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陳怡如淡水
校園報導】本校於 103
年全國體育賽事中，
共 榮 獲 16 金 10 銀 9
銅獎項，其中在「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中獲得 10 金 4 銀
5 銅獎牌，也是全國第
九 名 的 佳 績。 因 此，
校長張家宜特於 13 日
舉辦獎勵優秀運動員
餐會，慰勞代表隊選
手們的努力，行政副
校長高柏園、體育長
蕭淑芬，以及各院院
長等人共襄盛舉。為鼓勵獲金牌的選手們，張
校長特頒發金牌獎勵金，且選手們爭先獻獎，
讓場面相當熱絡。
　張校長感謝選手們和指導教練的付出與貢
獻，讓今年的體育賽果創下歷年來最好的成
績並表示，今年是體育成果相當豐碩，本校推
動體育政策主要是健全學生的體魄，並保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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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叮嚀 準時還就貸
　【本報社】即將畢業之際，生輔組提醒辦理
就學貸款同學應注意還款事項，以免影響個人
信用。身份別為在職專班學生，應於離校後翌
日開始清償；一般生應於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
成（服完義務兵役或教育實習期滿）後滿 1 年
之日開始，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就學
過程中，因故退學或休學未繼續升學者，應於
退學或休學滿 1 年之日起開始償還；繼續就學
者，得向銀行申請延後至學業完成後償還。
若出國留學、出國定居或出國就業者應一次償
還。其餘還款問題請洽臺灣銀行淡水分行。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2014 世界盃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於 7 日的全國總決賽中，
本校統計系、數學系共 6 名學生進入 Word 和
Excel 得獎名單，其中統計三劉怡萍、統計四
許卉萱分別拿下 Excel 組及 Word 組季軍，其
他進入榜單者有：統計二陳婕瑜、黃心慧、林
怡均、數學二詹婕翎。劉怡萍、陳婕瑜、運管
三林祖捷已確定入圍臺灣儲訓隊，在經過培訓

後，將有機會代表臺灣赴美國參加全球總決
賽，站上世界的舞臺與各國好手一較高下。
　準備比賽的過程中，許卉萱分享，「因有
去年參賽經驗且獲得 Excel 組冠軍，這次挑戰
Word 項目，因此能連續兩年得獎覺得這是不
錯的結果。」劉怡萍則說：「去年拿到 Word
組冠軍，今年則挑戰 Excel 組，運用函數公式
整理資料的部分比較困難，會再繼續努力，以

提升自己的實力。更特別感謝指導老師資工系
校友陳智揚的用心教導，會在培訓時會盡全力
練習，希望能得到更好的成績。」
　職涯輔導組組長吳玲表示：「這次有許多新
加入的同學參賽，初生之犢難免緊張，也得到
蠻不錯的成果。日後會加強學生的心理建設，
避免他們賽前情緒過於緊繃。也期盼加入培訓
的同學日後代表臺灣出賽，為國爭光！」

賽 統計生獲 季軍

本校體育成果豐碩 張校長宴請獎勵

畢業快樂

健言社將赴上海出賽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健言社參與中
華青年交流協會舉辦的「2014 第十三屆兩岸大
學生辯論賽」中，於 4 月 26 日從 16 所學校中
脫穎而出獲選為臺灣代表隊，將於 7 月 21 日
前進上海，將與上海交通大學、廣西大學及廈
門大學等大學進行兩岸辯論大賽。
　健言社社長統計三黃柏維分享︰「比賽當
時適逢期中考，我們是在開賽前 3 分鐘才趕到
現場，並辯題『青年人跳槽是否有利於個人
職業發展』中對上東吳大學的我們是反方，本
次辯論賽制採取的是中國最常使用的『新加坡
制』，最大的特色是 4 分鐘的自由辯答，也因
此激盪出不同於其他賽制的火花，我們好不容
易獲得了兩岸盃的門票，希望 7 月可以得到不
錯的名次。」

全國學生手沖咖啡季軍
校園話題人物

　經過數月練習，數不清多少在練習室裡反
覆沖泡咖啡的夜晚，甚至從深夜練到天亮，
中文三呂柏賢堅持最理想的味道，終獲 2014
年第二屆 TISCA 全國學生手沖咖啡競賽季

軍，他謙虛表示，這次得
獎是「小小貨櫃屋裡的小小奇蹟。」

　與咖啡的相遇是在偶然的打工機會中所結
緣的，在充滿個性的特色咖啡店中接觸了手
沖咖啡技藝，呂柏賢說，「咖啡的世界充
滿驚奇，有許多難以預料的變化，每次沖
泡都會產生不同的味道，就像人生變化，
下一刻有什麼樣的際遇，是難以預料的。」
舉起雙手，細細的研磨咖啡豆，熟練地使
用手沖咖啡器具，並專注地看著研磨後的
咖啡粉，隨著手沖水柱帶動粉層在濾紙上
的層次變化，使古銅色的豆子昇華出充滿
著生機與希望的氣味。他分享道，每杯
咖啡在手沖的過程中，都會有著許多變
數：首先咖啡豆本身的風味，而注入的
水量、水溫、研磨時的顆粒大小等，尤
其微妙的水溫會影響咖啡口感與香氣，
「手沖咖啡最吸引人的地方，是能在親

手創作的過程中，摻入自己的想法與特色，
進而傳遞給品嚐者。」
　呂柏賢提到，許多人認為咖啡只是提神，
但若不仔細品嚐，便無法感受到每一杯咖啡
不同的火侯與變化，他認為，只要用心體會
便能發現咖啡的口感並不只有苦，會如同香

水般有前後味的口感，如
莓果般酸味、柑橘系的微酸等各種
不同的香氣，「了解咖啡是件很快樂的
事情，我想要顛覆大家對咖啡的印象，有各
種苦酸口感，藉由品嚐咖啡，都能讓人享受
片刻空閒。」
　回想當初，在咖啡店老闆贊助下，報名參
加這次手沖咖啡競賽，呂柏賢說明，練習時
必須模擬比賽一切的狀況，反覆練習沖泡，
磨咖啡豆、浸潤器皿、注入熱水、慢慢等待
咖啡從濾紙間滴落，然後一次次觀察、紀錄
味道的變化，並研究出咖啡豆所研磨出的顆
粒，哪種大小尺寸最適宜沖泡，一切為了追
求細緻與完美。
　他認為，要泡出一杯滿意的咖啡，是急不
得的，唯有按部就班、試著去掌握每個環節，
才能創造出最理想的味道，而他相信，一杯
好的咖啡是值得等待的。褐色的咖啡，宛如
蘊染一般浸入了他的生命裡，成為不可或缺
一部分。在體會咖啡的奧妙之後，他學會放
慢腳步過生活、放慢節奏的仔細品嚐，「無
論是咖啡或是人生，都值得我們用心去感受
那充滿變化的每一個當下。」（文／盧逸峰、
攝影／余浩鉻）

中文三呂柏賢

安全組：違停開罰單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維護交通環
境，從你我做起。為改善本校學生通學環境，
總務處安全組提醒，校內設置有文館停車場、
五虎崗停車場，而大忠街及水源街另有合法機
車停車格，呼籲教職員生在校園周邊紅線路
段，切勿違停汽、機車。近日警察局將加強取
締違規車輛，同學應注意慢速行駛。而暑假將
屆，安全組組長曾瑞光提醒同學從事戶外活動
應注意個人安全，以免發生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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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晚間教官梁平和與賃居工讀同學，依據
校外賃居安全評核表標準，訪視校外賃居學生
的居住安全，如熱水器是否置於室內、逃生通
道是否暢通、滅火器等消防設備是否逾期等。
梁平和表示，不定期訪視並非突擊檢查學生私
生活，此為每學期均會實施的檢查替大家的安
全把關，請學生不必過度緊張。（文、攝影／
姜智越）

　【本報訊】本校橄欖球校友聯誼會於 7 日舉
行「第 47 屆送舊 OB 賽」，淡橄第三屆隊長、
橄欖球校友聯誼會會長劉雄濤、退休教師現為
橄欖球 OB 隊的教練李雨農等多位校友與在校
生以球會友，尤其是現年 66 歲的劉雄濤，仍
精神奕奕地馳騁球場，不減當年風采。橄欖球
隊校友何明毅表示，整個下午大家開心的交流
球技外，賽後還討論如何幫助學弟妹，希望藉
此聯誼會傳承淡橄精神。

橄欖球校友會送舊賽

3 社團獲全國獎 張校長同切蛋糕慶賀
　學務處於 12 日邀請校長張家宜頒
發本校社團獲選 103 年全國大專院
校學生社團評選獎牌，各別頒贈花
東校友會特優獎、學生會特優獎、
康輔社優等獎，由學務長柯志恩主
持。張校長特致贈西瓜予社團同學
聯誼交流。張校長稱許得獎社團的
表現後表示，除了學校課程外，課
外活動也是一種人生難忘的經驗，
鼓勵同學們可以多參與社團課外活
動。（文／莊博鈞、攝影／陳怡如）

　暑假期間，戶外籃球場、排球場等將遷移至
五虎崗停車場區域，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於建築
執照發照後才會動工。溜冰社副社長保險三徐
萱樺說：「當初聽到這個消息，積極地向校方
爭取，心中多麼渴望不要拆掉這充滿 40 幾年
回憶的地方。溜冰社是一個大家庭，希望溜冰
社成員不要忘了初衷，能持續一屆一屆地傳承
下去。」（文／范熒恬、攝影／黃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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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獎
資圖系林家圻、中文系蔡珺慈、中文進李佳
真、歷史系陳思宇、資傳系陳樂耘、大傳系簡
意臻、教科系蔡旻穎、建築系郭孟瑜、機電系
陳建融、機電系張鈞皓、土木系蔣榮、土木系
崔嘉琪、化材系李俋箴 、資工系王澤元、資
工進陳睿雄、航太系梁立煌、電機系程韋翰、
電機系許政賢、電機系周煜、電機進溫泯毅、
水環系黃健維、法文系李倩、德文系蘇奕安、
日文系黃振維、日文進曾錦鈺、日文在職林明
美、英文系張瑀恩、英文進李明靜、西語系林
盈綺、俄文系蔡佩儒、會計系林孟昕、會計進
李佳蓉、財金系陳林楷、財金進江毓倢、企管
系李宜馨、企管進張碩鴻、產經系王詩婷、國
企系陳彥文、國企進陳明珠、管科系簡妤庭、
管科系曹凱嵐、保險系黃博敏、資管系李欣
穎、公行系江享諭、公行進劉伯彥、統計系許
卉萱、統計進連玥晴、運管系鄭宇倫、經濟系
陳彥宇、語言系張庭瑜、政經系陳彥竹、資創
系謝政佳、資創系簡鈺玲、觀光系游婉甄、化
學系張瑤卿、化學系鄭雨璇、數學系楊哲宇、
數學系陳孟廷、物理系陳家薪、物理系連旭昇

服務獎
中文系曹雯婷、中文系傅聖鈞、中文系陳翊
庭、大傳系劉昱余、物理系毛榕瀚、機電碩呂
宗穎、電機系楊惟傑、電機系吳少文、電機系
王善弘、電機系陳映華、化材系李欣芳、航太
系萬柏佃、財金系李慧柔、財金系林家臻、保
險系吳品儀、國企系蔡一民、產經系謝芷瑜、
產經系王嘉鈺、經濟系官威文、會計系古品
潔、會計系劉沛均、運管系黃凱彬、運管系許
翼揚、公行系曾育琳、管科系張瑋、管科系葉
治榮、英文系賴意潔、西語系林盈綺、教科系
蘇奕睿、政經系郭宇璇

操行獎
資圖系周炫蓉、中文系李尚晏、歷史系胡宗
傑、資傳系林建妤、大傳系林俊耀、化學系廖
品瑄、化學系李佳柔、數學系郭致緯、數學系
李盈臻、物理系張豪、物理系林世智、建築系
鍾懷寬、機電系劉瑞莘、機電系謝燕萍、土木
系徐巾哲、土木系江易澄、化材系鄭華生、資
工系謝和勳、航太系黃晧瑋、電機系陳穎譽、
電機系林家葳、電機系陳立哲、水環系趙彧
劼、財金系阮偉豪、產經系沈亞諭、國企系陳
仲琦、保險系柯怡箏、經濟系莊昇翰、會計系
廖君翊、企管系陳鳳儀、管科系曹凱嵐、資管
系蘇怡臻、公行系邱秀雅、統計系賴孟青、運
管系陳慧蘋、法文系林佳彣、德文系李岳霖、
日文系彭意涵、英文系許乃文、西語系林佳
靜、俄文系馬啟恒、教科系張瑞芳、語言系謝
岱穎、政經系陳彥竹、資創系蔣孟筑、資創系
包佳平、觀光系林慈娟、中文進劉家蓁、財金
進陳曼芸、國企進蔣玉文、資工進許溥淳、電
機進溫泯毅、日文進喬奕崴、英文進蔡彤薇、
會計進黃柏竣、企管進鄭鈞嬪、公行進劉伯
彥、統計進鄭舒予、日文在職林明美

體育獎
資圖系吳宇盛、資圖系李心慎、資傳系黃士
瑄、數學系李盈臻、物理系林庭億、水環系陳
品雁、水環系曾國哲、水環系陳人豪、化材系
蔡明君、電機系曾偉恩、電機系饒敏馥、資工
系張百騏、資工系湯凱惟、航太系黃晧瑋、國
企系潘筱甯、財金系吳貞儀、保險系許詩淳、
保險系陳俊呈、經濟系陳彥宇、經濟系張書
航、企管系黃鈺婷、企管系陳鳳儀、會計系林
梓琛、統計系蘇郁翔、運管系王蘭軒、運管系
洪翰、西語系林佳靜、法文系王垣鈞、德文系
牟翌達、日文系李秉叡

青出於蘭畢業獎
傑出獎：資創系呂彥承
領袖獎：政經系陳彥竹、政經系郭宇璇
國際獎：資創系簡鈺玲、語言系施瑜涵
學分獎：政經系陳彥尹

畢業生榮譽榜

鳳凰花開
祝畢業學子展翅高飛

　【記者陳怡如淡江校園報導】本校體育代表
隊選手即將畢業，體育長蕭淑芬為感謝他們為
校爭光的辛勞，特於 11 日舉辦送舊暨畢業紀
念品致贈茶會，在溫馨茶會中與指導教練們回
顧學校生活，並傳達彼此深切的祝福。
　蕭淑芬表示，相當感謝所有選手為學校的付
出，如出征各種賽事、揮汗如雨的練習等，更
肯定選手們的表現，讓本校可在 98 年度和 102
年度榮獲體育績優獎，「本校獲得體育相關榮
譽，除在體育課程的用心規劃外，還有各位選

手的付出，向選手們致上謝意，並祝大家畢業
快樂。」

最後一溜

　【記者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畢籌會為祝
福本屆畢業生舉辦系列活動，並有 103 級畢業
MV《那一天的身影》、《八分之一的青春》
微電影送給全校的畢業生，還有「伊顏億語」
中以專屬紀念木板和具紀念性相片以紀錄校園
生活；畢籌會會長管科四李恬瑜表示，希望能
夠藉這些活動能讓畢業生與在校的師長、同
學，共同分享這 4 年來的點滴。
　由課外組監製、運管四蔡承羲與友人組隊拍
攝而成的《那一天的身影》，將校園生活、景
點融入其中，讓畢業生具有深刻回憶；而畢籌
會拍攝的《八分之一的青春》微電影，由大傳
二劉禮碩以「好朋友，我喜歡你」、「對不起，
不是故意疏遠妳」，以及「原來，是這種感覺」
所組成的校園青春故事。李恬瑜說明，這是畢
籌會首次拍攝微電影，號召不同專業領域的同
學一起合作，希望能擦出新火花以勾起畢業生
的大學生活點滴，並收藏在心中。

那一天身影傳情校園生活

不平凡的歲月 淡忘不了的回憶

（攝影／吳重毅）

（圖／畢籌會提供）

　本校體育代表隊選手們即將畢業，體育
事務處舉辦送舊活動，體育長蕭淑芬（第
二排右七）致贈紀念品與大家同歡。（攝
影／王政文）

體育事務處歡送畢業選手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6/16( 一 )
8:00

資訊處
網路報名

SAS EG / PRG1（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6/16(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會展認證考題及趨勢分析講座
（網址：http://enroll.tku.edu.
tw/）

6/18( 三 )
14:30

參考組
U301

提升學術競爭力

TISCA

MOS

　【記者黃雨柔淡水校園報導】登山社於「102
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中，獲康樂
性社團中進步獎，登山社社長土木三徐佳琪表
示，感謝大家的努力與付出，而再次獲獎。登
山社副社長運管二黃柏盛說明，登山社適逢創
社 50 週年，於去年暑假與畢業的學長姊們進
行雪山會師活動，超過百人隊伍登雪山，「今
年將延續熱情，挑戰 6 日能高安東軍的長程縱
走。」
　登山社除了每週的假日規劃郊山的行程外，
也會有溯溪、攀岩、烹飪大賽、寒暑假登大山
等活動，帶領大家體驗戶外活動，登山社社員
化學二高士捷認為，學習如何在高山上生活，
增進山野知識，並訓練在緊急事故發生時，處
理事情的應變能力是很重要的。
　登山社領隊中文二江庭誼興奮指出，「去年
暑假才和學長姊一起參與，今年將踏上第二

次，這需要相當大的勇氣，尤其在能高安東軍
的行程中還有渡溪，真是一大挑戰。夥伴間彼
此汗水與淚的羈絆，希望能有難忘的回憶。」

登山社     週年百人登雪山 暑假再戰高山草原50

好的運動習慣，且藉由體育賽事來促進團隊合
作，希望能再接再厲，明年能有更好的成績。
　撞球隊代表選手保險四陳俊呈開心地指出，
能在離開校園之際還能為校爭光感到相當的榮
譽，並感謝學校舉辦這次的獎勵活動，除了與
更多優秀的選手互相交流勉勵外，還能與張校
長握手合影覺得榮幸，還希望隊上能持續努
力，能在明年有更好的成績。

　本校擊劍校隊在「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
動會」中奪 6 金，張校長（左一）特頒獎勵
金。（攝影／張令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