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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就是力量 --103 年度教
學助理社群成果暨經驗分享
會 (http://cloudweb.tku.edu.
tw) 27 日截止
戀戀百香果 - 志願服務特殊
訓（http://cloudweb.tku.edu.
tw）
Step.5 論文上傳技巧 （http://
enroll.tku.edu.tw）

投入5元及自備環保杯，即可暢飲現煮咖啡以
及熱可可。現場的飲品和點心皆為自助式取
用。鄧佩茹補充，「本次活動款項將全數捐
贈給飢餓三十。無論早起是為了溫書，還是
只想來吃個早餐、喝杯咖啡，讀書會都很歡
迎你！」活動於21日結束，至21日累計已逾百
人次。政經一白蕙慈表示：「早起讀書效率很
高，現場環境安靜，還有現煮咖啡和牛奶，學
長姐也很辛苦，弄飲料還要那麼早起，幫忙我
們解題還有總複習，很謝謝學長姐們。」

淡水 新店末班車
時報記者鏡頭告別

星相社
S104
英文系
學生活動中心
文創中心
L209 實驗劇場

大風水
感恩節晚會
「編作技巧：角色創造」工
作坊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11/28( 五 )
14:00

主辦 / 地點
創育中心
D222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圖書館
蘭陽校園圖書館側
CL301 前走廊

活動名稱
資創與文創的共振－國際服務
科學產學交流分享會

蘭陽校園
11/25( 二 )
10:00
11/25( 二 )
15:00

全發院
CL517

11/25( 二 )
17:10

蘭陽校園
CL307

11/26( 三 )
12:00

蘭陽校園
CL502

活動名稱
行動書店
「國際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程
暨文化與觀光未來英語學分學
程」聯合說明會
美國天普大學 3+2 學碩雙聯學
位說明會
雅思 IELTS & 澳洲留學面面觀之
新南威爾斯大學 / 昆士蘭大學
概況介紹

西語三
蔣宇行

叫我金秀賢

【本報訊】通車15年的台北捷運「淡水－
新店」直達線15日午夜零時正式劃下休止符，
對於部份通勤的淡江學子，是迎接新的開始。
平日跑校園新聞的淡江時報記者，也關心在地
事務，中文四盧逸峰、電機三吳國禎、法文三
周雨萱、土木三吳重毅4人搭乘最後列車，並
以鏡頭告別歷史時刻。
平時愛好拍攝鐵路、捷運等素材的盧逸峰
表示，從此北捷5條路線各自營運，象徵一個
時代的結束與另一個時代的
開始，能捕捉到「淡水－新

飢餓十二聚集愛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當愛聚集，飢
餓遠離！樸毅志工社於9日舉辦「飢餓十二」
活動，效仿世界展望會著名的飢餓三十活動，
透過12小時的禁食，體驗人飢己飢、人溺己溺
精神，共有61位同學參與。活動總召企管四王
晨蔚說：「校外宣傳採分組進行讓本活動不單
只是禁食，也藉此喚起更多人關注此議題。」
世界展望會講師廖純真介紹飢餓三十的意
義並分享經驗為活動揭開序幕，接著分為8小

店最後列車」的LED顯示畫面，別具意義。曾
記錄淡江校園增設便利商店變遷的吳國禎則表
示，周遭事物都在改變，所以一定要來見
證歷史，拍照留念。周雨萱表示，高中、
大學分別經歷「北投－南勢角」、「淡水－新
店」營運模式的改變，感觸良多。這次改變，
對常到師大、公館商圈逛街的同學而言，有些
許不便，但能與一群人拍末班車，有如走在歷
史洪流上。吳重毅表示，能與一群人以鏡頭寫
歷史，是大學生活的難忘經驗。（攝影／吳國
禎、吳重毅）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讓這本雜誌
的內容，成為你生命中的拾幾頁吧！」中文
系學會於11月中旬發行《拾幾頁》藝文誌創刊
號，內容近50頁、首刷印製200冊，先前已於
13、14日在文學館2樓穿堂擺攤販售。
主編中文四曾貴麟說明，本刊物由9位對寫
作、文學、編輯有興趣的本系生合力完成，刊
物名稱《拾幾頁》乍看之下像名詞，但「拾」
亦能當動詞，希望讀者在閒暇時，拿起這本
雜誌「拾」個幾頁文章、點綴生活。他認為，
「身為中文系學生，不應只涉獵學術領域，更
該用感官去發掘、認識生活周遭的人事物，故
在刊物中蒐羅多元內容，如優秀系友專訪、文
學作品徵稿、探討文學趨勢、一日小旅行、也
介紹系上研究室與系隊，藉此豐富校園中的藝
文色彩。」《拾幾頁》為季刊性質，目前預計
每學期發行兩刊，詳細資訊詳洽臉書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severalpages）。

西語 化材 獎學金快來申請

【本報訊】西語系「黃志忠紀念獎學金」、
「泛美文教基金會獎學金」、「柯聖琪獎學
金」申請，至28日（週五）截止，相關申請辦
法參見西語系網頁（http://www.tfsx.tku.edu.
tw/news/news.php?class=105）。而化材系則
提供化材系學生13類獎學金，申請至12月5日
止，相關資訊請至化材系網站查詢（http://
www.che.tku.edu.tw/app/news.php?Sn=643）。

啦啦隊不設限 獨撐 3 人壯舉

水環四何瑋翔

5%

相似度7
（ 攝影／張令宜）

本週我最 靚
法文一 陳昱
吟、斐莉：
好期待聖誕
節～希望別
再下雨了！

熱心助人的周昭儀自願接送盲生到教室上課，品德令
人動容。林郁軒擔任系學會會長籌辦大小活動，卻也
兼顧課業獲工學院大禹獎肯定，他表示能在競爭激烈
的優秀同學中獲獎很驚喜，很感謝身旁共同努力的夥
伴。夏凡則為公益盡心力，協助臺灣蝴蝶保育協會拍
攝生態紀錄短片，以宣傳蝴蝶保育重要性，他感謝夥
伴及系上師長幫忙扶持。曾參加返鄉服務隊所辦營隊
的許仁榜，因自小留下感動，選擇加入服務隊回饋家
鄉，他表示，見到小朋友開心笑容是最大的收穫。義
籍生杜允士現為博士候選人，協助外籍生撰寫論文不
遺餘力，他謙虛表示獲獎感到榮幸，只是盡自己所能
教導學生。

中文系拾幾頁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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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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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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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美國歷史與電影節
T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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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 一 ) 圖像漫畫研究社
編劇講座
19:00
L205
11/25( 二 )
福智青年社
蔬食真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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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鵝展示聽
11/25( 二 ) 河左岸遊藝社
電影欣賞 - 想飛的鋼琴少年
Q408
18:30
新聞研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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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標題製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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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我們準備好了 ! Action 談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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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三 )
立製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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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11/26( 三 )
19:00
11/27( 四 )
18:00
11/3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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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宗叡

11/24( 一 )
8:00

書卷廣場前，人聲雜遝並不時傳來歡呼
聲，原來是競技啦啦隊成員在演練，在1人
舉起3人的瞬間，全場驚呼連連，豎起大拇
指狂比讚！他是該隊隊長水環四何瑋翔，突
破自我撐起3個加起來近135公斤的隊員，但
掌聲的背後，其實有著努力堅持的故事。
何瑋翔自高中開始接觸啦啦隊，至今已7
年，現在回想當初誤打誤撞走進啦啦世界他
備感意外，「從未想過有如此大的熱情！」
就像上癮般，一頭栽進這園地。

練習過程遠比想像辛苦且耗時，不僅要練
個人技術、姿勢正確度，團隊合作的整齊
度、空間運用，甚至是技巧的難度、帶領的
口號等都是啦啦隊表演的環節。他表示，基
本上一週需練習5個晚上，較高難度動作更
要密集演練，如：空拋後空翻須事前模擬，
底層拋投動作須熟練，在防護措施充分下才
能練習。每場表演經過無數討論、協調演練
才能上場，大型表演準備時間更要2個月。
他投入啦啦隊的程度，不僅縮短與親朋好
友、家人的相處時間，身上無數的傷疤便可
得知。何瑋翔苦笑著回憶，曾在比賽現場意
外造成膝蓋十字韌帶斷裂，讓他好一段時間
不敢做翻騰或對膝蓋負擔過大的動作。但即
使如此，他對啦啦隊的使命感，也不輕言放
棄，「不希望錯過任何一場比賽。」在大專
盃、北市盃、或是中華民國台灣競技啦啦隊
協會盃等國內各類賽事，都能看見他與啦啦
隊成員的身影。不僅如此，更曾受邀至淡水
名統百貨的開幕典禮表演、廟會遊行的定點
表演以及IBM尾牙。
練啦啦也非一路順遂，回想起去年大專盃
比賽，從何瑋翔眼中仍能看出失落和婉惜，
練習將近3個月的時間，卻在結束前定格的
那一瞬間未完成最後動作，讓他相當遺憾且
挫折。但他不因如此一蹶不振，反而將失敗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張浩禎

【記者李昱萱、王政文淡水校園報導】103學
年度優秀青年名單出爐囉！全校共有15位學生獲
獎，將於12月2日班代表座談會中頒獎表揚。
校內優秀青年由各系所薦舉，本次文、理、教
育、國際、全球發展學院各1名，外語學院2名、
工學院3名、商管學院5名，分別為資圖碩二李偉
航、化學四洪凱恩、教科四夏凡、戰略博五杜允
士、日文二周昭儀、西語碩四吳佩羿、建築四林
郁軒、水環四張浩禎、機電碩二蕭凱隆、產經四
許仁榜、會計四姜孟含、統計四劉怡萍及統計三
陳婕瑜、公行四張文峰，政經四楊宗叡。
優秀青年不僅學業表現優異，在社團、校內外
活動、志工服務、品德、競賽上亦十分傑出。劉怡萍近
年參與多次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在Word及Excel組均
獲佳績，陳婕瑜同樣在Excel組獲獎為校爭光。

早起讀書 拼考試兼做公益

活動看板

李偉航
（ 圖／楊宗叡提供）

優良表現絕倫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全
球政治經濟學系配合期中考舉辦
「早鳥溫書會」，於10日上午6時起
至8時，在開心廚房提供限量現煮咖
啡以及可可，附贈鮮奶、小點心，
現場還有明信片義賣。政經系系學
（ 攝影／吳重毅） 會會長政經二鄧佩茹表示，「和大
部分人一樣，我習慣考前讀到半夜，但接下這
個活動後，發現早上出來平臺做深呼吸後，吃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點心再讀書，理解力意外地好！」
淡水校園
政經系學會共4位幹部輪流駐守開心廚房，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活動不強制收費，採自由認捐方式，在捐款箱

張文峰

洪凱恩

劉怡萍

拼期中 圖書館大排長龍

姜孟含

948 期

陳婕瑜

許仁榜

林郁軒

15 青年

吳佩羿

周昭儀

蕭凱隆

夏凡

杜允士

（ 攝影／吳國禎）

學生大代誌 4

視為進步動力，與團隊更加積極練習，投入
更大量時間培養團隊默契，在同年年底的協
會盃拿下第二名的佳績。
大四開始，他更肩負起隊長一職，不只需
想著如何帶領團隊向前衝、激勵士氣，更要
設法讓自己不斷突破，他在偶然間看見國
外的啦啦隊案例，讓他萌生一口氣舉起3人
的想法，啦啦隊隊員的經濟四魏采娟崇拜地
表示：「要承受破百的重量極度困難，難以
想像能完成此壯舉，令我相當佩服！」「要
舉起3人是要有本事的！」前啦啦隊隊員英
文三王政文補充：「通常坐上手、推延伸2
個啦啦技巧動作要練近半年之久，雖他身高
180公分，85公斤，仍須花大量時間苦練肌
力，他現在舉起一個女生
都輕鬆自
如。」
對何瑋翔來說，啦啦
隊就像「拉拉隊」，
如同隊員間拉著彼此一
起往上提升變得更強、更
好，一路走來或許非常辛
苦，但夥伴的支持及陪伴
讓他走來不孤單，也越
來越堅定。（文／巫
旻樺、圖／何瑋翔提
供、攝影／王政文）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組，各自沿著捷運線前往
不同捷運站，宣傳世界展望
會搶救生命免於飢餓和疾病
威脅的理念。晚間再次齊聚
校園，透過音樂會彼此分享
半日來的飢餓心得與宣傳成
果，為活動畫下圓滿句點。
資工三溫展榛說：「此活動
讓我對生命有更多感動，是
個很不一樣的體驗。（圖／樸毅志工社提供）

莊棋誠麋研齋書法賽行書掄元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書法好手中文
四莊棋誠參加「第十三屆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麋研齋全國硬筆書法比賽」傳回捷報！莊棋誠
從逾80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榮獲大專行書組
第一名、大專楷書組優選的佳績，他表示：
「很開心能突破去年成績拿下第一名的殊榮，
特別感謝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教授長期對
我的指導與協助。」
莊棋誠自大一開始參加書法比賽至今，從紙
上揮毫到ｅ筆書法都有獲獎紀錄，如今再獲
全國硬筆書法比賽第一名的肯定，可謂3種書
法方式皆具實力。對此，他表示：「每天保
持2個小時的習字時間，是精進書法的不二法
門。」更以自身經驗勉勵大家，在學習書法上
遇到瓶頸時千萬別放棄，每天督促自己練習，
時間久了便會見到成果。談到硬筆與毛筆書寫
上的不同，他說：「硬筆字體粗細變化有限，
不易表達毛筆墨色上的層次感，是兩者主要的
差異所在。」

服務學習影片強力 甄選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舉
辦「微笑服務．感動學習」影片甄選活動。希
望透過影片方式呈現，讓更多人看見服務學習
價值。活動報名即日起至28日止，凡記錄本校
服務學習參與歷程，呈現參與服務學習過程中
感動、學習與成長的影片皆可參加，片長以十
分鐘內為限。學務處服務學習輔導員李庭瑜表
示：歡迎同學個人或組隊踴躍報名。詳情請
見學務處網站：（http://spirit.tku.edu.tw:8080/
tku/home.jsp）

社團大聲公

冒險社

別再裹足不前，跟著冒險社去
冒險吧！帶著「菁英統御領導
營」中體悟的領導、溝通、說
服、勇氣、自信、創新、抉擇、
分析及思考等冒險 9 大能力，
社長經濟四林聖淳與營隊夥伴
共同創立淡江大學冒險社。透
過富有教育意義的室內外活
動遊戲與講座課程學習冒
險 9 大 能 力， 並 藉 團 隊
檢討反思，培養社員勇
於突破自我且願意嘗試的精神。
「去做自己想做卻不敢做的事，就是一場
冒險！」林聖淳以自身經歷為例表示，從小
因視力及家庭問題，加上個性十分害羞內向
讓他幾乎沒有朋友，升上高中後決定放手一
搏努力改變現狀，積極參加學校社團與活動，
才因此逐漸打開封閉的人際圈。而今年暑假
也與社團夥伴以「以物易物」的方式開始一
段從桃園到新竹內灣的「城市冒險」，從過
程體悟冒險除了勇氣外，更須具備溝通、說
服等能力才能完成。
本學期社課以室內外活動為主，如在捷運
站進行「握個手，愛世界」等，期中後將舉
辦「城市冒險」帶領社員體驗獨木舟樂趣，
並舉辦企業參訪等。未來，冒險社更希望能
將此淡大獨有的社團與其精神傳達出去，林
聖淳說：「未嘗試過，永遠不知道自己的極
限在哪裡。」（文／張凱萁、攝影／吳國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