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大代誌 4
校長張家宜（右三）、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左三）、學務長柯志
恩（右一）、財務長陳叡智（左一）剪綵同賀。（ 攝影／黃國恩）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06 日
校內師長一同參觀女宿新設備。（ 攝影／黃國恩）

校長張家宜與住宿生在微笑廚房歡慶
松濤館修竣。（ 攝影／黃國恩）

賀松濤修竣 師生齊歡樂

941 期
大一新生制服日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
學務處與住輔組舉辦「松濤館整
建竣工剪綵慶祝活動」於3日下午
一時在松濤二館舉行，逾百位師
生同慶賀。活動由宿舍自治會帶
來的青春可愛的舞蹈表演並齊唱
「我們這一家」卡通主題曲拉開
序幕，並由校長張家宜、行政副
校長胡宜仁、學務長柯志恩、財
務長陳叡智共同剪綵。
張校長致詞表示，希望整竣後
塑造書院氣息，藉此豐富宿舍內
容以加深學生涵養，未來不只在

硬體環境進步，亦須增加軟實力，往國際化邁
進。
住宿生代表財金四蔡蕙瑜致詞表示，感謝學
校將女宿整建的美侖美奐，讓學生住得更加舒
適，住在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且淋浴間乾
濕分離的改變，環境的美化、以及色調活潑增
添朝氣，彷彿在家一般愜意，很喜歡這樣煥然
一新的松濤館。
住輔組組長李進泰帶領張校長及全體貴賓進
行松濤巡禮，介紹更新設施。各館浴廁以繽紛
色彩為基調，淋浴間則採乾濕分離設計，而牆
面美化更營造出活潑溫馨氛圍。此外，也增設
微笑廚房，開闢綠意盎然的後花園。館內佈告

本校獲品德教育特色學校 22 日表揚

（ 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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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10/6( 一 )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10/6( 一 )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戰略所調查局參訪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10/6( 一 )
8:00

人福組
網路報名

一級主管 - 國際化人才培
育的願景與策略課程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10/6( 一 )
8:00

人福組
網路報名

10/6( 一 )
8:00

人福組
網路報名

10/6( 一 )
8:00

人福組
網路報名

10/6( 一 )
8:00

人福組
網路報名

10/6(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10/6(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10/6( 一 )
8:00

圖書館
網路報名

10/6( 一 )
11:45
10/6( 一 )
14:00
10/7( 二 )
14:00
10/8( 三 )
14:00
10/8( 三 )
19:00
10/8( 三 )
19:00
10/9( 四 )
12:00
10/9( 四 )
14:10

活動名稱
心靈園丁社區兒童心理關懷
志工報名（http://enroll.tku.
edu.tw）

一級主管班「變」是好的開
始報名 (http://enroll.tku.edu.
tw/)
二級主管 ( 含秘書 ) 班及基
層行政人員班－服務禮儀與
形象管理課程報名 (http://
enroll.tku.edu.tw/)
二級主管 ( 含秘書 ) 班及基
層行政人班 - 職場 EQ 與
SMART 情緒壓力管理課程報
名 (http://enroll.tku.edu.tw/)
二級主管 ( 含秘書 ) 班及基
層行政人員班 - 創意簡報設
計 及 製 作 課 程 報 名 (http://
enroll.tku.edu.tw/)
系所出路及就業趨勢講座 ,
理工(含資訊)科系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系所出路及就業趨勢講座 /
文、外語、商管、教育科系
報名 (http://enroll.tku.edu.
tw/)
外籍生如何利用圖書館資源
報名 (http://enroll.tku.edu.
tw/)

衛保組、膳食督
健康溢校園 - 傳染病防治週
導工作團
天天五蔬果，健康跟著我
黑天鵝展示廳
應屆畢業生「個別職涯諮
職輔組
詢」( 限大四及研二以上 )
B413
大三以上學生「個別職涯諮
職輔組
詢」
B413
應屆畢業生「個別職涯諮
職輔組
詢」( 限大四及研二以上 )
B413
冒險社
成為你心中的巨人
Q306
讚美社
最佳男配角
E311
教發組
用友善灌溉校園，障礙不再 !
I 501
職輔組
應屆畢業生「個別職涯諮
B413
詢」( 限大四及研二以上 )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獲選為教育部103年品德教育特
色學校，將在22日上午於國家圖
書館接受表揚，同時於會中展示
書面資料，呈現品德教育碩果。
學務長柯志恩表示，本校在北一
區獲表揚之四校中積分最高，展
現本校多年的品德教育成果實至
名歸。
學務處專員陳瑞娥說明，當天

遺失物拍賣 鉛筆盒計算機熱銷

下課鐘聲一響，大批人潮瞬間湧入商管大樓
4樓，是在搶購什麼呢？原來是生輔組於上月
29、30日舉行「遺失物拍賣」活動，拍賣102
學年第1學期無人認領的逾3千件遺失物品，2
日內賣出約6百件，拍賣所得約4萬元將全數交
由本校友愛互助基金管理運用。
教官李一凡表示，依據本校遺失物管理規
定，逾6個月無人認領即實施拍賣，同時希望
藉活動宣導「珍惜物品、愛物惜福」觀念。
遺失物拍賣品中以鉛筆盒、計算機最熱門，
第一天就被搶購一空，隨身碟因價格實惠也
是熱門拍賣品。國企三的義籍學生陳薰因聚集
人潮引發好奇心，前來尋寶。德文四何孟婷表
示，能以低價買到教科書，非常實用且開心。
李一凡表示，往年最易拾獲學生遺失物的地
點是資訊中心、圖書館，而隨身碟、水壺、衣
物、學生證等是較常收到的遺失物品。在失物
招領過程中讓李一凡印象深刻的是考前幾天最
多學生來認領學生證，還有同學來借計算機考
試，總讓他哭笑不得。另有學生遺失高價的智
慧型手機，通知後卻不認領，也讓他想再次呼
籲學生要愛惜物品，盡快領回遺失物。（文／
范熒恬、攝影／余浩鉻）

本週我最 靚

法文一趙
容 、 張 孝
君：「淡
江 坡 真
的 ～ 好
多。」

Sweden

資管四
彭世安

叫我林書豪

（ 攝影／張令宜）

「要是沒有入選這個比賽，應該沒有機
會接觸這麼多歐洲青年對未來的想法與選
擇！」公行四吳碩頻閃亮的眼神正傳遞對
未來的渴望，在她身上還能看見因這趟旅程
獲得的能量。以環遊世界為夢想的她，將旅
行當作尋找人生方向的「充電器」，但從未
想過今年暑假這個「有任務」的旅行帶給
她的是「更有勇氣去追尋未來，創造更多可

林妤臻：

媽，我上報了！

Chat Corner 練習 7 語言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想跟外籍生
面對面聊天嗎？國際處所舉辦的「外語聊天
室 CHAT CORNER」可以讓你練習英、德、
法、韓、日、俄、西7種語言，只要即日起每
週一至週五中午12時至下午4時，至國際處驚
聲10樓大廳受理現場登記預約，每次預約以2
週內時段為限，同一人一次最多可預約6個時
段，每時段為1小時，續參加者可持續預約，
歡迎全校有興趣師生前往參加，讓你增進語言
能力外，還能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欲知詳
情, 請於活動期間現場洽詢。

【本報訊】淡江時報於上月舉行為期3週的
宣傳活動，其中「媽！我上報了！」活動在
臉書展開，弦樂社社長國企二林妤臻持小提
琴與看板的合照，以123個讚脫穎而出稱霸並
獲得上報機會。1日下午，即使飄著小雨，仍
以誠摯笑容在校園謝票並發送淡江時報，不少
新生、外籍生也都拿起報紙觀看閱讀。對於獲
獎，林妤臻感到意外，發送報紙時也感受到淡
江人的熱情。（攝影／吳重毅）

香港占中 3 千淡江人連署支持

林子軒談貓行為 座無虛席

上月30日晚間，關懷動物社邀請貓行為研究
專家林子軒以「了解喵星人的獨特行為」為主
題舉辦講座，分析貓的行為與生理構造，現場
座無虛席，吸引多達120位校內外愛貓人士參
與。關懷動物社社長德文四高嫚妮表示，此次
以貓為主軸，藉此讓大家體會人與貓的互動關
係，此外本學期也將以狗為主題再舉辦類似講
座，屆時也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演講內容包括貓咪對人愛理不理人的習性、
貓爪構造、貓的各種行為模式、室內貓咪生活

前進姊妹校！快來報名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赴大陸
姊妹校、澳門姊妹校及金門大學交換學生甄選
開始了，只要本校大學部三年級及研究所在學
學生的操行成績平均80分以上、碩生學業成績
80分以上、大學生學業成績75分以上，經所屬
系所、院初審通過並推薦者，皆可報名甄選，
經錄取後將於104年2月至104年7月進行交換。
甄選報名至9日（週四）下午5時止，詳情報名
資料及申請表單，請見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
站。（網址：http://www.oieie.tku.edu.tw/app/
news.php?Sn=577）

空間需求等題材，解析野貓與飼養貓的生活習
慣。資管三黃偉嘉表示，這次學到許多貓咪相
關知識，原來貓也不是天生就這麼對人愛理不
理的，牠們和人一樣都有一定的體力與習性，
今天破除許多對於貓行為上的迷思。（文／呂
柏賢、攝影／王政文）

圓夢計畫尋找白日夢冒險王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尋找下一個白
日夢冒險王！課外組舉辦「第二屆圓夢計畫企
畫書競賽」活動讓同學實踐夢想，跳脫生活圈
挑戰自我，活動報名即日起至18日止。
競賽由3至5人為一組報名，分熱血公益與夢
想創業2組，熱血公益組計畫目標為藉由熱血
態度及創意實踐力，感染自我，並對社會產生
實質的正向影響力。夢想創業組的目標則擬定
夢想藍圖，提出可執行之創業計劃。
課外組許晏琦表示，本活動獲得特優、優
等、佳作者，將分別獲2萬、1萬、4千元獎勵
金，其中特優獎金比上屆加碼5千元，並增設
網路影片人氣獎。更多詳情請上活動報名網站
或於上班時間洽詢課外組(SG315) 。

有任務的旅行 充電闖蕩新未來

公行四吳碩頻

5%
相似度7

展示資料分為三部分，為「特色活動」、「品
德教育課程」，與「宣導活動」特色活動包括
「於璀璨絢爛中相遇－感恩．祈福．點燈」、
「人與樹的對話」等；品德教育課程則是專業
知能課程、服務學習等；宣導活動為生輔組、
住輔組所規劃的一般宣導活動，如禮貌運動、
智慧財產權宣導活動等。
據悉本次獲表揚的大專院校共計16所，包括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海洋大學等。

區、自由閱讀區、資源回收室、身障生空間、
服務台都變得更加舒適雅觀。其中「亦閣」在
整建後，成了氣氛優美的咖啡雅座，師長一同
在此合照，場面十分歡愉。
活動最後，全體貴賓及住宿生，一同在「微
笑廚房」欣賞松濤館回顧紀錄影片，張校長為
感謝宿舍自治會學生的辛勞，特別贈送小西點
作為禮物，也與學生大合照慶賀。全場在溫馨
優美的環境中，享用悠閒的午茶饗宴，共度歡
樂時光。住宿生中文四賴慧鈴表示：「女宿整
建後，環境設備乾淨，特別是淋浴間採用乾濕
分離非常好，住起來更加舒適。」

能！」
為實踐環遊世界夢想，以自己的能力賺旅
費，吳碩頻參加世界公民文化協會舉辦「第
三屆世界公民島：有任務的旅行」比賽，以
優秀的「打破競爭排名的迷思：高等教育制
度」旅行企畫書通過層層徵選，在近4百位
參賽者中脫穎而出，獲得機票補助，成為臺
灣前往瑞典執行任務的唯一代表，帶著探討
瑞典高等教育制度的任務，展開有別以往的
旅行夢。
支持她隻身前往異鄉出「任務」的動力，
來自於她認為透過旅行遊歷，能解決對未來
的徬徨與踟躕。因此她平時養成積極關注贊
助旅行機會的習慣，當一得知此競賽，她便
著手計畫準備，「比別人更早開始準備是我
的優勢！」吳碩頻笑說。她抱著一定要成功
獲選的態度，甚至犧牲睡眠、休閒時間關注
電視、雜誌專題報導藉此涉獵6國的國家特
色製作企畫書。
出「任務」的過程中，吳碩頻深刻感受到
臺灣與瑞典的教育差異。她透過採訪瑞典斯
德哥爾摩大學學生會會長，了解當地高等教
育特色，其中讓她最驚訝的莫過於當地學生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對於未來的選擇極具自主性，並感受到外國
父母對孩子的選擇能肯定且支持，社會環境
也培養著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這趟有「任
務」的旅行和過去純粹放鬆與體驗生活的旅
遊相當不同，「壓力也帶來成長，一切目標
都得靠自己思考解決，要不斷提醒自己更成
熟穩重。」吳碩頻說。
這趟旅程，她也化身背包客自費遊歷荷
蘭、德國、奧地利與當地青年交流、探索未
來，當她看見一位背著吉他走遍各國的25歲
法國青年，即使對未來彷徨，但仍自在生活
熱衷音樂，讓她看見未來的另一種可能。
目睹歐洲青年勇於做出自己的選擇並為其
負責，努力去圓夢，吳碩頻有更深一層的體
認，不再那麼在意學校的分數排名，而是注
重自我專業提升並兼具有國際觀，將眼光放
向全世界。她同時期望未來能再到國外生
活，「無論是工作、念書、打工渡假都好，
我想要再去吸收更多事情，也和更多人相
遇！」，在這次「有任務的旅行」之中，她
找到再度勇敢前行的信念，熱忱與希望都在
心中燃起，下一段旅途正蓄勢待發。（文／
呂瑩珍、攝影／黃國恩）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香港占領中環運動上週引發各界關注，本校
香港僑生在校園內自發性發起連署運動聲援，
支持香港公民爭取真普選，短短2日就募集逾3
千份簽名連署，將淡江人的心送至香港。發起
人香港僑生土木一黃衍超表示，身在臺灣未能
到現場支援，不能坐等結果，應要為香港出一
份力，因此發起運動希望淡江同學一同關心 。
上月29日上午活動在文化休憩區木桌展開，
有不少學生經過連署攤位駐足暸解事件並加
入聯署。日文一許羽賢表示：「平常有關注時
事，知道香港的占中運動，很支持香港爭取真
普選，所以來簽名表示支持。」當日中午甚至
出現排隊簽名人龍。連署名單上寫滿僑生、本
地生、外籍生的名字，大家說著不同語言，卻
用同一種聲音聲援香港。（文、攝影／余浩
鉻）

百人動腦闖關逃密室

「精心設計的謎題，題目不簡單，要是解不
開可能要準備睡袋在教室過夜了。」活動總召
土木三吳重毅笑著表示。轉學生聯誼會2日在
商管大樓舉辦「密室逃脫」活動，第一名2千4
百元的獎金吸引150人參加，轉聯會會長管科
三李杰峰說明，「活動目的在於讓轉學生一起
解謎，增進彼此感情。」
活動分12組，12間密室同時進行解謎，必須
分別解開關卡提示才能開啟寶箱前往下一關。
首先找出藏匿在教室角落中的鑰匙開啟寶箱拿
取解謎提示，第一關藉由水杯的高低水位及杯
底數字猜出線索；第二關則須用英文單字和數
字組合拼出英文單字；第三關為找出先前線索
解出電腦密碼，開啟電腦檔案後以猜字謎解出
歌名，大家齊唱即可過關。
最快破關的第11組成員會計二古佳蕙和廖庭
卉異口同聲認為，「組員來自不同科系，靈活
運用彼此不同思維是快速過關秘訣。」中文四
邱柏瑋說，「喜歡一起闖關的感覺，尋找答案
過程非常有趣，希望線索關聯性能夠加強。」
（文／黃怡玲、攝影／吳重毅）

940期刊出有關「學生會補選公告」一文中，
學生議會已組成選舉委員會，應為學生會已完
成選舉委員會招聘工作，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