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
大代誌

本週我最 靚
企管四馬御晴：
「終於結束考完
了！把握美好時光
一起出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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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優秀青年學業服務 亮眼

蘭陽校園
楊蕓瑄提供
本校其中10位102學年度優秀青年，前排由左至右分別為邱秀
雅、廖君翊、張睿涵、翁鈺婷、陳美聖；後排由左至右分別為鄭
嘉、莊棋誠、江昱蓁、張崇綸、余家潤。（攝影／鄧翔）

【本報訊】102學年
度優秀青年名單公布，
全校共有15名學生獲
獎，且將於12月3日全
校班代表座談會中授獎
表揚。校內優秀青年由
各系所薦舉，此次理、
外語、國際、教育，以
及全創學院各1人；文
學院2人；工學院3人；
商管學院5人，分別
為：資圖碩二陳美聖、
中文三莊棋誠、物理三

林政則分享宏觀思維
【記者李亞庭臺北校園報導】商管EMBA邀
請行政院政務委員林政則於20日蒞臨臺北校園
演講，以「談青年生涯規劃」為題，暢談生涯
規劃並分享從政多年的人生經驗。商管學院
院長邱建良與EMBA執行長林江峰到場支持並
全程參與，演講現場聚集商管EMBA9系所學
生。邱建良致詞表示，藉由邀請政府高階主管
演講、分享經驗，有助於學生建立宏觀視野與
培養高階管理人才。

國商碩專一白正平表示，「透過演講活動的
方式，可以近距離與各界高階菁英人才進行接
觸與交流。除了開拓學生的視野，更有助於人
生的規劃與職涯的發展，希望校方日後也能繼
續舉辦此類型的課程。」企管碩專二邱勝杰則
說：「此次演講讓他深感獲益良多。除了肯定
師長課程規劃的用心，同時也希望商管EMBA
日後能繼續扮演學生與各界菁英人士交流的橋
梁。」

張崇綸、建築系四吳安富、水環四張睿涵、電
機博四余家潤、企管系三郭家琦、管科碩二翁
鈺婷、產經碩二鄭嘉、公行四邱秀雅、會計四
廖君翊、日文碩二凌于涵、戰略博三江昱蓁、
教科碩二楊濠傑、語言四楊蕓瑄。
優秀青年除了在學業上有絕佳表現外，於社
團、志工、校內外活動等參與上亦有所發揮。
其中，凌于涵曾任「淡江大學暨立命館大學
TRACE 2013」東日本大地震海嘯災區視察活
動的本校學生代表；莊棋誠參與校內外活動推
廣e筆書法獲得佳績；郭家琦熱心系務推動，
加入「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聯合
會」與他校進行校際交流；鄭嘉學業成績優良

大專校院
教職員工

桌球賽29日精彩開打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102年全國
大專校院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將於29日（週
五）、30日（週六）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舉
行，校長張家宜將主持開幕典禮並進行開球，
教育部體育署署長何卓飛、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主席蔡辰威、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會
長江漢聲、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副會長陳光
復等貴賓與會，還有10位大專院校校長及副校
長參加首長組比賽，賽事保證精彩可期，歡迎
全校師生共同到場為他們加油！

郭麗安談校園性別文化
彰化師範大學婚姻與家族治療研究所
教授郭麗安（右），以個案舉例說明校
園性別文化。（攝影／梁琮閔）
【本報訊】為增加本校的學輔專業知能，21
日生活輔導組邀請彰化師範大學前副校長、婚
姻與家族治療研究所教授郭麗安蒞校演講「大
學生對性別的態度-兼談校園性騷擾議題」，

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主持。講座
中，郭麗安以個人專業知識及諮
商處理案例，帶出校園性騷擾議
題經驗分享。現場發言踴躍，讓
與會的導師們了解校園性別文化
的精神及互動時的注意事項。
郭麗安首先說明現今的性別教
育現況，從學生認識性別正式與
非正式的途徑、情感困擾後引起
的情緒障礙，「基本上學生是透
過情感困擾後才開始真正認識性別，從相關數
據中有高達85%的大學生，在一個月內曾遭受
到至少1次以上的傷害性情感事件，若沒有正
向引導會演變為分手暴力等報復性的攻擊，因

此認識性別文化應在國小教育做起。」她還從
新聞事件讓大家討論，性騷擾的法定要件和生
活中所應該注意的部分。
郭麗安以個案舉例說明，與大家分享騷擾與
猥褻是難以區分，端看當事人被騷擾所產生的
感受，因此校方的性別平等委員會運作就顯得
重要，除了明定專業倫理規範外，還能藉由調
查審視問題後及時介入輔導。高柏園表示，感
謝郭麗安的演講，啟發我們對性別文化的尊重
與認識，希望未來能開立相關課程引導學生對
性別的正確認識。諮輔組輔導員王渝津表示，
在這場演講中讓我清楚地認識到，學生對於性
別文化的了解是與生長環境有關，因此可從這
方面探討原因後，更幫助學生心理輔導。

國際事務研習營 5所合力啟動教學特色能量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
院舉辦「淡江國際事務研習營」已於22日至24
日在淡水校園圓滿落幕。該研習營為加強國
內大學生對於本校國際研究學院、歐洲研究
所、美洲研究所、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亞
洲研究所、中國大陸研究所的認識，由5所共
同規劃活動及課程內容。本次研習營吸引93名
對於國際事務有興趣的大學生熱烈參與。國際

社團大聲公

阿波舞社
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的阿波舞社，就在淡
江大學。創社社長日文三郭憶萩說明，原
本隸屬於日文系之下的阿波舞同好會，在
本學年度正式成立社團。而阿波舞源自於
日本四國阿波地區（今德島縣）表演者以
特別的動作加上三味線、太鼓、橫笛等
樂器的伴奏，搭配喊聲，具有帶動慶典氣
氛之效，是一種相當具歷史的日本傳統舞
蹈。她也提到，日本樂器取得不易且師資
難尋，故本社團以練習、表演舞蹈的部分
為主。將阿波舞帶入淡江的推手是日文系
講師今福宏次，2007年於本校就讀研究所
時應邀成立阿波舞同好會，隨著成立正式
社團便擔任指導老師，除了推廣阿波舞
外，還能讓團員取得社團認證學分。
郭憶萩表示，會爭取各式演出機會讓大
家認識這樣有特色的日本傳統舞蹈，並與
其他社團聯合辦理活動以提高社團知名度
外，現在正規畫明年暑假期間將赴德島當
地，親身參與祭典來進行阿波舞文化之交
流。郭憶萩指出，目前社團人數較少，
將繼續努力招收社員，「雖然已成為正式
社團，能享有完成社團認證等優勢，感謝
學長姐的引導與協助，讓我們一起將阿波
舞發揚光大，更希望大家和我們一起參
與。」活動長日文三陳宇柔則建議，未來
欲成立社團的同學，可多累積活動成果、
想好一整年的規畫，未來社團運作時更能
順利上手，也樂見社團更多元，能豐富校
園生活。（文／盧逸峰）

研究學院院長戴萬欽表示，每年國際學院5所
都各自舉辦研習營，今年首次合辦，是為本校
「102學年度特色計畫－打造各學院教學特色
計畫」。該研習營除了提高各所在國內學術社
群的聲望，有利於本校招生外，同時也讓國內
大學部的學生，進一步了解各所開課及研究內
容，並提高其對特定區域的認識。
活動首日分別由美洲所所長陳小雀、亞洲所
所長任耀庭、歐研所所長郭秋慶、戰略所所長
翁明賢，以及大陸所所長張五岳以「國際潮流
大趨勢」為題，分析目前國際趨勢。第二日則
邀請前駐瑞典王國暨捷克共和國臺北代表處代
表邱仲仁大使，向學員講述國際禮儀的內容。
接著安排張五岳、美洲所教授陳一新、亞洲所
副教授林若雩、副教授胡慶山及戰略所副教授

李大中進行專題演講。24日由5所規劃不同專
業課程。最後，戴萬欽及5所所長與學員進行
綜合座談，並頒發結業證書。對於歐洲事務感
興趣的文藻外語大學英文系校友李尚喬表示，
各所長的專題演講不只談理論，也觸及實務，
使自身了解全球各區域發展，增長國際視野。

秋天好天氣 搶拍畢業照

畢業的季節將屆，趁著天氣放晴，大四生紛
紛換裝在校園趕拍學士照，在各個景點中留下
最美好的回憶。（文、攝影／吳佩穎）

校園話題人物

讓她用心地經營部落格後，隔年再度參賽獲得
冠軍頭銜，還應邀參與第五屆華梵盃高中職部
落格大賽評審，「當時佳作的獎項，反而增進
我想創作的動力，因此我開始要求自己，並從
別人的部落格中學習優點，學習到主題性的作
品和分類，會讓部落格有層次好讀，並且也能
讓網友一目瞭然分享的內容。對我而言，得獎
是其次，最重要的是能與參賽者互相交流，讓
更多人認識到我的部落格。」
原本創作無礙的她，卻在成為大一新鮮人時
遇到瓶頸，當時適應大學新生活和熟悉環境
時，讓她無法有多餘時間進行創作，她回憶當
時說道：「想寫卻不能寫的感覺真的很沮喪，
當時有許多人鼓勵她，依著大家的支持和臨近
20歲，因此有了《聽楓在唱歌》的出版計畫，
真的很感謝大家，給了我繼續寫作前進的動
力，出書除了圓夢，也希望可以讓更多人有逐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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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的期中考，同學們戰戰兢兢地準備考
試，利用校園的休閒桌椅討論、集思廣益交換
筆記，向歐趴邁進！諮輔組於26日（週二）舉
辦3場「悠活塗鴉樂」抒壓活動，活動報名請
洽諮輔組輔導員呂羿慧，校內分機2221；另外
還有「心理健康操」心理諮詢信箱，歡迎同
學多加利用。（心理健康操網址：http://spirit.
tku.edu.tw:8080/tku/file/section4/service/26/
index.html）（文、攝影／盧逸峰）

境外生音樂會25日很爵士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境外生輔導組
將於25日（週一）晚上7時邀請「LIFE爵士樂
團」在文錙音樂廳表演，這是由視障樂手及眼
科醫生共6人組成的樂團，將表演〈你是我的
眼〉、〈星光〉等歌曲。境輔組組長陳珮芬表
示，希望藉由音樂表演者的生命故事來激勵大
家，歡迎全校師生聆聽。

填學習歷程獎3千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期中考剛過，
趁著空檔趕快到「學生學習歷程」網站填寫
學習資料，就有機會獲得獎金3千元。學教中
心推出「學習歷程‧無限可能」活動，即日
起至30日止，只要到「學生學習歷程」網站填
寫、公開分享、每篇字數達100字之資料達2筆
（含）以上，即可參加抽獎。獎品除有超商禮
券2百元外，筆數最多者將給予獎勵金3千元。
學發組組員李健蘭表示，此平臺除了能幫助學
生展現平時累積的能力外，更能有效建置個人
履歷表，趕快上網填寫。（學生學習歷程網
址：http://eportfolio.tku.edu.tw/）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生活輔導組舉
辦「微笑服務‧感動學習」服務學習影片徵
選，至29日（週五）截止。透過服務學習影片
的甄選活動，在服務學習中獲得學習與感動，
以影片的方式呈現其價值和意義，讓更多的
師生投入服務學習的行列。參加對象為全校師
生，關於作品的內容與規格和獎勵辦法，詳情
請見學務處網站（http://spirit.tku.edu.tw:8080/
tku/home.jsp）。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第三屆高階決策電腦
模擬營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20131208）
第三屆軍文交織聯合政
軍兵棋推演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20131212）
「閱讀達人」閱讀競
賽報名（http://enroll.
tku.edu.tw/course.
aspx?cid=read102(1)_01）
打工度假的意義報名
（http://enroll.tku.edu.
tw/course.aspx?cid=102(1)
discourse03）

11/25(一)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11/25(一)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11/25(一)
8:00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11/25(一)
8:00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11/25(一)
10:00
11/25(一)
12:00
11/25(一)
12:00
11/25(一)
19:00

童軍團
海報街
美術社
黑天鵝展覽廳
機電系
工學大樓3樓
課外組
SG317

11/26(二)
8: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11/26(二)
10:00

諮輔組
B408

11/26(二)
11:40

衛保組
美食廣場

每天一萬步 健康有保固

11/26(二)
18:30

課外組
網路報名

不老騎士-捲動不老夢想
之風潮講座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asbx20131126）

11/26(二)
19:00

福音團契社
E312

11/26(二)
22:00
11/27(三)
9:00
11/27(三)
17:00
11/27(三)
18:00
11/27(三)
22:00
11/28(四)
17:00
11/28(四)
18:00
11/28(四)
18:00
11/28(四)
20:00
11/29(五)
13:30

童軍團捐學活動
「藝境夢遊」開幕典禮
機電週開幕典禮
文案發想及撰寫技巧
日本武術奧秘~武士道的
刀&合氣道的劍合氣劍原
理
幸福彩繪 必懷希望-填寫
愛心彩繪活動單張就有機
會拿獎金

感恩節活動 分享”感
恩”的信息，品嚐烤雞
微軟MOS Outlook 2010
職輔組
認證研習報名（http://
網路報名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ashx20131115）
「聽．見」音樂會開放索
文錙中心
文錙中心展覽廳 票
日本阿波舞社
舞動圓扇進階教學
外語大樓一樓
諮輔組
女王的誕生 追求自我的
O202
歷程工作坊
微軟MOS WORD 2010 EXPERT
職輔組
認證研習報名（http://
網路報名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ashx20131114）
2013創意表演競賽線上報
師培中心
名（http://enroll.tku.edu.
網路報名
tw/）28日截止
品保處
品管圈教育訓練課程-學
I501
生班
日本文化研究社
「茶‧會霜月」茶道表演
蛋捲廣場
合氣道社
合氣劍基本二十一式
SGB1武術教室
中文系
五虎崗文學獎30週年系列
L522
活動-新詩寫作坊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11/26(二)
18:30

主辦/地點
戰略所
D309

活動名稱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招
生說明會

蘭陽校園
日期/時間
11/28(四)
11:30

主辦/地點
戰略所
CL307

活動名稱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招
生說明會

全國書法賽徵件中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由文錙藝術中
心與中華民國書學會合辦之「全國大專院校學
生書法比賽」即日起開放徵件囉！比賽將採
初選、決賽兩階段進行，初選將於12月6日截
止、決賽則安排在12月22日，本次將邀請國內
知名書法家擔任評審，獲得第一名者將可得兩
萬元獎金、總獎金更高達六萬元，歡迎同學踴
躍參加。
參賽者需書寫一幅直式對開作品參加初選，
內容字體格式均無限制，請上書法研究室網站
下載報名表，於12月6日截止日前將作品連同
報名表送交本校書法研究室，若通過初選則會
以Email通知參賽者。

影評部落客

資管四李亞庭
或許你不曾在校園中親眼見到她，但可能
在網路世界中看到她對於電影賞析的精彩
影評，資管四李亞庭在「楓的思念向天空
飛翔」部落格中發表作品。自小養成的閱讀
習慣，奠定了文字的基礎，從國中開始接觸
部落格後，便以「庭楓」為筆名開始發表文
章，創立之初以心情記事為主，到現在涵括
創作、遊記、生活、電影等分類；截至目前
共發表645篇，更在去年將文章集結成書，
獨立出版《聽楓在唱歌》，以回饋支持她的
親友、粉絲。熱愛寫作的她表示，這本《聽
楓在唱歌》是給自己20歲生日禮物，以支持
自己繼續投入寫作的動力。
李亞庭從求學階段開始，充分地展現對文
字的喜愛，除在國、高中時加入校刊社外，
課外之餘經營部落格文章發表，高二時獲得
「第三屆華梵盃高中職部落格大賽」佳作，

期中揪讀書激勵

微笑服務感動徵片

軍訓助學金開放申請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清寒學
生努力向學精神，使其專心致力課業發展，軍
訓室特設「淡江大學軍訓助學金」，申請至30
日（週六）止，逾期不受理，關於本獎學金
申請相關資訊及資料填寫，請至軍訓室網站
查詢，或至B415洽詢護理教師鄭惠文。（網
址：http://www.military.tku.edu.tw/news/news.
php?Sn=34）

外，並協助教學及至新北市婦女樂活館擔任志
工服務。
屢次在國內外機器人競賽中獲獎，今年8月
帶隊獲得上銀科技「第六屆上銀智慧機器手實
作競賽」亞軍的余家潤表示，很高興能獲得優
秀青年的榮譽，繼續為校爭光。邱秀雅和廖君
翊2位，連續3年參與「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
愛心勸募義賣活動」，藉由募集物資聯合北
區大專院校進行商品義賣募款，將所募得的善
款及物資捐贈給臺灣弱勢團體，參與活動的3
年協助募得金額約358萬元。邱秀雅謙虛地表
示，很感謝大家的肯定，並請大家一起參與愛
心活動。

█淡水

夢的勇氣。」
近一年來，她的部落格中新增了「電影」這
個分類，當初透過比賽後經友人介紹給片商，
讓她有機會參與各種不同類型的電影試映會，
已發表超過30篇觀後影評的她謙虛地說道：
「這不能稱為影評，純粹分享看完的感想，也
給自己不同的嘗試，我很喜歡這樣的體驗，可
以和最愛的寫作結合，並和大家互相交換觀
後心得，最棒的是還能比大家先看到電影試
片。」
「部落格就像我在網路上的家。」道出她在
經營部落格上的熱情，她在她的「家」中以
「我手寫我心，在書寫的那一刻，飛翔」表達
出對寫作的熱愛，她認為經營部落格是沒有束
縛的，生活中很多題材都可以寫，文章也沒有
好與壞的區分，未來將持續的在部落上分享自
己所喜愛的東西，因為這已經成了習慣，能夠

「分享」也是件很快樂的事情。（文／林妤
蘋、攝影／蔡昀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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