想上的枷鎖，至少在我的認知
裡，身為女性，我有權力去追求自己所想要的
生活、成為自己想要的樣子。」
喜歡從人文歷史的角度去了解一個國家的
周儒婷，大三出國選擇前往華沙大學，「因
為波蘭的地理位置處於中歐，風土民情相對傳
統和保守，我們瞭解到的歷史背景資料相當有
限，期待能藉此融入當地社會與文化。」學習
之餘，她不忘觀察波蘭的社會結構、歷史宗教
等面向，嘗試剖析波蘭女性爭取兩性平等的過
程，更於今年在逆思文化傳媒發表《從「玫瑰
戰爭」到「黑色抗議」：一窺波蘭現今的女性
地位與呼喊》一文。
勇於挑戰自我的周儒婷，在大三留學期間更
是勇闖了 26 國，以「沙發衝浪」的方式自助
旅行，「雖然喜歡群體生活，但我更愛花時間
與自己獨處。我覺得能細緻地、坦然地認識自
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面對未知，她勇敢實

（圖／語言四周儒婷提供）
踐自我價值的精神，在過程中也有了許多特
別的經歷。例如曾在義大利遇上搶匪，儘管
當時感到恐懼，但仍冷靜以對、趁隙脫逃。
事後也受到親朋好友的關心與協助，她回想
此事，更多的是感受溫暖與珍惜。
今年即將展翼的周儒婷，希望在大四畢業
前、盡早經濟獨立，未來期許自己從事歷史、
文字創作。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 w/

企管師生前進小廟埕市集，以專案式團隊學習
微創業。（圖／劉宇萱提供）

（攝影／麥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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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一) 微光現代詩社
漂流──明信片詩展
10:00
文館二樓穿堂
12/19(二)
學發組 「英文簡報Take it easy」－英語簡
10:10
I304
報與英檢口說技巧
12/19(二)
學發組 「方言學習樂趣多」－馬來西亞文
12:10
I301
化與客語、粵語及馬來語學習技巧
12/20(三)
學發組 「托福點題衝刺班：寫」－TOEFL檢
13:10
L102
定應試技巧
12/20(三)
學發組 「時在好重要」－大學生活規劃及
15:10
I304
時間管理技巧
海博館 影片播放：太平輪 : 亂世浮生 = The
12/21(四)
海博館四樓 Crossing I
10:10
12/21(四)
學發組 【TA3C研習與培訓】「讓iPad超越
13:10
I304
你的教學視界」新興科技運用技巧
12/22(五)
學發組 「完美筆記養成計畫」－課堂筆記
10:10
I304
摘要技巧
「我與秋田的冰雪奇緣」－日本秋
學發組
12/22(五)
田國際教養大學文化交流與遊學經
I304
14:10
驗分享
12/23(六)
海博館 影片播放：太平輪 : 亂世浮生 = The
10:10
海博館四樓 Crossing I

北一區學務長齊聚交流
劉彥君獲頒優秀學務人員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8 日，北一區
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在本校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 0 6 學年度第 2 次全體
學生事務長會議暨學生事務參訪」，教育部學
特司副司長曹翠英、北一區學務中心召集人暨
臺師大學務長張少熙等，近 80 位大專校院學
務長出席。本校校長張家宜表示，「學務工作
千變萬化，是全校最辛苦的單位之一，面對新
世代數位原生孩子，除了傳授專業知能，藉由
課外、社團活動參與，希望他們放下手機，培
養團隊精神、溝通能力，更期許大家透過此次
交流與分享，讓學務工作更上一層樓。」
會中，頒發 106 年「北一區友善校園獎」、
推動品德教育優良學校、大專校院優秀導師及
學務人員獎，本校課外活動輔導組約聘行政人
員劉彥君獲頒北一區大專校院優秀學務人員
獎。接續由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副教授許皓宜、
本校諮商輔導組組長許凱傑，分別以「情感教
育的多元思維與新時代挑戰」及「跨世代學務
工作的挑戰與因應」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劉彥君表示，謝謝學校的推薦與肯定，更感
謝曾經給予指導和鼓勵的前輩、師長及課外組
夥伴。會後，本校學務長林俊宏帶領全體人員
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海事博物館及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大家遠眺觀音山及淡水河景致，亦
紛紛把握機會合影留念。

黃益中暢談性別平等

Beatbox 大玩節奏口技
Beatbox 社於 12 日在覺軒三廳舉辦「Beatbox
& Rap Diss Battle」，透過 Battle 競賽方式讓更
多人瞭解節奏口技文化。會中邀請到老莫、鄭
一凡、兔子先生、YK、俊賢 5 位經驗豐富的前
輩作為評審。精彩的表演吸引近百位觀眾，一
同享受聲音層次的豐富有趣。
參賽者英文一張斗豪分享，本身對於饒舌文
化很有興趣，Freestyle 平時除了勤練之外，也
感謝老師的訓練。Beatbox 社社長、資傳二謝
明縉表示，「在籌備期間，非常擔心活動當天
人潮不多，還好來了很多觀眾，學弟妹表現非
常精彩，辦完活動得到滿滿的成就感。」
觀眾中文三林妤說：「感覺選手準備的很用
心，也看到很多效果的梗，但可能多數是新社
員，看得出來他們在舞臺上表演相當緊張。」
（文／劉必允、攝影／劉芷君）

諮商輔導組與淡江同進社於 13 日晚間舉辦
「真性平講堂－熱血教師黃益中與您有約」，
邀請到台北市大直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黃益
中（上圖右者）來校演講，著有《思辨－熱血
教師的十堂公民課》、《向高牆說不》等書的
他，在現場分享了性平的發展與投入推動性平
運動的心路歷程，吸引逾 50 名學生聆聽。
黃益中首先講述「玫瑰少年」葉永鋕的故
事，這件事在當時引起社會大眾對性別教育的
反思與迴響，也促成 2004 年發布《性別平等
教育法》，「學校教育是我們在性別平權取得
進步的基礎。」接續，黃益中以「思辨」點出，
大眾對同志的認識及理解程度遞增，逐漸打破
刻板印象，甚至每年參加同志大遊行的規模愈
來愈大；再到 524 同婚釋憲，都是社會運動的
力量帶來的改變。
黃益中補充，此「辨」非彼「辯」，是希望
聽取多元想法，而非壓制聲音，且讓雙方取得
共識，是一直提倡、鼓勵的理念。英文四卓欣
樺說：「演講讓我更了解用何種方式追求婚姻
和性別平權，未來有機會也想加入相關團體，
做出改變。」（文／李穎琪、攝影／麥麗雯）
編輯／張瑟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