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誌
代
大
資管三李亞庭：期中考結束，暮光之城上映，好戲接力不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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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名優秀青年出列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一聲聲「恭
喜！」不絕於耳，原來是101學年度優秀青年
獲獎名單公布，15位學生雀屏中選！將於27日
中午12時舉行的班代表座談會，由校長張家宜
進行授獎。
經各學院推薦審查，本次校內優秀青年來
自文、理、教育、國際學院各1人；外語學院2
人；工學院3人；商管學院5人；蘭陽校園的全
創院1人，分別為：歷史四羅元祺、數學二曹
立綸、建築四鍾懷寬、水環四楊舜年、電機博
五詹翔閔、保險四許綵羚、經濟碩二林佳璇、
企管三黃薾萱、公行進四蘇冠潔、管科三張
瑋、西語四巫宛真、日文碩一凌于涵、美洲博
二陳奕帆、教政碩三李青芳、觀光四蔡宜瑾。
五育兼備的優秀青年，不僅學業和研究成績

學術研究服務學習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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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學習新典範，圖為八位優秀青年分別是：黃薾萱、林佳璇、楊舜年、
讓她榮
(IFR)舉
辦 的 第 陳奕帆、李青芳、詹翔閔、蘇冠潔、曹立綸（由左至右）。（攝影／謝佩穎） 獲5支
小功和18支嘉獎，她參與過校內
一屆國際機器人聯盟學術交流，

軍訓室賃居服務獲教部績優獎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軍訓室榮獲教
育部「101年大專校院績優賃居服務工作」甲等
獎，從160多所大專校院中脫穎而出，也是全國
6所績優學校之一。軍訓室教官揭維恆則是全
國9位得獎者之一，摘下個人組的優等獎。生輔
組組長李進泰說：「教育部首次舉辦該項評選
賃居服務工作，一舉拿下2項績優獎，對於平
時辛苦執行該項業務的全體教官，具有鼓舞士
氣的作用。」目前約有8000位學生賃居在外，
軍訓室據此詳盡規劃賃居訪視流程，透過「清
查、造冊、約談、訪視及成果」步驟，藉此有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由體育事務處舉
辦的校慶盃高爾夫球競賽於13日在新淡水高爾夫
球場熱鬧開賽，今年開球儀式邀請到校長張家
宜、蘭陽校區主任林志鴻、巴拉圭校友總會會長
許兩傳，以及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
陽一同共襄盛舉，有多達50位教職員及校友熱情
參與，整個場面宛如一場小型聯誼會，互動熱絡
且溫馨。
承辦此次活動的體育事務處助理教授李俞麟
說：「此次競賽有助於增進教職員和校友間的情

學務處人權法治教育講習 營造友善校園
為建立友善健康的校園環境，生活輔導組於12日再度邀
請臺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劉承武蒞校，以「人權法治教
育」為題演講，為本校的教職人員帶來一場精彩的人權法
治教育課。由生輔組組長李進泰主持開場，感謝各位行政
人員百忙之中前來參加講習。劉承武以幽默風趣及詼諧的
口吻，講解輔導學生的注意事項及應對模式，並引述多起
社會案件輔以說明教師管教權、家長親權，以及學生基本
人權之協調與衡量標準。他主張「天賦人權」是世界保有
自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並提示「可以從與學生互動中
建立情感，進而達成友善校園的層面。」軍訓室教官蕭宛
玲表示，「有鑑於國際公約在人權議題的觀念逐漸受到重
視，又與如何建立友善健康的校園環境息息相關，特此舉
辦本場講習，藉以宣傳及加強校務人員的認知。」（文／
林佳彣、攝影／謝佩穎）

效掌握學生校外租賃資訊。尤其近年來，為配
合學生作息時間，教官們常於非上班時間親自
走訪校外，關心學生賃居住所的安全，並針對
防竊、消防及安全設施進行檢視。揭維恆表
示，以往每位教官平均於每學期須訪視40位同
學，至今增加到平均70位同學，雖然賃居服務
工作繁重，但「我們不會怕麻煩，還要持續地
做」。軍訓室於日前積極推動校外租屋安全檢
核認證，持續進化賃居服務，軍訓室教官呂學
明說：「透過加強宣導、檢核及關懷，希望完
善訪視作業及建物安全評核機制。」

校慶盃高爾夫球賽 吸引50好手競技

誼，讓交流更為頻繁，同時多位貴賓的蒞臨，亦
對於精進球藝的有正面效益。」總桿冠軍由體育
長蕭淑芬以總桿79桿的佳績蟬聯，淨桿冠軍則由
彭春陽奪得，張校長也榮
獲特別獎。體育處教學組
組長劉宗德說：「很開心
得到特別獎，也受到很大
的鼓勵，藉由競賽活動可
增進大家的感情，同時也
達到運動健身的效果。」

第一屆「獨創音樂獎」即日起報名

王垣鈞 & 林佳彣

搭便車女孩 冒險壯遊全臺灣
倘若你有一個瘋狂想法，你願意拿出多少勇氣去挑戰
它呢？今年夏天，法文三林佳彣（下圖左一）和王垣鈞（下圖右一）
完成7天的環島之旅；也許，你我想像的旅行並不難，但如果是以「搭便
車」方式展開環島夢呢？2位率真的女孩回想當初，曾規劃正常版行程，
但礙於預算不足，最後索性選擇來場「冒險之旅」。但回首「搭便車」於
萌芽之際，面對排山倒海的勸說聲浪，她們也曾懷疑過自己是否有能力完
成，王垣鈞甚至曾瞞著家人出發，希望用一種特別的方式旅行；林佳彣則
笑說：「試著製造一次機會來證明自己，就當是送自己一份禮物吧！」
果然，第一站從臺北士林出發就遇上挑戰，王垣鈞說：「10分鐘停了7
輛計程車，當下真想打道回府！」但旅行吸引人的地方在於下一秒未知
的際遇，她們成功攔截到一輛開往新竹的車，憶起當下，兩人直呼「太爽
了！」也因為好的開始，讓兩人更有信心繼續前進。談起旅途際遇，兩人
直覺五味雜陳，原以為離開臺北後會更順利，卻沒想到途中不乏遭遇行囊
裝備損壞、遺失錢包，以及身體不適等情況。其中，曾在嘉義遇到瓶頸，
在路上曬一個
多小時的太陽
才攔到車；也
曾 抵 達 臺 東
時，兩人在晚
上11點還遍尋
不著落腳處，
王垣鈞直言：
「當時真的覺
得很淒涼」。
儘管環島行程
愈到後期，兩
人的疲憊感也
愈重，但想起
旅程沿途的風
景，兩個人都很感謝一路上遇到的陌生人，讓她們不僅在屏東枋寮看到遼
闊的大海，也在蘇花公路看見璀璨的星空。此外，她們也與提供協助的人
合影留念，順道記錄下這段瘋狂的旅程。
歷經這次環島初經驗，王垣鈞坦言：「搭便車的感覺很難形容，現在想
起來很棒，當時卻覺得很煩！」但旅行讓她看見不一樣的臺灣，感受到
臺灣人的熱情，並表示，「世界也沒有那麼壞。」希望未來能安排一段時
間，再規劃另種方式旅行，體驗不同的人文風情。林佳彣更有感而發地
說：「夥伴很重要！」還好這一路上兩人相互照應，才能完成這段畢生
難忘的環島旅程。對於陌生人分享的精彩故事和人生閱歷，林佳彣覺得：
「有助於豐富視野和引導自己朝向正面思考，更深刻體悟到，其實內心最
掛念的還是家人。」問她們對於未來人生的規劃，目前還沒有確切的答
案，但2人眼神中多了份堅定的自信與勇氣，並笑說希望有機會再遊一趟
臺灣，也鼓勵身邊的人，把握時間去挑戰一件不會後悔的創舉。（文／
劉昱余、攝影／謝佩穎）

詞創社社長謝宜靜（左一）、副
社長企管三黃擎（右一）開心與藝
人阿沁合照。（圖／詞創社提供）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詞曲
創作社推廣獨立音樂不遺餘力，號召
各路音樂創作高手來競賽！將於24日
（週六）舉辦第一屆「獨創音樂獎」
的初賽，除了獎金之外，還有機會獲
得單曲錄製及MV拍攝等大獎！特別的
是，來自F.I.R樂團的藝人阿沁，除了
提供其工作室資源，還自掏腰包獨家
贊助50萬，以鼓勵並支持學生創作獨
立音樂。
詞創社社長企管三謝宜靜表示，此
項比賽呼應詞創社一直戮力執行的
宗旨：推廣獨立音樂、致力於詞曲創
作，「我們曾經舉辦全創作成發、免
費Livehouse，但僅局限於淡水地區，
我們希望獲得的是全臺灣的支持。」
針對大專院校的學生，詞創社希望所

春暉宣導 徵選陽光大使
徵選陽光大使微電影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春暉宣導「陽光
大使」選拔活動開始囉！春暉教育系列活動為推廣健
康、反毒及愛人愛己的精神，生活輔導組特別舉辦陽光
大使微電影徵選，影片主軸設定以「春暉五反－反菸、
反毒、反酗酒、反愛滋、反檳榔）」為題，試圖建立學
生對於「五反」有正確的認知，進而形塑「健康校園」
的目標。即日起收件至12月5日截止，生輔組校安人員魏
玉文表示，「參賽者需製作7至10分鐘原創短片，且內容
須有劇情及主角，評選結果將於12月13日公布，前3名及
佳作皆可獲得豐富的獎金、禮券及獎狀，歡迎有興趣的
同學踴躍參與。」
此外，依據今年9、10月的統計，已有114位同學違反
本校禁菸規則，且近日學務處屢屢接獲許多師長及同學
陳情，於大學城、五虎崗機車停車場、圖書館側門時常

有新生代的音樂人，都可以勇敢地
「唱自己的歌」。
謝宜靜提到，因為是首屆舉辦，資
源不足，幾乎是從零開始。他們透過
Facebook向阿沁聯絡，希望他來擔任評
審，沒想到阿沁被學生的熱情感動，
主動邀約見面，不但願意無酬評審，
還提供獎品和獎金。謝宜靜說：「當
下聽到馬上開心到哭出來！」阿沁則
鼓勵詞創社，「好開心現在有專門研
究詞曲創作的社團，創作真的很重
要，也很感動，有你們這樣熱情有夢
的人！」同時他也鼓勵所有參賽者，
「音樂人追著夢想走，追著夢走是踏
實的。」比賽報名至21日下午5時止，
詳情請上詞創社社群專頁（http://ppt.
cc/qLvd）查詢。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棒球
校隊於上月27日，在本學年度臺北市
學生棒球聯賽大專乙組決賽中，以10
比3擊敗臺灣科技大學，在參賽的15
所大專院校中拔得頭籌，更同時贏得
4項個人獎，包括運管四謝閔治以傑
出的打擊率獲得「打擊獎」、企管四
林奐廷以精湛投球成績技壓各隊投手
榮膺「投手獎」、運管四鍾俊緯更是
以快腿跑出聯賽唯一的全壘打，進而
奪下「全壘打獎」，且棒球隊指導老
師謝豐宇則是獲選「教練獎」，全隊
表現出色，成績斐然。
謝豐宇表示，「球員們都很努力，
從開學就開始備戰，全力衝刺此次聯
賽，以及11月底即將開打的大專盃預
賽，剛好藉此機會了解球員的狀態，
調整個人練球節奏，希望更以堅強
的陣容出賽，並期待能在大專盃預賽
中再創佳績。」隊長運管三洪瀚開心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19(一)
08:00

學教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
網路報名

「性別與身心障礙」
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
tw/）

11/19(一)
08:00

學務處
B423

「雙腳走社區服務學
習照片甄選」
報名開始

11/19(一)
08:00

生輔組
B401

「行動監理站」
機車考照報名

11/19(一)
12:10

教心所
ED101

企業諮商與員工協助方案
學分學程說明會

11/20(二)
10:00

中文系
黑天鵝展示廳

中文系系友藝文展、
動漫主題展開幕茶會

11/20(二)
12:00

戰略所
T1201

戰略所第一場
「招生說明會」-淡水場

11/20(二)
19:00

境輔組
文錙音樂廳

野火樂集「美麗心民謠」
音樂會

11/21(三)
18:30

法文系
B302A

外籍生聯誼

11/22(四)
12:10

法文系
外語大樓中庭

新薄酒萊酒品嚐會

11/23(五)
12:10

英文系
FL204

102學年度英文系全校
大三出國留學說明會

宣導智財權 快來參加有獎徵答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智慧財產權知
多少？為加強建構和宣導校園智慧財產權的觀
念，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舉辦「智慧財產權有獎
徵答」活動，藉此讓全校師生更加了解與尊重
智慧財產權。生輔組專員許之榕表示，「有獎
徵答設計10題選擇題，內容包括智財權的相關
法規條文、法規常識及法治教育，全部答對即
可參加抽獎，獎品有36G、16G隨身碟及百元
禮券，歡迎全校學生參加！」詳情請見生輔
組網站（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2），即日起至30日下午5時前，
皆可上網填答。預定將於12月5日公開抽獎，
並公告在生輔組網頁的「認識智慧財產權專
區」，而當天下午1時亦邀請到臺灣著作權保
護基金會法務顧問陳中正蒞校，以「網路著作
權」為題演講，與會者可獲贈精美小禮物，同
時現場也開放有獎徵答喔！

煙味瀰漫，令人不舒服。魏玉文表示：「希望同學避免
在校園周邊吸菸，不要因為貪圖一時的方便，而造成拒
菸者的不便。」

歐洲魅影巡迴影展 好戲接力登場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看電影，填問卷，抽好
禮！2012第八屆歐洲魅影巡迴影展在全臺12座城市、26
個場地播放。本校為其中一個駐點，由法文系協辦，於
26日起連續10天不間斷，播放10部異國片，其中包含法
國、比利時、西班牙等歐洲國家的賣座電影，今年特別
將部份時段安排在中午12時，讓全校師生可利用中午時
間欣賞好片。佳片議題探討多元化，且榮獲國際影展多
項肯定。凡在電影播畢後，填寫問卷，將有機會獲得市
值9900元的Auluxe晨之語音響乙臺。今年就隨著歐洲魅
影一起品味歐洲吧！詳情請上官方網站查詢：http://teff.
pixnet.net/blog/category/31660

棒球校隊風光奪冠4人稱王 抱回5項獎座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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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品格教育宣導展活動、淡江達人選拔活
動，並曾到浙江大學交換學習，藉此機會推廣
本校文化。別以為建築系的同學整天只關在校
館做模型，擔任系學會會長的鍾懷寬，就曾帶
領系上新生走出校園，認識淡水的地理環境與
建築的基本知識，他也舉辦讀書會，與同儕分
享閱讀經驗。曾擔任救國團大專青年的林佳璇
說：「我參加過許多研討會，也經常擔任學生
組織的主要幹部，從中充實人生經驗與歷練，
收穫良多。」曾擔任蘭陽校園志工服務隊進修
長、觀光系系學會會長的蔡宜瑾，熱愛服務的
她從高中時期就當志工，她表示，「我們或許
沒能真正讓當地孩子學會英語技能，但可以陪
伴他們學習，減緩隔代教養的問題。」對於獲
獎，她則謙虛地說：「很高興備受肯定！」

活動看板

地說：「出任隊長的首場正式聯賽， 陣線，也期望將火燙的手感可以延續
全隊就摘下冠軍，真的很高興！比賽 到大專盃。」
時氣勢強壓過對手，儘管比數曾一
度落後，在全員團
結一心，秉持不願
放棄的精神之下，
終究奪得睽違已久
的冠軍。」他並表
示，秋季聯賽只是
場熱身賽，目標還
是放在大專盃能有
佳績。取得打擊王
的謝閔治則是說：
「平時不斷累積練
球的實力，一次在
比賽中發揮出來，
這是拚出最高打擊
率的主因，也希望
圖為棒球校隊之部份球員及球隊經理於賽後開心地和
多擊出安打上壘，
以激勵隊友、串連 教練謝豐宇（右一）合影留念。（圖／棒球校隊提供）

北海道大學
北海道大學創立於1876年，前身為札幌
農學校，是日本最早的高等教育機構，其
校訓「青年們，要胸懷大志」，為首任校
長克拉克博士之勉勵，因而流傳至今。該
校目前擁有2個校區，分別位於札幌市及函
館市，設有12個科系、17個研究所，以及3
所全國共同教育研究設施，共有1萬8千餘
名學生，是以研究導向為核心的研究型綜
合大學，和本校在2010年11月29日締結為
姊妹校。
位於札幌市的北大主校區，以白楊林蔭
大道為其著名景觀。此外，另一代表性景
觀為銀杏林道，每年秋天都吸引大量遊客
造訪，而校區的北面為札幌農學校第二農
場，多為明治時期的建築物，南面為北海
道大學植物園，亦為札幌市中心最大的綠
化地帶。函館校區則是由水產學部及其研
究所組成。
北海道大學以「具有廣闊的視野、崇高的
理想、高端的專業知識、富有國際化素養
的人才」為基本理念，並重視東北亞的學
術交流，積極展開眾多豐富的交流活動。
（整理／楊蕙綾、圖片來源／http://www.
neworldedu.org/jp/NewsShow.asp?News_
id=71509）

相關「姊妹校 On Air」介紹，請上淡江
時報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
點選姊妹校專區，就能搜尋到更多友
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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