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陳翊誠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國軍關
渡指揮部於10月18日14時在關指部前山營區舉
行「剛毅學園」揭牌儀式。校長葛煥昭率國際
副校長王高成、秘書長劉艾華、教務長鄭東
文、成人教育部執行長邱建良、學習與教學中
心執行長張鈿富及軍訓室主任張百誠將軍等17
名教職員出席。
　揭牌儀式分由軍方安排六軍團徐衍璞中將、
國安會副秘書長陳文政、六軍團政戰主任武立
文將軍及關指部指揮官賴榮傑將軍，校方則由
校長葛煥昭、國際副校長王高成、教務長鄭東
文及成人教育部執行長邱建良共同進行揭牌，
儀式後安排教學點設施簡介及參觀。由董事長
張家宜依校訓命名、張炳煌提字的「剛毅學
園」木質書碑立於教室門前，將本校景觀及精
神延伸至「剛毅學園」。關指部更安排了充滿
活力的軍歌表演，全程220餘官兵及本校師長

的共同參與，畫下完美句點。
　校長葛煥昭致詞，「剛毅學園」今天能够正
式揭牌啟用實屬不容易的事，這些都要歸功參
與本案幕後工作人員辛苦的付出及徐指揮官、
賴指揮官長期的用心指導下將淡江大學的宮燈
大道景觀納入教學點整體規劃中，相關課程安
排，因學位學程陳報作業較為費時，初期將以
學分班及證照班的課程提供在營官士兵進修，
後續將由教務處、成人教育部及關渡指揮部共
同規劃，希望能提供更好的修課選擇，祝「剛
毅學園」順利運作，官士兵們有豐厚的收獲。
　徐指揮官表示，感謝淡江大學對於教學點成
立給予最大的協助，教育可以改變人生，構建
硬體設施容易但是軟體更重要，優異的師資及
最好的課程讓所有官士兵能有很好的學習機
會，改變我們的人生，希望共同珍惜這樣的成
果，讓教學的效益發揮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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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買字帖學習，激勵自己，竟寫出了興趣。
在因緣際會之下，寄作品到日本參加中日學生
書法比賽，初次參賽就獲獎，就此展開了書法
之路。
　張炳煌以推展中華書藝文化為一生的職志，
然而隨著時代的趨勢創新及進步，因此有了結
合跨領域人才的想法。為了進一步將書法導入
現代生活，與音樂作曲家王學彥跨界合作，將
書法的揮毫運筆節奏和音樂結合，以新的展演
形式，在兩廳院國家音樂廳演出，堪稱是書法
與音樂的對話，詮釋傳統音樂與古典書法之
美。與書法的結合不僅限於音樂，今年與中華
航空合作，在貴賓室設置書法牆，讓書法之美
也延伸到空間設計。
　對於書法的教育，張炳煌也非常的重視，
今年透過教育部評選出的47所臺灣國民中、小
學，捐出1500套的數位e筆提供教學使用。而
對未來的發展，他強調：「透過不斷的創新及
新工具的產生，勢必能夠有一些轉變，但絕

對不是取代傳統，我們將會持續推廣書藝文
化，將中國文化中最美的書法傳承，永續發
展。」（攝影／麥麗雯）

啟事：本報於1074A期電子報刊登「葛校長
為淡江學園住宿書院揭牌」一文，誤植書院
導師物理系助教黃振維大名，特此更正。

10/21 起四梯次志願服務基礎訓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為培養學生以正確心態從事服務活動，提升服
務熱忱，課外活動輔導組於 10 月 21 日舉辦「百香果的滋味 - 志願服務基礎訓」，
幫助同學們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而持有紀錄冊滿三年以上，服務滿 300 小時
者，即可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免費進入多個國內景點參訪。
　課程內容包含志願服務內涵與發展、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志願服務經驗分
享等。課外組將於 11 月 4 日、18 日、25 日再次舉行，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們儘
速報名，詳情請洽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中教學意見
調查」開跑囉！即日起至 11 月 5 日上午 10 時止，每位
同學填寫內容將作為教師改善教學的參考，皆採匿名方
式處理，填答完成就有機會獲得 16G 隨身碟，共 50 個
名額，請踴躍上網填寫！填答請至教學意見調查系統
（網址：https://survey.tku.edu.tw/tas/）或手機掃描 QR 
Code 進入系統。（圖／品質保證稽核處提供）

五虎籃球聯盟賽精彩開打
　學生會主辦第二屆「淡江大學五虎籃球聯盟賽」，總共有32支系隊、約600
位球員，相互切磋和交流球技，點燃觀眾的熱情。10月16日晚間6時，在學
生活動中心舉行開幕式，學務長林俊宏、體育長陳逸政、體育教學與活動組
組長黃谷臣及課外活動組組長陳瑞娥皆到場見證，現場全體合唱國歌。學務
長林俊宏表示：「今年的開幕儀式非常棒，我和體育長討論後決定要加碼獎
金，以表示對聯賽的支持。」緊接著聯盟代表、資圖四李洋捷帶領眾球員進
行宣誓，正式拉開聯盟賽的序幕。

　中場進行Logo Shot大賽帶動全場
氣氛，總共送出了3顆斯伯丁籃球。
32支系隊各推派1名球員，分成AB兩
隊進行開幕賽，球員們各顯雄威，
施展渾身解數。比賽最後選出「最
有價值球員（MVP）」由運管四林
龍晨獲得，他興奮地說道：「謝謝
每一位隊友，雖然是第一次合作，
但彼此互相配合，讓每一位球員都
有表現的機會，希望運管系隊在本
屆五虎聯盟賽能夠得到好成績。」
（文、攝影／麥麗雯）

活動看板
高教深耕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26(五)
12:00

境輔組
驚聲大樓10樓
國際處交誼廳

境外生溫馨接送情聯誼活動

10/28(日)
13:15

研產組 
達文西樂創 

基地P105

達文西樂創基地及自造課程培訓
與推廣-主題「Boson玩科學」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柔道社於
10月11日至14日在桃園市市立體育館，參加由
中華民國柔道體育運動協會主辦，桃園市政
府、中華民國奧林匹克運動委員會、中華民國
體育運動總會共同指導的「2018年中華民國柔
道錦標賽」獲得佳績，個人及團體賽表現皆相
當亮眼，土木三張展輝獲得大專男子乙組超重
量級冠軍、日文一丸山海舟獲得大專男子乙組
重量級冠軍、中文二葉俊彥拿下大專男子乙組
重量級季軍、經濟四黃冠中得到大專男子乙組
中量級季軍。團體賽的部分，共有4隊參賽，
本校土木三張展輝、機電四陳立昇、歷史三簡
廷維、中文二葉俊彥、經濟四黃冠中5人更抱
走大專男子乙組團體賽冠軍。
  柔道這個運動項目，自去年起不歸類為校
隊。柔道社社長、土木三張展輝說，比起去年
只有3人參賽，今年已經可以10人組隊參加比
賽，短短兩年的時間，還能在比賽中得獎，是
因為大家的堅持和毅力，相當不容易。

　訓練方式即利用每週一、三社課時間，由教
練謝貴美男帶領社員練習練功法、帶動摔、對
戰，視社員學習進度再加點技巧訓練。此外，
社課時間於晚間9時結束後，社員們會自主練
習至10時，為了這次的比賽，做足了兩個月的
準備，才能獲得如此亮眼的佳績，為校爭光。
　談到得獎感言，張展輝說，首先感謝教練的
教導，給的觀念不僅僅是柔道的技巧，還有許
多做人處事的道理。原本想學跆拳道卻誤打誤
撞進了柔道社，在擔任社長的這一年，收穫很
多，學柔道的過程中，雖然會摔、會痛，但相
信只要堅持下去，勤能補拙，即便很累，也一
定能有所成長。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22(一)
08:00

機電系
E231

Autocad 2016 TQC+ 平面繪圖證
照班

10/22(一)
12:00

美術社
黑天鵝展示廳

2018美術社第23屆成果展「造。
四季」

10/23(二)
10: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為自己的夢
想旅程提案！總有一個贊助計
畫，能買單我的夢想吧！」--企
劃提案技巧

10/23(二)
12:10

資產組
美食廣場入口

揪大碗控送環保餐具

10/23(二)
13: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我與時光的
小故事：上海交換生的學習觀
點」--上海同濟大學交換生學習
經驗分享

10/24(三)
18:30

育成中心
R103

創夜TALK活動

10/25(四)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4樓

電影欣賞：「鋼鐵城市 : 航空母
艦」

10/25(四)
14: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我要如何獲
得更好的工作機會」--學習及創
業歷程經驗分享

10/26(五)
10:30

文錙藝術中心 淡水傳奇─淡水船與風景開幕式

10/26(五)
15:00

經濟系
B302B

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QUT) 1+1雙
聯學位說明會(全英語)

10/26(五)
15:10

學發組
L102

學習策略工作坊：「掌Word自己
的旅遊計畫」--Word實用排版技
巧(上機實作) 

10/27(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4樓

 電影欣賞：「鋼鐵城市 : 航空母
艦」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 22日開跑

義賣遺失物愛心做公益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為將直排輪滑
輪技巧與冰面滑行做結合，並增進社員之間
感情，溜冰社於10月13日舉辦「小巨蛋冰宮」
活動。40餘名社員在社團幹部的協助下完成上
鞋，學習冰面滑行的技巧。
　社長、航太二張嘉倫解釋，「小巨蛋冰宮」
活動是溜冰社的傳統活動，除了讓社員體驗冰
面滑行與平時旱冰滑行的差異外，了解「平
花」與「直花」不同溜冰技巧的體現，更希望
借此活動增進彼此感情。
　全程參與活動社員、大傳二林渝萱表示，活
動帶給她全新的滑行體驗，旱冰與冰面雖是不
同質地，卻可以將旱冰所學應用在冰面上。除
此之外，也有機會與其他社員交流互動，使自
己在本次活動中大有斬獲。

　柔道社教練謝貴美男（中）帶領社員參加2018年中華民國柔道錦標賽，獲得大專男子乙組團
體賽冠軍。（圖／柔道社提供） 溜冰社 小巨蛋樂滑冰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西音社於10
月18日晚間7時在覺軒花園熱血開唱！本次表
演以西洋萬聖節為主題，共有5組人馬輪番上
陣。不同於以往的表演，本次特邀彩妝社一同
舉辦。除了為表演者畫上應景的妝容，現場也
開放讓觀眾體驗人體彩繪的活動。
　一開場，由晟源的團演奏節奏輕快的拉丁
搖滾曲風《Smooth》為活動掀起序幕；接著
上場的樂團RICHMAN以獨特的吼嗓表演兩
首《Unanswerd》和《Recreant》炒熱現場氣
氛；熱血的氣氛隨著RICHMAN的下臺一起
退潮，舞臺上只剩一把電吉他和一支口琴，
曲風瞬間一轉，梁建銘表演抒情的《Heart Of 
Gold》和自創曲，現場觀眾隨著旋律擺動身
子；接著表演的UNTITLED樂團也是以吼嗓
呈現SIDEFFECT 樂團的《Destiny》和《This 
is the Sign》，又把現場氣氛帶到高潮；東城
蛇舞表演硬式搖滾曲風的《SLITHER》和80
年代家喻戶曉的《Hotel California》；由宋
珂演奏80年代知名樂團GUNS N ROSES的
《Welcome to the jungle》和《Sweet CHILD O 
MINE》，還有卡通戰鬥士星矢的主題曲《天
馬座的幻想》，為表演畫下完美的句點。
　觀眾、教科三的湯志勤表示：「當東城
蛇 舞 表 演 老 鷹 合 唱 團 的 經 典 名 曲 《 H o t e l 
California》，瞬間全身起雞皮疙瘩。輕快的音
樂彷彿把我帶到80年代的加州，行駛在沙漠中
的高速公路上，前往Hotel California。」

剛毅學園正式揭牌啓用

新生盃賽果出爐 籃排決賽11/7比高下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7學年度新
生盃羽球、網球、撞球及慢速壘球賽於10月14
日圓滿落幕，各個運動健兒們都使出渾身解數
一較高下，比賽熱鬧非凡、相當精彩。各項球
類競賽成績公告於體育事務處最新消息。
　羽球公開組男單冠軍、企管三徐培原分享，
「這次比賽以放鬆的心情及認真的態度面對，
發揮出應有的實力。在決賽時對上同樣來自校
隊的選手，非常有挑戰性！」羽球公開組女雙
冠軍、資管二吳欣蓓說，「我跟我的隊友從大
一時就是朋友了，所以默契非常好，很幸運能
在系上找到有同樣喜歡羽球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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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人物

　【記者胡榮華專訪】眼前這位德高望重的
書法家，是本校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
身兼中華民國書學會會長及臺灣e筆數位書
畫藝術學會理事長，曾獲得中華民國教育部
社會教育獎章，近日又獲得2018新北文化貢
獻獎。近年努力讓書法與新科技結合，已獲
相當成效，包括：與本校研發團隊發展「數
位e筆」產品與晶實科技Studio A產學合作的
e筆App上架；跨界與作曲家合作展演，將書
法揮毫與音樂結合。
　1980年，在華視「每日一字」節目開播
後，做為每日一字的標準示範，張炳煌就成
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但是憶起立志學書法的
起源，有一段插曲，小時習書法時，有一次
和鄰座同學起衝突，到了發書法簿的日子，
老師盛讚那位同學字寫得好，卻數落了他一
番，此舉點燃他心中的決心，張炳煌笑說：
「我心想，這太沒面子了，也就激發了我對
於書法的興趣。」發憤圖強的他就此勤練書

萬獸西音粉墨登場

社團大聲公

淡蘭桌遊社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桌遊不只
是遊戲，每一次的凝聚都能讓人們更熟識彼
此」，此段文字來自於本學期新創社團「淡
蘭桌遊社」的粉絲專頁。淡蘭桌遊社於今
年 6 月成軍，社長、觀光四曹崧曦說明創社
初衷：「因為現在大家幾乎沉迷於電腦、手
機遊戲，忽略了人際之間的互動，所以想藉
由桌遊聯繫人與人之間的情感，讓大家邊玩
遊戲邊做朋友！」憶起當初接觸桌遊是在 2
年前，因為受到小學同學聚會邀約，在那
次體驗後，覺得桌遊非常有趣，更對大家
在遊玩中有說有笑的氛圍感到幸福，從此
熱愛桌遊。
　目前社團成員 30 位，週一為正式社課，
週四彈性社課時間則開放給社員自由參與，
凝聚彼此情誼，亦有與他校桌遊社合作交
流經驗，如佛光大學桌上遊戲社和淡江校
本部桌遊研習社，共同推展桌遊文化、擴
大交際互動。
　現有桌遊有「七大奇蹟」、「教父」、「農
家樂」、「傳情畫意」等簡易、困難等級
共 15 種，性質包括策略、卡牌、益智、觀
察、陣營等。曹崧曦說明「傳情畫意」是
針對初階入門者設計的遊戲，簡單又好玩，
並介紹玩法，每人先各自抽取遊戲包速寫
本，根據速寫本上的題目畫出圖畫然後傳
接給下一個玩家猜測並寫下題目，之後再
傳交給下一位玩家，讓他畫出上一位寫下
之題目，重複傳交直到拿到自己的速寫本，
曹崧曦說：「你會發現每個人的觀察、想
法都不一樣，透過桌遊互動可以更加熟悉
這個人，這就是桌遊的魅力。」

（圖／淡蘭桌遊社提供）

柔道社奪錦標賽3冠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生活輔導組於
10月17日起一連三天，在學務處聯合服務中心
櫃檯前方空地舉行「淡水校園無人認領遺失物
義賣」，長條桌上擺滿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無
人認領遺失物，吸引全校師生前來搶購，活動
響應熱絡。本次義賣物品種類豐富，包括雨
傘、水壺、衣物、筆袋、耳線、文具、USB隨
身碟等約1500件，其中以隨身碟、水壺、線材
為最大宗，隨身碟及手機充電線則最為搶手，
總計售出約500餘件物品，義賣所得逾18,000
元，將捐贈本校友愛互助基金會管理運用。
　承辦人、少校教官胡智卿表示，本次義賣物
皆是長達半年無人認領的物品，數量不少，呼
籲師生離開教室前應留意自身物品是否帶齊，
或貼上姓名貼註明來源，以便生輔組和軍訓室
能找到失主、物歸原主。
　中文三李虹燕喜悅分享獲得的戰利品：「最
近筆袋壞掉，剛好趕上遺失物義賣活動便來看
看，可以用小錢購買所需，又可以做公益，一
舉兩得。」

水上救生社溪海訓演練

 【記者歐陽子洵淡水校園報導】為培養優秀
救生員，水上救生社於10月13、14日分別在白
沙灣及坪林北勢溪進行海訓、溪訓，由社團幹
部及教練群帶領45名學員進行特訓。訓練課程
包含學習海上循環游泳和踩水，以蛙鞋、魚雷
浮標、救生板及徒手救生，並練習心肺復甦術
（CPR）；溪訓則進行竹子撐竿渡河、拋浮水
繩、徒手救生、兩岸往返游等項目，並讓學員
體驗被河流沖刷的感受。
　社長、水環水資二高偉翔說明：「這次溪海
訓因為天候不佳，為訓練增添許多變數，所幸
全員平安完成訓練。學員在活動中增進不少感
情，瞭解不足之處，進而能做更多的加強。」

　網球公開組男單及男雙冠軍、歷史四邱靖景
表示，「經過整個賽程下來雖然有些辛苦，不
過非常值得。希望這次的比賽可以帶給學弟妹
們一個很好的經驗，並且繼續享受網球這項運
動！」撞球新生組冠軍、全財管一李奇彥謙虛
表示，「我在升高中的暑假才開始接觸撞球，
沒接受過正規的訓練課程，新生盃是我參加的
第一個撞球比賽，非常幸運能拿到好成績，希
望未來能為校爭光！」
　慢速壘球賽冠軍航太系壘隊長、航太三曹博
翔分享，「雖然贏得新生盃冠軍，但希望隊友
們還是要繼續努力練球，期望在明年的大航
盃、校長盃能夠獲得佳績。」
　此外，新生盃籃排球決賽將於11月7日在紹
謨紀念體育館舉行，歡迎同學共襄盛舉，踴躍
到場為選手們加油打氣！

（圖／水上救生社提供）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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