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羅浮群、資深女童軍團於
10 月 31 日與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台北市環
球扶輪青年服務社共同舉辦淨灘活動，吸引逾
120 位伙伴一同前往新北市白沙灣進行淨灘，
共清出 10 大包垃圾及一些塞不下垃圾袋的海
洋垃圾。
　淨灘活動負責人黃紹宇表示，本次淨灘由童
軍團各級童軍、家長以及服務員一同參與，年
紀最小的才讀幼兒園，最年長的已是阿公的年
齡。儘管當天飄著小雨，路途上雨勢忽大忽
小，抵達白沙灣時雨就剛好停了，微涼的溫度
也讓淨灘過程相當舒適，恰巧在完成淨灘後收
集海洋廢棄物時才下起大雨，「一群人如果努
力認真做一件事情，連老天都會協助。」
　淡江大學幼女童軍吳欣妮分享，淨灘活動清
理出很多寶特瓶、魚網等漂流垃圾，我才知道

許多人們丟棄的廢棄物在海中漂流，最後又回
到人們居住的土地上，大家應該要少用不環保
產品，這樣才能有乾淨的地球讓我們生存。邵
心妤表示，這是我第二次參加淨灘活動，我認
為淨灘活動相當有意義，希望每個人都能盡自
己最大的心力愛護地球。（文／陳子涵）

　慈濟青年服務社一直以「大家一起做好
事」為社團宗旨，10 月 31 日在淡水沙崙的防
波堤舉辦「美麗海岸線～淨灘淨『心』去」活
動，逾 40 位同學及外校的伙伴一起為環境盡
一份心力。
　沙崙海灘的邊界是和漁人碼頭相接的防波
堤，層層堆疊的消波塊在浪潮沖刷之後，累積
了各式各樣的垃圾，小至打火機、鞋子、玻璃
瓶，大至漁網、輪胎，甚至有卡在岸邊的巨大
帆布。大家相互合作，有人在消波塊中穿梭撿

拾垃圾，有人則把垃圾集中，最終整理超過
60 袋垃圾。活動結束後，大家一同享用由慈
青社提供的素食，以對環境比較友善的食物來
補充體力。
　日文三劉依如表示：「參與活動前，從來沒
有想過這裡的垃圾竟然這麼多，味道聞起來這
麼糟糕，今天我們一個個把垃圾撿起來分類，
以後使用物品時都要三思而後行，認真地為我
們的世界好好想一想」。（文／陳國琛）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6 日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編輯／張瑜倫

學生大代誌4

期1131

　【記者姜羿帆淡水校園報導】110學年度新
生盃球類競賽10月30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開
打，羽球賽於體育館4樓羽球場進行，男單、
女單的冠軍分別由資管一張祐綦、會計一蔡
婉秦拿下；而數學一鄭啟陽、吳冠霖及會計

一蔡婉秦、謝聿茹則為男
雙、女雙的冠軍，其中蔡婉
秦表現亮眼，一人包辦單雙
打冠軍。
　本次賽事因應疫情，入場
採取嚴格管制，除了學生
證外還需要繳交疫苗「小黃
卡」，未施打疫苗或110年
10月16日以後才打疫苗之參
賽人員，須有快篩陰性證明
才擁有競賽資格，盡力保障
所有參賽選手的健康。活動
最後進行頒獎時，邀請體育

處講師、前奧運國手蔡慧敏出席頒授獎項，
現場選手驚喜直呼：「哇！是東京奧運轉播
世界球后戴資穎比賽時的球評！」
　蔡婉秦表示，自己從小學就開始接觸羽
球，而組隊參賽的謝聿茹則是大學才開始打

羽球，兩人是好朋友，比賽中默契十足。蔡
婉秦主導攻擊，賽程中對手一路緊咬比分，
數度有追起之勢，還好彼此都有穩住，最終
奪得第一。謝聿茹謙虛地說，奪冠讓她非常
意外，因為自己是「業餘」選手，很怕拖累
隊友。
　張祐綦分享，從小受哥哥的影響才開始打
羽球，在這次比賽中，雙打遇到很多強力組
合，而單打的部分對手相對少一些。吳冠霖
則笑說，自己是因為遇到好教練，所以開始
在社團打球，參賽經驗雖然不少，但每一次
練習時「氣流」和「風向」都不太一樣，所
以對球的掌控仍需要拿捏得更仔細，以避免
太多失誤。在疫情影響下，整個新生盃的羽
球賽程皆未能有觀眾入場，吳冠霖感嘆少了
熱血的氛圍十分可惜。但兩人都十分積極表
示，未來會繼續精進自我，參與更多校內外
羽球賽事。

迎校慶

童軍團慈青社淨灘永續美麗海岸

行醫救世 潛心經典 願匡濟後學中文博三莊昭龍
校園話題   物

　【記者林靖諺專訪】「我有個原則，當越
困難時，越要將缺點變成優點。」人生一路
走來，有著豐富經歷的中文博三莊昭龍，憑
藉著修身修道和正向的心態，在擔任中醫師
期間，利用休診時，到校鑽研博大精深的華

夏文化，只為更透徹理解古人留下的智慧。
　從小家境困難的莊昭龍認為，所有經歷對他
來說，雖辛苦卻也是種磨練。「28歲那年，我
剛保送進臺灣師範大學英文系，當時報紙刊登
一位跟我同年的年輕人，即將上任為大公司總

經理。我看著報紙一直哭，想著為何
我要花費那麼大的心力才能上大學，
但他卻已經是總經理了！」後來，
莊昭龍轉換心態，多年後「同年的我
們，那個人只往上爬一格變成董事
長，而我卻靠著奮鬥，前進了好幾大
步。」從小學老師、就讀大學、碩士
到博士，一路往上爬的莊昭龍，翻轉
命運將缺點變成優點。
　「會接觸中醫這領域其實是個意
外，因緣際會下，帶著妻子去看中
醫，因此與大國醫鄒金輔結上好緣，
鄒金輔是引領我進入國學及打坐禪定
的啟蒙老師，也是我心中永遠的恩
師。」雖然考了多年中醫特考，中間
也曾做過生意賺錢，但最終還是選擇
專心學習中醫，莊昭龍說：「其實一
切都是天注定，天要給你，你什麼都

有，天不給你，你什麼都拿不到。」
　莊昭龍將熟讀的《黃帝內經》、《本草綱
目》、《方劑學》、《本草備要》、《傷
寒論》等醫學知識都記在腦海中，還重新編
撰了中國最早的醫書《黃帝內經》，當年特
別贈送一套給中文系榮譽教授王邦雄，但王
邦雄說：「這套書很可惜的是缺乏學術價
值。」為培養孩子從小閱讀中醫經典，書中
少了註釋，小孩較難領悟其意涵。莊昭龍困
惑地問：「老師，什麼是學術價值？」王邦
雄說：「這很難解釋，來讀碩班吧！」
　因此他選擇就讀淡江，並接續攻讀博班。
在撰寫書籍的過程中，他認為最困難的是
要了解其中真意，古文密密麻麻，無標點符
號，讀起來較困難，需要花費許多心力。
「《黃帝內經》號稱中醫盛典，若我不完全
理解，又如何去判定。」不懂就遍尋古籍版
本持續讀到懂為止。
　莊昭龍提到，解開幾千年來的文化真理
並精深其道，對他來說是件自得其樂的事
情。他計畫未來繼續註解《傷寒論》和《論
語》，期許能夠傳授真正的修行工夫給學
生，並將中醫和華夏文化發揚光大。

▲中文博三莊昭龍潛心鑽研經典，並期許自己能夠匡濟
後學。（攝影／林靖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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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研社超貼心
不出國體驗韓服
　【記者鍾子靖淡水校園報導】韓國文化研究
社 10 月 29 日舉辦韓服體驗活動，由副社長、
英文二黃俐珉為參與者講解韓服的歷史與穿
法，接著才進行韓服試穿，希望同學在聆聽基
本知識並搭配實際體驗後，可以加深對韓國文
化的了解。
　黃俐珉說明，韓服是韓國人的傳統服飾，朝
鮮民族稱為古高麗服，雖然南北韓現分為兩個
國家，但都對其傳統服飾名為「韓服」，它來
自於中國唐朝，當時絲製長袍傳入朝鮮半島被
貴族所喜愛，後來逐漸普及成為大眾服裝，隨
著時代演變，不同款式的韓服代表一個人的身
分地位。韓服的外觀是以直線為主，最大的特
色是上衣窄、下衣寬，窄小的上衣是為展現上
半身的形體美，寬鬆的下衣則為遮蓋下半身的
活動而設計，為使穿著者顯得更為優雅。
　進行體驗時，同學們都非常開心地選擇自己
喜愛的服裝款式，幹部們熱心協助同學著裝，
並幫忙綁上適合韓服的髮型，讓參與者有更完
整的體驗。
　英文三王馨慧分享，非常喜歡這次的活動，
因為疫情限制了出國的條件，現在能於校內完
整體驗穿韓服的步驟及了解韓服的傳統，實在
非常難得，而且又到覺軒花園拍照，韓服和環
境的搭配下，有置身韓國的感覺。

▲淡江大學童軍團 10 月 31 日到白沙灣進行淨
灘活動。（圖／淡江大學童軍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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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6(六)
8:00

課外組
網路報名

與自己喝杯咖啡—探討哲學與品德
（感恩）（enroll.tku.edu.tw）

11/10(三)
11:00

德文系
FL411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跨國合作學習
與跨文化溝通能力養成

社團大聲公

淡蘭谷歌開發學社
　本學期新成立的學藝性社團「淡蘭谷歌開
發學社」，聚集了一群對於 Google（谷歌）
開發有興趣的同好，社長、資工二蕭潤聲曾
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參加過谷歌開發的社團
活動，覺得活動裡提供的一些課程很不錯，
希望淡江大學的校園裡也能提供一個平臺，
讓所有對谷歌開發有興趣且有天份的同學們
一同成長，所以向學校及 Google 公司申請
成立本社團。
　在社團營運方面，蕭潤聲表示，本社團的
活動多數是 Google 舉辦的一些課程，專供
學生參加，也因為是 Google 全球跨國在各
地大學主辦的活動，因此提供不少資源，例
如一些暑假課程，參與的同學可於此累積經
驗並精進軟體開發的能力，更有機會與相關
專業人士互動交流。淡蘭谷歌開發學社就曾
邀請 Google 臺灣總經理林雅芳出席線上活
動，蕭潤聲期許透過此社團能讓社員在各方
面皆有所成長，並培養其自信心，相信對於
他們的學業或是日後工作都會有所幫助。
　本社團非常歡迎對科技有興趣，且具備社
交媒體應用能力的同學入社，若是對於軟體
工程開發有興趣者，那就更要把握本社團
了。蕭潤聲表示，不用擔心跨校園溝通與交
流的問題，因為多數的活動都可透過線上參
與，因此期待大家的加入。（文／麥嘉儀）

▲淡蘭谷歌開發學社聚集了一群對於Google
開發有興趣的同好。（圖／淡蘭谷歌開發學
社提供）

商管大樓地震逃生演練
　【記者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災害發生時，
你是否能夠及時應變？」為強化本校師生災害
防治意識、自救救人能力及培養臨危不亂的正
確應變能力，有效降低人財災損，軍訓室 11
月 1 日上午 10 時 10 分舉辦「110 學年度第一

學期教學大樓防災逃生演練」，全校師生在原
上課教室播放 5 分鐘之「學生避難疏散示範影
片」，商管大樓師生於結束觀看後，根據演練
警鈴，進行 1 分鐘就地避難掩護演練動作。
　演練時間一到，全校師生依廣播採取防災措
施，播放防災影片後，商管大樓的師生依照防
災三要領（蹲下、穩住、掩護），蹲於課桌下，
以背包掩護頭部，並穩住桌腳保護自身安全，
最後依發布演練狀況解除恢復上課。商管大樓
分別依地震意外實施演練，模擬學生被掉落的
天花板磁磚砸傷，救護人員立即依傷勢給予簡
單包紮。
　參與防災演練學生、國企四周靖雅表示，災
害總是發生在意料之外，學校每個學期都會舉
辦防災演練，利用短短的幾分鐘確保學生在災
害發生時，有能力採取適當的保護措施，我認

新生盃羽球蔡婉秦單雙封后 11 月 6 日校慶
系所校友回娘家活動

時間 主辦單位／活動名稱（地點）

9:00 中文系／系友大會（L205）

9:00 教心所／校友返校活動（E311）

10:00 歷史系／系友回娘家（L307）

10:00
化材系／50週年系慶暨逢十同學會

（E787、覺軒花園）

10:00 航太系／系友返校聯誼會（E819）

10:00 統計系／系友聯誼會（B713）

10:30 化學系／系友大會（化學系圖書館）

11:00 資圖系／50系慶（L401）

12:00 歐研所／所友聯誼活動（T806）

13:00 物理系／系友大會（S104）

13:00 經濟系／系友聯誼會（B1019）

13:00 教科系／系友大會（Google meet）

▲全校師生在原上課教室觀看 5 分鐘的「學生
避難疏散示範影片」。（攝影／陳國琛）

　【記者戴瑜霈淡水校園報導】你擔心期中考
嗎？快來吃 All Pass 糖舒緩一下壓力吧！松濤
館宿舍自治會 11 月 2 日晚間舉辦「期中運氣
如波濤，松你 All Pass 樂逍遙」活動，總共準
備 2,150 份糖果禮包，讓住宿生在課業繁重、
壓力湧上心頭的時候，吃顆甜滋滋的糖果放鬆
心情。淡江學園住宿書院也於 11 月 4 日舉辦
「Send you 滿滿祝福，All Pass 就宿我」活動，
同樣為淡江學園的住宿生送上滿滿的祝福和
All Pass 糖禮物。
　宿治會活動組組長、中文二洪鈺純表示，今

年松濤館宿舍多了 4 館和 5 館，住宿生人數增
加，所以準備的份數相較往年增加許多。本次
依然選擇袋裝糖果當做 All Pass 糖，因為以往
住宿生的回饋都一致表示，袋裝糖果內容物比
較澎湃、口味較多元，打開時看到滿滿的零
食餅乾，感覺很驚喜，也非常符合大家的喜
好。但在準備過程中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疫
情」，原本想選擇甜點、蛋糕作為活動主軸，
但因蛋糕有保鮮的問題，所以又改回傳統的袋
裝 All Pass 糖，不免有些遺憾。另外，很多境
外生因防疫關係，入館時間和人數難以確認，

所以在發放數量的控管上也是一項難題。
　洪鈺純分享，宿舍是住宿生的第二個家，很
多同學都是離鄉背井來到淡水讀書，希望 All 
Pass 糖能給予他們祝福，鼓勵大家在期中考取
得好成績，也希望住宿生們能感受到宿舍的溫
暖之情。
　住宿生、管科一陳昕領到 All Pass 糖果禮包
後，開心的表示：「好棒喔！這是我上大學的
第一份 All Pass 糖，很感謝宿治會這麼用心的
準備，我很喜歡這個活動，心裡有種受寵若驚
的感動。」

提升英文大補帖
　「英文能力測驗加油班」開課
　想提升英文聽力的能力嗎？趕快報名英文系
舉辦的「英文能力測驗加油班」，讓你增進英
文聽力並順利通過英檢畢業門檻。本次上課時
間為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28 日晚間 6 時 10 分
至 8 時，由英文系教師群授課，讓你在這 6 週
內增加英文能力，歡迎本校學生即日起報名參
加，上課時間和詳情請見活動報名系統。（網
址：http://enroll.tku.edu.tw/）（文／本報訊）

　「英語職達車」開課
　本校英文系為提升學生職場英文訓練，提供
「英語職達車 - 職場英文課程」，由英文系助
理教授張玉英、韓博瀚為學生授課，上課時間
為 11 月 10 日至 12 月 27 日，每週一、三晚間
6 時 10 分至 8 時，兩位老師各 6 週的豐富課程
將增進你的英文能力，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12 日 12 時 30 分止，歡迎全校學生踴躍至
活動報名系統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
edu.tw/ ，以「英語職達車」查詢）（文／本
報訊）

▲新生盃羽球賽由體育處講師、前奧運國手蔡慧敏（中）頒授獎
項，並與奪牌選手們開心合影。（攝影／姜羿帆）

喝咖啡談自主
適時表達想法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課外
活動輔導組本學期舉辦「與自己喝杯咖啡—
探討哲學與品德」系列活動，11 月 3 日晚上
7 時由科技部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研究員陳奕融
帶領同學探討「自主」這項德目。
　陳奕融一開始請大家進行自我介紹，接著
針對同學們發表的內容，搭配影片說明這許
多行為的背後是否存在自主的意義，每位同
學的看法不盡相同，有些人認為自主是自己
了解行為本身所表達的意涵，也有人覺得潛
意識下所做出的行為是自主行為之一。整個
辯論過程中，沒有給予明確答案，但訓練了
學員的對話與思考能力，營造出沒有壓力的
環境，使彼此交換意見，適時表達自己的想
法就是這次活動最主要的目的。
　法文三古伃軒表示，印象最深刻的議題是
在討論車站推擠的那個環節，大家對判斷能
力和控制權這兩項差異的敏銳度。短短的兩
小時內，能從一開始影片討論的基礎，發展
到最後細微的部分，這個發展過程挺有趣的，
透過這種方式，除了能訓練自己傾聽並剖析
他人的想法外，也能更細緻的了解自己的思
考方式，達到講師所說：「在形形色色的社
會中，理解他人的作為和感受。」

▲慈濟青年服務社 10 月 31 日到沙崙淨灘，最
終整理超過 60 袋垃圾。（攝影／連慧榕）

▲課外組邀請科技部人社中心研究員陳奕融帶
領同學探討「自主」。（攝影／鄧晴）

松濤館淡江學園祝期中All Pass願成真 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