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會主辦
的第一屆溝通季「腳步」，於上月20至22日在
商管大樓三樓前舉辦。活動執行長、學生會權
益部部長財金三王遇安表示，感謝同學踴躍參
加活動，無論大小事，都獲得許多同學的共鳴
與贊同，活動期間所蒐集到的問題及反應，也
將轉為紙本向學校反應。
　活動首先登場的「徵問題比賽」，共蒐集到
117個問題，問題範圍不僅選課、住宿、獎學
金等問題，還有同學提出教室環境、期中期末
考試等疑問，例如：「教室大部分的桌椅都太
老舊，建議換成更寬大的」、「難道沒有辦
法根治商館髒亂的問題？」、「可不可以改成

期中考和期末考老師能自行排考？」等問題。
問題五花八門，還有同學詢問「為什麼學校無
『學生巴士』呢？」、「選課加簽為何總是選
不到？」等。
　活動結束，由同學投出心目中的最佳創意
獎、淡江獎等。決策一曹凱嵐以「宮燈姊姊退
休了嗎？」獲得最佳創意獎；大傳一黃詩容以
「游泳館可否被更有效地使用這高級的休閒空
間」獲得最佳淡江獎。王遇安說明，有些校園
事務乍看沒有異狀，但卻有許多問題、疑問，
藉由這些問題可看出癥結點，將與學校溝通，
回覆結果將盡快公布。
　此外，「交換你我他」在攤位設立欄位，供

同學寫下在學校的心得、建議改善之處，藉由
和其他同學互換的機會，摩擦更多不一樣的火
花。「你說我寫」則在街頭隨機訪問同學，
「對選課制度的問題」等，參考同學的建議，
並統整作為爭取同學權益的依據。「思考吧講
座」邀請拒絕聯考的小子－吳祥輝演講逆向思
考。保險二吳靜宜表示，以逆向思考的邏輯來
看待許多事務，會讓思路變清楚，也讓自己對
自身權益有更深的認識。王遇安提醒同學，自
即日起，在校內各館皆設有「申訴信箱」，學
生會也將定時收信，歡迎同學持續發聲，「勇
敢挑戰舊束縛，權益溝通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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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票好康！學生證打6折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推動
「健康校園」系列課程，推廣由體育室規劃
的健走地圖，並讓視障生實際體驗「健走」
的路線，上月23日日文系一年級學生帶領視
障生生，分走4路，完成20分鐘的路程。
　上月初先安排大一新生以口罩矇眼，實際
體驗視障生走路的感覺後，才由其擔任視障
生的「嚮導」。視障生試走當天，由盲生資
源中心教師邱存能帶領4位視障生展開活動，
同學們輪流接力讓視障生攙扶，途中不忘貼
心「報路況」，並紀錄遇到的障礙物，以作
為修改路線的依據。
　學務長柯志恩表示，讓學生從實際踏勘，
進而從半盲到全盲的角度走訪各種健康路

線，期待同學從做中學與服務別人之餘，同
時成長自己！承辦人學務處人員楊新格說
明，本校4條健走路線原為一般生規劃，藉由
新生之社區服務學習課程，也規劃適合視障
生的路線，並讓一般生與視障生產生互動，
同學也能瞭解該如何協助視障生。體育室主
任蕭淑芬說，第一階段先規劃挑選4條路線，
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作為健走體驗，提供簡
潔方便的運動方式。未來將結合校內相關資
源，建構全方位健康校園運動地圖。
　日文一顏子堯表示，之前的課程讓他親身
體驗到視障生面臨的困難，要在全黑的環境
走路實在不容易，所以能以同理心帶領視障
生，也會特別留意「路況」，「在路上遇見

視障生，會盡全力幫助他！」視障生歷史一
劉柏芳說，其實視障生在學校都要進行「定
向」的課程，記憶學校的障礙物，將傷害降
至最低，或透過手杖敲打瞭解路況，但有時
候仍免不了撞上一些障礙物。邱存能說，平
常在路上看見視障生不用特地攙扶，即將發
生危險時，伸手幫助即可。
　對於最令視障生困擾的路段，4位視障生異
口同聲：「花盆！」公行一黃振洲說，本校
環境對視障生而言算是相當良好，但經過花
盆路段時都要提心吊膽，做好「撞上」的心
理準備，希望學校能有所處理，同學們也能
留意視障生，適時提醒，「畢竟『它』實在
難以掌握啊！」

　歡迎讀者提供任何話題人物的蛛絲馬跡！請打專線：
02-26250584，或寄e-mail至ab@oa.tku.edu.tw 。

校園話題人物
徐楓鈞

　「一想到可以抱著他們入眠！就好像抱著最最親密的伴
侶一樣！」擁有上百件「口袋怪獸Pocket Monster」收藏
品的日文三徐楓鈞說。
　1個、2個、3個……，到底還有幾個！徐楓鈞不停地從
箱子和夾鍊袋裡拿出來展示，彷彿是伸進無底洞裡，整
張單人床，轉瞬之間就被擺滿了！從12年前愛上口袋怪
獸，至今已經花了6、7萬在收藏上頭。舉凡：遊戲卡帶，
扭蛋、公仔、填充娃娃、皮卡丘造型掌上型遊樂器和對
戰線、口袋怪獸寶貝球記步器、金銀幣收集冊、漫畫、動
畫、戰鬥卡、七彩皮卡丘掛鐘、L型文件夾，還有說著各
國語言「你好！」的皮卡丘紀念卡，連剛過的聖誕節商品
都已「入荷」，他說：「跟更專業的收藏家比起來，還
是差了一截，但是最大的夢想就是希望能夠填滿整個房
間！」
　珍愛收藏品的徐楓鈞表示：「如果是會用到的東西，都
會買兩份，一份收藏用，就怕會折舊耗損。」他還透露收
藏的小訣竅，買來的玩偶千萬別剪掉標籤，不然就會失去
價值，他指著那8隻最新的小小伊布系列玩偶，買入時1萬
元，目前在日本拍賣市場居然高達6萬4千元！不過徐楓鈞
並沒有因此玩物而喪志，他同時雙主修英文，並利用課餘
時間打工賺取零用金。對主修日文的他來說，聯絡日本賣
家和蒐集最新資訊，也能磨練語文能力呢！（文／翁浩
原）

僑生梁子亨創作廣播劇本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好康的來
囉！體貼學生寒假返鄉返校的車資，高鐵
為學生量身打造「2011年寒假大專院校學
生返鄉返校優惠專案」，自即日起至2月22
日止，至高鐵各站售票窗口購票，並出示
本人學生證，即可享指定車次6折的優惠。
　每次限購一張單程或來回票組，適用
搭乘時間為本月12日至25日，以及2月9
日至22日，詳情請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網站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2。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
平安夜（上月24日）在外語大樓語言學習
聯誼專區舉行聖誕晚會，準備香醇的熱紅
酒、鮮嫩的烤火雞、法式鵝肝醬等，滿桌
澎湃的餐點，伴隨輕鬆的聊天、歌唱，學
生們過了一個法式悠閒的平安夜。
　活動一開始，由法籍實習生尚古拿為大
家介紹法國的聖誕市集；接著由法文系副
教授喻樑教唱法文聖誕歌曲，原本在一旁
沈默不語的喻樑，拿到麥克風後立刻變身
high咖，不但陶醉在自己的歌聲中，更把
歡樂的聖誕氣氛衝到最高點，同學們甚至
在不知不覺中，牽起身旁朋友的手跳起舞
來。此外，法文系也寓教於樂，貼心提供
聖誕禮物，製作法文有獎徵答；並邀請8位
來自布吉納法索的學生同樂，讓學生多認
識結交不同文化背景的朋友。

法文系耶誕晚會 美酒佳餚超澎湃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會主辦 期中考和期末考老師能自行排考？」等問題。 同學寫下在學校的心得、建議改善之處，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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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徵問題 宮燈姊姊退休了嗎?最有創意 

日文系忘年會 喝紅豆湯暖呼呼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迎新年，
日文系於上月28日在海報街舉辦日式「忘
年會」。免費發放暖呼呼的紅豆湯及麻
糬，吸引學生在海報街大排長龍！統計二
陳昱霈說：「覺得全身暖烘烘，幸福無
比！」活動總召日文二李韋緯說，看見大
家幸福的表情，一點都不覺得淡水很冷。
　「依呀豆殺！呀豆、呀豆！」這是阿波
舞社表演者的助陣呼喊聲，他們穿上日本
傳統服裝，整齊劃一的手舞足蹈，搭配傳
統音樂，讓人彷彿置身日本。販售日式小
點心的各個攤位更吸引大批人潮排隊，其
中，「釣水風船」讓大家體驗日式小遊
戲，以掛鉤釣魚的方式釣水球，水中擺放
各種日本進口、花紋繁複的水球，讓釣客
們愛不釋手。陳昱霈說：「別人都沒釣起
來，我竟然一釣就成功了，好開心！」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財務
金融學系排球隊日前參加由元智大學
主辦的「2010北財盃」女男排分別在
元智及中原大學開賽，女子排球隊從
25支隊伍中拿下冠軍，男子排球隊在
26支隊伍中獲殿軍。
　去年女排隊以2分之差與冠軍失之
交臂，今年重振旗鼓，冠亞軍賽彷彿
歷史重演，再度遇上去年冠軍致理技
術學院，在對方場上有2名校隊球員
坐鎮的情況下，首局沒能守住；所幸
陣中主力攻擊、調球戰術適時發揮火

力，終於反敗為勝，勇奪冠軍。女排
隊長財金二郭亞瑄表示，「今年隊上
兩名主力學姐都將畢業，拿到第一，
也算是完成她們長久以來的心願。」
　男排前三戰一路披荊斬棘，打敗台
大等校挺進4強。在4強賽碰上去年冠
軍東吳大學，最後以兩分之差落敗；
而隨後的季軍賽也因連續出戰體力下
滑而飲恨。男排隊長財金三陳義仉
說，未來將投入加強防守與戰術運
用。

輔大盃 男網校隊摘冠 北財盃 女排奪冠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男子網球校隊於日
前參加「輔大盃網球邀請賽」，在輔大、政大、北
科等7校激烈競爭之下，本校男網隊球技精湛、團
隊合作無間，奪得冠軍。
　本校男網隊一路過關斬將，在最後一場冠軍賽，
對上地主隊輔大，比賽中，比數一度被拉近，十分
驚險，但男網隊仍表現沉穩，首先奪下兩局的勝
利，坐穩冠軍寶座，男網隊教練體育室講師張嘉雄
說，他們花時間練習的實力都有發揮出來。男網隊
隊長物理所碩一王孝祖表示，能有這樣的表現，不
只是隊員花時間練，教練也付出很大，花額外的時
間陪著我們練習，「這是大家一起付出得來的！」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上週
寒流報到，是什麼讓同學們肩並肩、
靠在驚聲廣場看電影呢？學生會舉
辦的第3屆淡淡生活節於上月28日登
場，在驚聲廣場播放電影「一頁台
北」、「第36個故事」，在書卷廣場
吸引同學搶購的二手市集。蒐集全校
1460張Rock式微笑，也印製成微笑手
冊，於活動週發放，冷冽的淡水，因
同學共襄盛舉的微笑，溫暖了起來。

　活動邀請知名部落客牛奶人演講
「簡單生活中的小夢想」，吸引近百
名同學參加。保險二許惠雯說，牛奶
人鼓勵年輕人趁著青春的當下努力追
求夢想，讓自己也燃起鬥志！而在電
影播放前，布幕上投影著1460張Rock
微笑，不少老師也在其中，引起同學
討論。運管二黃煒中在二手市集買了
許多戰利品，他說，不僅撿到便宜，
這些商品還多了一份賣家的情感呢！

健康校園上路 同學貼心報路況 與視障生健走趣

　日文三徐楓鈞右手上那隻皮卡丘是不是和大家熟
悉的不太一樣呢？那就是他最新入手的夢幻逸品—
「Pekomon Time」系列，由日本畫家，手工縫製要價
「新台幣4388元」的玩偶！（攝影／林奕宏）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第一屆蔣
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於上月28日在黑天
鵝展示廳舉辦頒獎典禮。特優由中文碩二
張家菀＜柳絮四詠＞抱走獎金1萬；優選
為中文博六張韶祁及錢天善；佳作為中文
博四張富均、中文碩三籃閔釋及中文碩二
劉兆恩。
　當天蔣國樑先生家屬蔣國榆女士、中文
系系主任張雙英及多位中文系教授蒞臨現

場。典禮一開始由驚聲古典詩社社員吟唱
蔣國樑先生的絕句五首表示對蔣先生的懷
念，接著穿插著詩社的古琴及吟唱詩詞的
表演。本屆創作獎共有13件作品入圍，複
選由瀛社詩學會理事長林正三、中文系教
授陳文華及師大中文系教授沈秋雄評選出
6位獲勝者，除獲獎金及獎牌外，還有蔣
國樑先生詩集《夜風樓吟草》及由中文系
教授曾昭旭親手題得獎者詩作的摺扇。

　林正三在總評時表示，「這次的作品都
在水準之上，且用筆老練，議論貼切，寫
景貼合情境，＜柳絮四詠＞此篇較能掌握
柳絮的特色，遣詞用字上也能展現它的韻
味。」驚聲古典詩社社員，曾任社長的張
家菀笑著說：「沒想到竟然得獎了！」一
開始加入詩社完全不會寫詩，經過多讀、
多看、多寫後發現，其實寫古典詩不難，
只要多練習一定可以進步！

張家菀抱走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特優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新校醫李炳曜上月上任，為全校師生的健康把關。
李炳曜於民國69年從國防醫學院醫學科畢業，對骨
科方面甚有研究，曾任台中空軍醫院骨科主任。李
炳曜表示，雖然剛來淡江不久，但他認為本校景色
優美，「長期和同學相處下，心態也能隨之年輕起
來呢！」
　李炳曜說，淡水天氣潮濕，所以罹患過敏及感冒
的同學也較多。建議多運動少熬夜，或少吃易引發
過敏的食物，以有效預防過敏的症狀發生。同學若
身體不適可善用學校資源至保健組尋求協助。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僑生中文二梁
子亨日前投稿參加澳門電台原創廣播劇劇本比賽，
在20件作品中脫穎而出，以創作劇本「旅程的第
114天－第26個故事」拿下冠軍，獲得澳門幣7000
元（約台幣2萬8千元），於上月28日晚上在澳門電
台綜藝台頒獎。
　得獎劇本內容描述1名青年為實現夢想，以單車
作為交通工具環遊世界，在旅途中面對所有危機、
挫折但仍堅持下去，最後以展開第27個故事為結
局。梁子亨表示，最感謝澳門的朋友們長期在創作
上鼓勵他，會繼續努力。他說：「在澳門念中學
時，在劇團只有演戲，到最後發現自己最喜歡的是
『寫戲』。」勤於筆耕的他，手邊已經有5、6部完
整的創作了。這次比賽邀請到澳門資深戲劇工作者
李宇梁、傅月美等人擔任評審，他們認為，梁子亨
的作品「故事發生的背景遠離我們所熟悉的城市，
感覺很有趣，富有夢想和熱情的故事，結構很充
實，對於我們所陌生地理環境的描寫也很詳細，很
有異國的情調，讓聽眾感覺親歷其境。」

得澳門電台比賽冠軍 掀二手市集 
搶購熱潮

　在書卷廣場舉辦二
手市集，吸引師生前
往挖寶。（攝影／羅
廣群）

　日文系新生體驗矇眼走路，為擔任視
障生的嚮導作準備。（攝影／區迪恆）

　日文系新生和視障生一起健走，一路
上談笑風生。（攝影／陳芝嫻）

新校醫上任

李炳曜為師生

健康把脈
　甫上任1個月的
校醫李炳曜，建
議同學多運動少
熬夜，才能抵抗
寒流。（攝影／
湯琮詰）

淡淡生活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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