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若權分享尋尋ME ME 贏得自己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職輔組於上月
28日舉辦職涯系列講座，由知名作家吳若權分
享「尋尋MEME贏得自己」、戴爾美語教師張
瑞麟講解「職場英文的重要性與如何高分英文
證照」，現場擠滿了熱情的師生，演講內容獲
得好評。
　吳若權以找到自己的學習方法、以終為始和
時時刻刻對自己有清楚的察覺3個重點分享學
習歷程。他強調：「不要忽視平常做的小事，
它必定在日後前來召喚你；必先設想結果再決
定必須做的事，而瞭解自己當下的感覺後進行
自我調整。」吳若權回答同學愛情、課業等問
題，與大家交流。張瑞麟說明英文能力在職場
上的重要性，並引導學習英文的秘訣，如英聽
技巧、7秒看英文文章、從時間副詞了解時態
等，鼓勵大家找到學習的動機，並且讓英文成
為夢想的翅膀。會計一范文華認同吳若權所提
應為理想fighting，這場演講收穫很多。
不老騎士風潮夢想感動人心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樸毅志工社於
上月26日邀請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的執行長林
依瑩，主講不老騎士的風潮夢想，說明籌拍
《不老騎士》記錄片過程並以「臺灣高齡軟實
力」分享老人並非社會問題而是新契機。林
依瑩認為，老人也有夢想只要是年輕人能做的
事情，老人也能做。她提出「友善高齡」希望
從不老騎士開始到臺北小巨蛋演出《仙角百老
匯》的表演等，會感受到阿公阿嬤對生命的活
力和熱情。演講中也放映了電影片段，在場的
觀眾皆深受感動，甚至鼻酸落淚。化學二李佳
軒表示，本身從事服務老人，今天聽了執行長
分享，發現自己在服務的過程中少了很多考
量，以後會更了解阿公阿嬤們真正需要，更適
當的幫助他們。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102學年度新
生體檢報告出爐，據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提供的
資料顯示，今年大一新生的健康狀況中，以
BMI 36.38%、血壓28.38%以及視力27.22%3項
總異常比率最高，但BMI與去年38.69%相比，
降低2.31%，保健組組長暨校醫談遠安表示，
因今年的血液常規檢測、血壓標準值有些調
整，所以檢測上會有些差異，整體來說都在標
準內，但BMI值比去年較低，顯示本校今年大
一新生的體態比較好。談遠安呼籲，健康包括
飲食均衡和良好的生活習慣，請大家要有規律
生活、適度運動、均衡飲食，有健康的生活才
有美好的人生。
　從近3學年度大一新生健康檢查體位異常率

統 計 來 看 ， 本 校 的 體 位
正常率除了101學年度是
54.1%外，其他均維持在6
成以上，102學年度則是
63.6%。從數據上來看，
顯 示 體 位 正 常 率 逐 年 上
升中；102學年度中仍有
14%的學生體重過輕、肥
胖的學生有10%、過重則
有12.5%。整體而言，102
學年度新生體位異常率比
101學年度和100學年度的
數據要來的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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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2/2(一)

8:00

國際研究學院

網路報名

淡江大學世界青年領

袖論壇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TIIX11）

12/2(一)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第一屆「淡江模擬聯合

國安理會」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

12/2(一)

8:00

覺生圖書館

U203

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

統說明會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alfx20121218）

12/2(一)

8:30

覺生紀念圖書館

U203
圖書館受贈圖書複本將辦
理轉贈活動

12/2(一)

11:30

星相社

黑天鵝展示廳
西洋神祕學展-梅林的魔
法書

12/2(一)

12:00

樸毅青年團

種子課輔社

休憩文化區

寫祈福御守

12/2(一)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學長姐回社團分享日

12/2(一)

18:00

諮輔組

B601
愛情藝術家 蝶谷巴特-拼
貼愛情工作坊-第一梯次

12/2(一)

18:00

職輔組

Q409
COCO都可茶飲境外生公
司說明會

12/2(一)

19:30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

文錙音樂廳

美國印地安大學音樂博士
李振聲
古典吉他講座音樂會

12/3(二)

10:00

樸毅志工社

商管大樓前

書出愛心，大家衣起來

舊衣舊書募集活動

12/3(二)

18:20

商業管理學習研究社

E309

老闆憑什麼用你-大四職

涯講座

12/3(二)

19:00

西洋劍社

體育館B1
西洋劍社社內新生盃

12/3(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 武術教室

窺探日本皇家武術的獨門

絕活－合氣杖原理

12/4(三)

10:00

通核中心

H107
淡水發展史上的國際對話

12/4(三)

12:10

教科系

L307
學分學程及預研生說明會

12/4(三)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舞動圓扇進階教學

12/4(三)

19:00

電影社

L201
電影欣賞：萬惡城市

12/4(三)

19:00

學生動新聞社

Q201
人物特寫採訪

12/4(三)

19:30

文錙中心

文錙音樂廳

《珍愛生活》余昶賢

Tommy Fish的創作 長笛

˙鋼琴˙弦樂團

12/5(四)

10:00

諮輔組

商管大樓前

夢想就去做－寫夢想卡換

精美小物

12/5(四)

13:00

烏克麗麗社

操場
烏克運動會

12/5(四)

18:00

諮輔組

B605
愛情藝術家 蝶谷巴特-拼
貼愛情工作坊-第二梯次

12/5(四)

18:00

衛保組

體育館B1劍道館
健康動一動－燃脂皮拉提斯

12/5(四)

18:30

參考組

U301

行動閱讀第一步-E書寶庫

掌握住

12/5(四)

19:00

吉他社

B119
四支筆樂團音樂講座

12/5(四)

19:00

攝影社

L412
繽紛夜景與微光拍攝

12/5(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 武術教室
合氣杖基本二十式

12/6(五)

10:10

學發組

SGB1 武術教室

學習策略工作坊：時間管

理歐不歐給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12/6(五)

17:00
 課外組

伙伴的撰記-2013社團經

營管理徵文競賽收件截止

大代誌
學生

913期
中華民國102年12月2日

本週我最靚
　上週本校全校師生冒着寒
冷天氣，在海報街紛紛捲袖
排隊捐血，發揮助人精神，
表現施比受更有褔的品德。
（文、攝影／余浩鉻）

建築碩一許恆魁

校園話題人物

　「我是Temu，來自司馬庫斯。」一個後
背包、一只行李箱、一臺摩托車，建築碩
一許恆魁從臺北出發！他用17天，以勞動換
取食宿，不花任何一毛錢，打工換宿旅遊新
竹縣尖石鄉後山最高海拔的泰雅族部落司馬
庫斯。許恆魁說：「Temu是我在司馬庫斯
的名字，中文喚作鐵木，是部落傳說裡對事
情有濃厚興趣的英雄。與當地原住民的互動
時，他們會依據你的個性和相處替你命名。
當初騎著摩托車吃力爬上陡峭蜿蜒的山間小
路，經過顛簸的山路和土石流。凡事不要想
太多，大學生，就該熱血一下體驗不同的生
活！」
　在與世隔絕的深山裡，沒有手機、沒有網
路，只有最純粹的人際互動，許恆魁笑著
說，「那些日子的生活體驗，最有趣的是人

司馬庫斯打工換宿

桌球賽

大一新生BMI異常略降 紙片人減少中
衛保組邀你萬步動一動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衛保組、膳食
督導團為鼓勵每日健走萬步的健康習慣，於上
月26日在美食廣場發送計步器與紀錄表，每日
紀錄健走情形並繳回記錄表，即可兌換贈品。
現場索取踴躍，膳食督導團社長公行二林潔怡
表示，本次共發出180個計步器，並邀請體育
事務處教師陳文和和郭馥滋將分別於5日、12
日、19日及22日帶領大家健康動一動，請大家
一起來活動筋骨。資工三張菁育分享：「自己
本身平常就有健走的習慣，透過這次的活動，
使我對健走的瞭解更加深入，如正確健走姿勢
教學實用，會認真運動希望能收穫滿滿！」

友善校園開講 吳若權 不老騎士 獲好評 

與人的互動，在群山包圍、雲霧繚繞的部落
裡，我學著倒空自己，去除外在物慾，用最單
純的赤子心與當地居民相處，族人的親切、熱
情，讓我有家的感覺。」
　超過半個月的體驗，與泰雅族人共同生活，
他在這被上帝遺忘的原始部落，用不平凡的視
野與角度，看見了不一樣的價值觀。對一個入
境隨俗的外地客來說，彎下腰、壓低身子，與
當地原住民一同在山坡上一望無際的小米田中
採收小米。許恆魁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
中午的休息時間，大家坐在田埂間，居民優勞
拿出餅乾和飲料與大家分享；開動前他撥下一
小塊餅乾、倒上少許飲料，撒在地上時說道：
「這是感謝祖靈的賜予。」那一刻，許恆魁滿
是感動學習到，彎腰、低下頭是種「越是成熟
越飽滿的小米，頭垂得越低」的謙遜哲學，更

了解到泰雅族人的生活智慧與感恩的心。
　除了農務的協助外，他還要幫忙打掃民宿、
整理客房，並當個廚房小助手：端盤洗碗、洗
衣掃地、鋪床疊被樣樣都來，「雖然是平常人
家都會做的家事，但這就是深入當地生活的體
驗。」許恆魁如此說。空閒時就到處走走，與
當地青年打成一片，這段期間他遇見了許多來
自各地的人，「也許來到這個地方的人和我一
樣，都有一些流浪的基因，不自覺地就被驅動
一定要離開原點。」
　「生命就該用在有意義的事情上，永遠別
忘了回饋的心。」這是他從這趟體驗中悟出
的道理。更好奇的是學建築的他，如何對「交
朋友」如此感興趣，他表示，「建築是以人為
出發點，我們應該對人有所關懷。」懷抱著人
文關懷，讓許恆魁有如置身山頂的遼闊視野。

（文／黃怡玲、圖／許恆魁提供）

社團經營師認證增實力

學雜費公開說明會 學生意見表達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6日學務
處舉行102學年度第2學期調整學雜費學生公開
說明會，並和蘭陽校園CL506會議室進行同步
視訊。由學務長柯志恩主持，教務長葛煥昭、
總務長羅孝賢、財務長陳叡智、圖書館館長宋
雪芳、資訊長黃明達、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
政，以及30餘位學生一起共同參與。
　柯志恩表示，本次會議是依學雜費收費基準
之審議程序所舉行的學生公開說明會，目的是
蒐集學生的意見，並彙整本次會議的意見後再
提送決策小組會議，希望學生可針對本次主題
或學校相關議題進行發言。會議分為2部分進
行，首先由陳叡智說明本校財務狀況及調漲學
雜費的原因，她表示，本校學雜費的收入佔
經費的7成，其餘經費來源則為募款、產學合
作和教育部的補助款，由於物價上漲、二代健
保等增加行政管理成本，且教育部補助款逐年

捐血

  【本報訊】「大專院校102年度
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於上月29
日、30日連續2天在體育館7樓盛大
舉行。來自41所大專院校，91組隊
伍，超過700人次參與盛事。今年
的首長組單打賽，由10位大專院校
校長及副校長參加，並現場致贈參
賽首長獎盃，且由校長張家宜、
教育部體育署署長何卓飛、中華奧林匹克委員
會主席蔡辰威和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會
長江漢聲開球。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本校很榮
幸能第三次舉辦，且參與人數比往年多，感謝
教育部體育署、體委會、全國大專體育總會的
支持，藉此機會感受本校體育績優的活力和熱

情。何卓飛以「運動最好」鼓舞選手並指出場
地和環境相當良好，希望大家發揮實力。江漢
聲和蔡辰威分別祝福大會賽事能圓滿成功。
　全國教職員界的桌球高手雲集，場內對戰廝
殺激烈，乒乓球往來，而場邊加油聲不絕於
耳，烘托了整個賽場氣氛，在切磋球技之餘並
增進校際情誼交流。

友善校園為跨校導師增法律知能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生輔組於上月
27日邀請輔仁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靳宗立以學生
申訴案例，希望學生不要漠視自己權利。靳宗
立表示，若有感受不公平的對待，可依循正式

管道以書面報告向校方提出，內容應詳敘過程
和足夠證據說明，以利校方審核和處理。生輔
組組長李進泰感謝靳宗立的分享，希望這場演
講讓學生、教師和校方等，可更正面的面對申
訴事件。

減少，致使負擔沉重，因此透過學雜費的調整
來支應行政管理、教學研究訓輔及學生獎助學
金支出；陳叡智強調本次調整後，將增加獎助
學金的金額、充實系所設備和活動器材、多媒
體及電腦設備及新增圖書和資料庫設備等。因
版面限制，公開說明會完整內容之新聞訊息，
請見淡江時報網站（網址：http://tkutimes.tku.
edu.tw/）

　上週美術社在黑天鵝展示廳的「藝境夢遊」
展覽中，結合愛麗絲夢遊仙境的主題、空間與
時間的概念，以夢幻的音樂盒旋律於上月25日
揭開序幕。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左）到場剪綵
後並表示，「藝境夢遊」名稱取的妙，本校雖
沒有美術科系，但藉由美術社「藝境」展，能
放鬆在「夢」想中盡情遨「遊」，鼓勵同學多
接觸藝術。美術社社長產經四葉潔蓉在導覽
的同時，發送社內所繪製的淡江校徽、海豚以
及蛋捲廣場貼紙，讓課外組組長江夙冠讚不絕
口，美術社前社長鄭婕開心的說：「本次多了
許多突破與創新，還增加與遊戲開發社合作的
藝術科技作品，以及供同學進行互動的大型裝
置藝術，本屆的表現值得讚許。」公行三黃郁
雯分享：「美術社帶來了色彩嘉年華的作品，
以綠色、藍色、紅色分區擺設作品，又提供了
用報紙製作的麵包擺放在餐巾上，十分逼真，
整體來說豐富精彩呢！」（文／蘇靖雅、攝影
／林俊耀）

　「建鬼」又來了！建築系將於13日在建築系
館舉辦鬼屋「謎屍Miss」，上月27至29日中，
大家不畏寒風徹夜排隊。電機四吳少文說：
「因為建鬼評價很好，所以把握最後一年的機
會。」而化材一蔣哲豪則在學長姊的推薦下
前來排隊，他說：「希望被嚇完後不要有陰
影！」（文／莊靜、攝影／吳國禎）

漏夜排隊搶謎屍票

教職員工首航單車行  樂活漫遊十三行鐵馬道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為響應學校教
職員工一人一運動計畫，體育事務處與員福會
於上月22日首次舉辦「教職員工十三行鐵馬道

美術社藝境夢遊展

　法文系於上月28日在外語大樓1樓舉辦一年
一度「新薄酒萊品嚐會」，法文系師生在場舉
杯同慶，氣氛歡樂。品嚐會先由法文系助理教
授馬朱麗介紹薄酒萊由來及產地，會後大家乾
杯飲酒，感受薄酒萊慶典並交換品嚐葡萄酒的
感想。法文二尤敬芸表示，「葡萄酒酸酸的，
味道很不錯。」（文／葉睿涵、攝影／鄧翔）

自行車樂活遊」，促進教職員工的身心健康。
體育長蕭淑芬說，「希望能推廣校外單車活
動來增加校外曝光率，除慶祝校慶外，還可
帶動教職員間的運動風氣。」當天共有37名教
職員參加，從淡水捷運站出發，沿途行經關渡
大橋、渡船頭等，終點站是十三行博物館。作
業組四等技術師王啟全認為：「因為平常沒有
下班後沒有時間運動，藉此可以活動一下筋
骨。」而事務組組長吳美華覺得：「沿路的景
色很美，讓人頓時忘卻工作的煩惱，而且運動
完流汗的感覺很好，希望之後還能參加。」

霜月展戶外茶道
　 日 研 社 首 度
舉 辦 戶 外 茶 道
活 動 ， 上 月 2 8
日 邀 請 臺 灣 裹
千 家 茶 道 北 投
協 會 講 師 陳 珮
瑾 到 現 場 示 範
「 點 茶 」 的 傳
統 煮 茶 方 式 ，
展 現 不 同 於 室
內 茶 道 的 特 色
風 情 。 （ 文 ／
沈 彥 伶 、 攝 影
／鄧翔）

法文系邀你品嚐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北極星服務團
4天的社團經營師培訓於1日圓滿落幕，本次培
訓邀請德明財金科技大學學務長柯志堂等14位
講師，以社團活動規劃、社團領導與溝通等社
團活動各面向為本校社團幹部、TA增能，逾
90位學員參加，並增進校際社團交流的機會，
讓培訓成果更豐碩。電機三郭維昌表示，希望
將培訓所學，運用在往後活動的過程，更組
織性紀錄活動並且傳承下去。數學三林思婷提
到，社團像是社會的小型縮影，藉這次培訓，
學習到多元的社團經營方式與解決問題的方
法，除運用在社團和日常生活中，更藉此機會
拓展更廣泛的人脈，讓自己累積軟實力。她認
為，企業重視的團隊能力、良好態度都與社團
經驗有關，考取證照等於讓社團能力獲得認可
並能展現自己的能力，對就業可以加分。

7百人競技

薄酒萊新酒

教職員工
大專校院

　上月29日大專校院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中，校長張家宜
（右三）頒贈10位大專院校校長及副校長參賽首長獎盃，
與體育署署長何卓飛（右二）合影。（攝影／賴意婕）

過輕 肥胖 過重
█ 102學年度 14% 10% 12.5%
█ 101學年度 16.4% 15.9% 13.6%
█ 100學年度 20.2% 2.9%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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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至102學年度大一新生健康檢查體位異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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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衛保組）BMI之標準：
過輕：18.5以下、正常：18.5~22.9
過重：23.0~24.9、肥胖：25以上

0%

（圖／體育事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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