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個球隊，今年體育比賽的成績比起以往更為
進步，各代表隊平時精練的結果沒有白費。藉
由今天的茶會，感謝校隊隊員為學校帶來亮眼
的表現，同時祝福畢業生們帶著運動代表隊的
精神在未來闖出一番成就！」
   黃谷臣祝福校隊隊員往更好的旅程邁進，
「代表隊訓練時間較長，跟領隊教練的感情較
緊密，訓練過程在人生經歷也會讓自己更與眾
不同，畢業生成為校友後仍為重要的一員，希
望校友帶著在代表隊的訓練吃苦耐勞的精神，
可以更勇敢面對未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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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4
我最推薦的通識課

西語三李榮峰：「我推薦陳建
甫老師的『全球體系與兩岸關
係』，老師會用圖像方式解釋事
件，同學發言也相當踴躍，透過
小組討論激盪彼此的想法，保證
是能收穫滿滿的一門課。」

體適能促進班燃燒體脂

  【記者陳律萍、張展輝
淡水校園報導】為感謝即
將畢業的運動代表選手，
體育處於6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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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長陳逸政、體育教學與活動組組
長黃谷臣和各代表隊教練、領隊與選手共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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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辛勞。
   陳逸政表示，「今年共有76位畢業生，來自

音樂文化社憶起期末成發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音樂文化社於
6月6日在體育館1樓廣場舉辦第5屆期末成發
《憶起》，由社員組團演唱18首歌，以《馬戲
團公約》開場，其中也有社員自創曲《未命
名》，最後壓軸由幹部合作表演《當我們一
起走過》，吸引近70人到場聆聽。
  社長、教科三謝儀馨分享，「這屆幹部即將
卸任，成發取名為『憶起』回憶幹部相處時
有歡笑、也有淚水之意。」她期許下一屆幹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追求身材體態的標準是現代人重視的事情，而
減脂、瘦身的概念是比減肥的舊觀念更理性的方法。本校體育處主辦、女聯
會、衛保組合辦之「107學年度第2學期教職員工體適能促進班」從3月11日起
每週一中午舉辦12堂課程，邀請體育處副教授雷小娟、助理教授陳瑞辰、趙曉
雯、講師蔡忻林、郭馥滋帶領約60名教職員，一同燃燒體脂，雕塑完美體態。
在6月10日最後一堂課程中，由體育教學與活動組組長黃谷臣頒發精美小禮
物，予成功減去體脂的25位、以及全勤之17位參與者。
   參與者、財務處會計組約聘人員戴品慈表示，「當初是在活動報名系統無意
發現這個瘦身課程，在忙碌的工作中，適當的運動調節有助於舒緩壓力，於是
就與同事們結伴一起報名了，12堂課參加下來，很明顯體脂有所下降，很感謝

學校提供機會給我們
教職員能夠活動！」期1089

  「107學年度第2學期
教職員工體適能促進
班」從3月11日起每
週一中午舉辦12堂課
程，吸引約60名教職
員同仁參與。（攝影
／李祈縈）

  【記者黃于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提供畢業
生下載「微軟校園授權學生版軟體」，107學
年度畢業生註冊有效期限自2019年8月1日起
至2020年7月31日止，以校級email帳號進行註
冊後，即可線上免費訂購及下載Windows與
Office最新版，並取得對應的授權序號。
   因每一帳號僅能下載軟體一次，提醒在校同
學（含延畢生）請勿使用本項服務，以免畢
業時不能下載最新版軟體。註冊成功第一次
登入起，限30天內必須完成下載軟體，務必先
自行備份軟體與產品金鑰，同時軟體限安裝
於一臺訂購人之個人電腦，軟體安裝檔與產
品金鑰均具有獨立序號，序號啟動次數限制3
次，由個人自行保管，若遺失無法補發。
   軟體提供不同語言版本，但僅能選擇一種語
言版本下載，且Windows作業系統為升級版
（Upgrade）需有合法舊版作業系統（或OEM
版）才能升級。歡迎畢業生連結至「微軟ESD
電子下載平台」（網址：https://tku.onthehub.
com/）。

108選課時程出爐

啟事：本報1086期「全大運摘6金4銀2銅」一
文，誤植田徑教練陳天文大名，特此更正。

   運管四方竑竣分享：「回首大一時意外被找
去打橄欖球，感謝洪敦賓老師挖掘我的才能。
橄欖球需要付出很多的心力練習並且願意吃
苦，比賽過程中不斷的碰撞、拉扯、奔跑等運
動傷害極高，也考驗選手的體力、專注以及毅
力；也很感謝橄欖球這項運動，教會我團隊的
意義，越同心協力，就能更減少受傷的風險，
最重要的還是大家一起努力的過程，這將是我
揮灑汗水的回憶。」

  【記者王俊文淡水校園報導】登山社於6月
7、8日舉辦兩天一夜的登山活動，共5人前往
有「中橫四辣之首」稱號的屏風山，由於高
度落差非常大，對於登山的初學者來說，極
具有挑戰性。
  由於登屏風山的難度相當大，海拔高度達
3,250公尺，登山社的成員做了許多準備，像
在學校附近的後山做負重訓練、模擬當天情
況、在校園週邊練跑，增強體力和耐力等，
在上山的前一刻也都確保自己的裝備齊全才
出發。活動領隊、土木三駱亭妤表示：「這
次活動很特別的是，晚上我們在營區搭帳篷
過夜，而且午、晚餐也都是自己帶工具、
食材在山上烹煮。幸運的是我們所選的路線
上有蠻多乾淨的溪流，這樣我們不用擔心水
源的問題。登山的過程要花數個小時，我非
常享受路途的過程，到達目的時非常有成就
感，風景也特別漂亮。」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108年暑期
運動營活動」第二階段報名開跑囉！報名時
間即日起至6月25日12時止，歡迎有興趣的教
職員工眷屬及子女、校外人員踴躍參加！
   本活動由本校體育事務處、成人教育部、員
工福利委員會主辦，活動期間為108年7月1日
起至8月15日止，共有16梯次營隊可參加。各
營隊開班日期、年齡限制、上課地點等資訊
請參閱體育事務處Facebook粉絲專頁（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tkusport/。）。
第二階段報名人數若超過營隊人數上限情況
時，將依線上報名完成時間決定錄取順序，
線上報名完成後，請於6月26日至28日，至紹
謨紀念體育館SG301洽業務承辦人羅少鈞辦
理繳費，繳費完成才算報名成功。詳細資訊
請上體育處網站查詢。（網址：https://forms.
gle/CUyTNskvfREMb63B6。）

   【本報訊】108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查詢
系統」（網址：http://esquery.tku.edu.tw/
acad/）將於7月3日中午12時30分起開放查詢
課程資料、選課注意事項、各年級選課時間
表，7月16日中午12時30分起開放查詢已代
選之必修課程（網址：http://sinfo.ais.tku.edu.
tw/emis/），初選課程自8月6日中午12時30分
至12日上午11時30分，依各年級選課時間表
網路選課（網址：https://www.ais.tku.edu.tw/
elecos/）。
   初選課前，大學部學生的通識核心課程分二
階段網路選填志願登記（網址：https://www.
ais.tku.edu.tw/cos_lot），第一階段於7月22日
中午12時30分至24日下午3時30分、第二階段
於7月30日中午12時30分至8月1日下午3時30
分。各年級「網路選填志願登記系統」開放
期間，學生至多以開課序號選填10科，第一階
段已篩選到1科者不得再參加第二階段選填登
記，初選期間每人限選1科通識核心課程（含
選填志願選課已篩選到1科）。
   課務組提醒同學，通識選填登記先後順序，
與篩選結果無關，第一階段篩選到之通識科目
與其他已代選科目衝堂時，如同學選擇退選
「衝堂科目」為已篩選上之通識科目時，則仍
可參加第二階段選填登記，請同學把握機會。
各項詳細開放時間、注意事項及網址，詳見教
務處課務組最新訊息公告、「課程查詢系統」
選課日程表及注意事項或「淡江i生活」。

暑期運動營報名至25日

   【記者李柔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諮商暨職
涯輔導組舉辦「手寫的溫度—寫給一年後的
自己～畢業季」活動，即日起開放全校師生
至諮輔組（B408室）簽到並索取畢業限定校
園風景明信片，可現場或帶回書寫並於6月21
日17時前投遞專屬信箱，將於隔年收到今年
寫下的信。
   諮輔組約聘輔導員歐陽靖表示，「明信片為
Facebook粉絲專頁康普特愛畫畫之插畫家親自
至校園寫生手繪，歡迎全校師生，特別是希
望畢業生能參與，帶著淡江的美展翅高飛，
作為畢業紀念。」法文四林韋丞分享：「我
在明信片上寫下希望自己明年可以考上華語
教師以及現在的準備心情。明信片上印有淡
江的風景，美得讓人難以抉擇，我想明信片
的意義就是希望我們承載著過去在淡江的經
歷，航向光明的未來吧！」

法文系產學合作與創新創業團隊成果豐碩 
  【記者高苹芳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6月
15日晚間在外語大樓一樓大廳舉辦「產學合
作課程與創新創業團隊聯合成果發表會」，
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酷點校園董事長黃丙
喜、Mr.Host創辦人葛良駿、永久蘆薈經理陳
威宇等業師共同參與。吳萬寶致詞表示，本
院的學生不只是學習外語也能感受該國的風
情與文化，透過業師的創業創新精神，結合
本院學生的外語能力，來擴展學生視野和培
養實務運用。法文系系主任朱嘉瑞感謝畢業
校友以自身創業經驗，向學弟妹分享並幫助
他們學習到正確態度，希望同學都能發揮所
長，以開創自己的人生。
   本次活動中，學生們除了介紹企業參訪心得
外，也分享至Mr.Host、大學市集及外語學院
之創新創業團隊的服務學習收獲，分享如何
與客戶溝通等技巧，同時也說明企業實習過
程中自我的能力提升和體會。法文系助理教
授陳麗娟說明，本次成果發表會是這一學期
課程的總結，藉此活動讓學生整裡所學的收
穫，同時也讓業師、院內師生看見學生的成

畢業生榮譽榜歡送運動代表畢業生

108(1)學雜費減免申請至21日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108學年度第一學期各類學生就學優待學雜費
減免」提前開放申請，期限自即日起至6月21日截止，凡具減免身分者皆可提
出申請，請至學雜費減免系統網頁點選進入填寫申請單，依申請身分類別備妥
相應文件及列印申請書後繳交至商管大樓B421。另外，財務處公布自108學年
度起，將不再寄發紙本學雜費繳費單，請同學多利用中國信託銀行代收網頁，
透過信用卡和ATM轉帳或線上列印繳費單至郵局、中國信託銀行臨櫃及四大超
商繳款。詳情請上生輔組網站查詢，或洽生輔組陳翠華專員，分機2263。

資圖系陳若玄、中文系包語樺、中文系張雅晴
歷史系余晟光、資傳系王珍妮、大傳系歐璐嘉
教科系江雅婷、建築系張志豪、機械系林澤鋐
機械系羅健峻、土木系李承哲、土木系張展豪   
化材系陳冠綸、資工系樂倍寧、資工系林政男
航太系黃秉鈞、電機系李宗晏、電機系顏翊凱   
電機系吳文宇、電機系蔡君典、水環系白　維
水環系陳越東、法文系戚瑋卿、德文系蕭萱蔚   
日文系蘇煒修、日文系劉哲彰、英文系陳伶宜   
英文系李孟築、西語系陳孝恩、俄文系洪紫鳳   
會計系何伊鈞、會計系簡聿婕、財金系殷鈺琪   
財金系安俊宇、企管系黃文君、企管系田　森
產經系袁子裕、國企系徐珮榕、國企系李庭君   
國企系賴盈蕙、管科系鄭筠叡、資管系郭軒宏   
風保系柯羽柔、公行系楊于亭、公行系賴秋靜
統計系鍾炘志、統計系張恩綺、運管系張家瑜   
全財管史黛西、經濟系徐曉宣、語言系林琨晧
政經系吳家啟、資創系卡莉雅、資創系周庭羽   
觀光系張雅雯、外交與國際系喬曼博
尖端材料科學學程王玄同、化學系王思彗
化學系謝仁碩、數學系黃曦嶢、數學系謝洪洋
物理系楊智閔、物理系張庭瑞

中文系簡妙如、中文系陳瑋承、歷史系邱胤翔
資圖系葉可晴、大傳系曾子語、資傳系黃雅宣
數學系李順瑋、數學系賴沛昕、物理系吳秉謙
物理系康致嘉、化學系張景竣、化學系蔣定澧
尖端材料科學學程鄧宇恆、建築系黃乙元
土木系林義貴、土木系李盈緯、水環系黃孟威
水環系張勢鑫、機械系楊佳儒、機械系陳　頡
化材系游鈞雅、電機系王淨德、電機系蔡佳洋
電機系張博皓、電機系劉哲宇、資工系翁有守
資工系鄭林弦、航太系吳俊由、國企系簡慈葳
國企系劉鎧瑄、國企系吳愷庭、財金系黎方雯
財金系林子祐、風保系徐心茲、產經系洪健庭
經濟系麥潔瑩、企管系葉　達、企管系林依葶
會計系袁逸軒、會計系王欣瑜、統計系鍾立亭
統計系張恩綺、資管系郭軒宏、運管系江碩恩
公行系蔡秉原、公行系胡渝庭、管科系張幼華
全財管許凱崴、英文系陳昶育、英文系石薇妮
西語系周秉瑩、法文系張雅筑、德文系黃辰瑜
日文系林書羽、日文系羅引君、俄文系戴偉丞
外交與國際系林威宇、教科系殷大敬、
資創系鄧    肯、資創系宋吳珉、觀光系肖   淳
語言系張泰源、政經系謝謹蔆

中文系梁文瑄、中文系田雅方、中文系鐘嘉瑜
資圖系黃莉珊、數學系陳羿潔、風保系廖柏雅
財金系許茹昀、經濟系呂步緯、經濟系陳鈞彥
經濟系劉子仲、資管系林依諠、運管系許雯婷
管科系賴稚豐、管科系王怡蓁、教科系張巧姍
外交與國際系游唯莙

中文系黃詩傑、資傳系康    豪、資圖系林怡君
物理系徐淩敖、土木系呂理言、水環系沈煜修
航太系孫福鈺、航太系賴元昱、航太系程章齊
機械系李承融、公行系李康緯、企管系劉瑋然
企管系黃家祥、運管系周宸緯、運管系方竑竣
運管系余祐寧、財金系許家寧、財金系周伯融
國企系陳宗裕、國企系簡亞婕、產經系黃華邦
產經系黃建源、經濟系麥潔瑩、資管系任天秀
日文系沈育宣、西語系韋   摯、英文系飯塚章悟
教科系戴愷歆、教科系阮靖雅、觀光系賴逸儒

學分獎：政經系駱品潔、國際獎：政經系趙于萱
領袖獎：政經系吳家啟、傑出獎：政經系楊薏茹
（資料來源／學務處、蘭陽副校長室）

學業獎

操行獎

服務獎

體育獎

青出於蘭畢業獎

手寫的溫度活動開跑

登山社勇登3250m屏風山

微軟授權學生版軟體下載

音樂文化社憶起大合唱 火舞社焰麗無法擋 

   諮輔組舉辦「手寫的溫度—寫給一年後的自
己～畢業季」活動，即日起可至B408索取明
信片。（攝影／張千鴻）

法文系 資圖系 學習成果發表  
長。法文四林靜宜提到，透過課程學習、企
業參訪和實習，能了解業界的實務內容對未
來職涯規劃很有幫助。
資圖系實習課成果暨主題書展  
  【記者施宥全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6月10
日舉辦「傳遞資識，歷圖二十：圖書館實習
（一）學習成果暨主題書展」，由修課同學分
享實習成果。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學務長林俊
宏，以及實習單位新興國小校長許文勇、文化
國小校長蘇穎群等師長出席參與。
　實習課程指導老師，資圖系副教授宋雪芳說
明，資圖系自87學年度起，便透過「圖書館實
習」在大淡水地區推動社區專業服務課程，從
最初的文化國小圖書館，至今遍及淡水地區各
國小、國高中，甚至擴及到大臺北地區的百齡
高中。「二十年來學校從不知道什麼是實習到
開始有專業知能服務課程，這些小朋友的熱情
是我們最大的回饋，讓我們願意一起來共創大
淡水，智慧大未來。」許文勇則肯定同學們的
努力，「閱讀對於孩子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把
閱讀當作是培養孩子的關鍵能力之一，很高興
擁有淡江大學資圖系的團隊在淡水地區提供服
務與幫助。」
　在百齡高中圖書組實習的資圖三何昱瑩分
享，「工作內容從海報製作，到圖書館館訊、
佳文查找都有接觸，除了編目、加工、整架的
基本工作外，實習過程也讓我參與設計策劃及
推廣閱讀的活動。感謝學校安排實習課程，讓
我學到專業知識與處事技能，學習成為一個成
功的圖書館員。」

部可以繼續努力，有疑問可以請教學長姐，
想做什麼就大膽去嘗試，不要活在既有框架
中。觀眾、外交一邱瀚緯說：「整個成發聽
完覺得都還不錯，尤其是演奏《photograph》
的樂團，演出非常投入，讓我記憶深刻。」
 火舞社焰麗馬戲團期末成發 
  【記者黃于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火舞藝術
社於6月6日在真理大學操場舉辦期末成果發表
「焰麗馬戲團」，以馬戲團活潑充滿變化的
特性作為此次表演的特色，並藉由棍、球為媒
介，揮舞道具配合火焰舞出火的魅力，也配合
油的特性，使用去漬油或煤油協助表演，使畫
面更加精彩豐富，本次活動吸引近30人參與。
  火舞社社長、風保二林郁翔表示，籌備期間
不斷開會而感到疲憊，尤其是表演前一晚因緊
張與興奮而難以入睡，「雖然過程很艱辛，但
活動完成後非常有成就感！」同時表示此次火
具的製作、油桶及場地規劃跟練習都很花時
間，用火安全的宣導千萬不可馬虎，當天也將
製作一本火安須知給表演人員並配置火安人員
確保活動安全順利。

   體育處於6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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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長陳逸政、學動組組長黃谷臣和各代表隊教
練、領隊與選手共襄盛舉。（攝影／施宥全）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辦理「淡江大學生活教育券補助金」，以
扶助弱勢學生就學生活，凡符合弱勢身分者
皆可提出申請，收件期限即日起至10月30日截
止，除了須依照規定，透過系主任、導師完成
晤談輔導紀錄，並填妥「淡江大學弱勢學生領
取生活教育券補助金輔導紀錄」外，亦須參與
非課程之法治教育（智慧財產權、犯罪預防）
兩性平權、校園安全及拒菸反毒等生活教育範
疇之校內外講座，或參與政府立案之社福、
公務單位無償之志工，並提供6小時以上研習
（服務）證明及250字以上心得，將文件一併
親送至B421，審核通過者，將直接撥付生活
教育券補助金壹萬元至學生郵局帳戶。詳情請
上生輔組網頁查詢。（網址：http://spirit.tku.
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Body）

生活補助金申請開始

   音樂文化社於6月6日在體育館1樓社辦廣場
舉辦期末成發《憶起》，由社員組團輪番上
臺，演唱18首歌曲。（攝影／游晞彤）

   資圖系6月10日於圖書館二樓閱活區舉辦
「傳遞資識，歷圖二十：圖書館實習（一）學
習成果暨主題書展」，分享實習成果與心路歷
程。（攝影／施宥全）

工學院獲2金1銀院長獎勵
   工學院於107學年度男女籃排賽院際盃中，
獲男子組排球冠軍、女子組籃球冠軍、男子
組籃球亞軍，共2金1銀佳績。6月13日上午
10時，工學院院長李宗翰特地頒發獎金，鼓
勵同學優異的表現，與院內30位師生一同慶
祝。李宗翰致詞表示，工學院參加的3場冠
軍戰自己都有到場觀場，每場比賽都相當精
彩，感動同學認真比賽的態度，是令人非常
興奮，雖然有些隊伍沒有拿到名次，仍鼓勵
大家持續努力，李宗翰說：「希望明年工學
院能再度蟬聯，將冠軍獎盃永久留在我們工
學院，傳承這份屬於大家的榮耀。」（文、
張展輝、圖、工學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