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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圓送住宿生 寒冬暖呼呼

█淡水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吉他社
商館前
戰略所
T1201
城市農夫社
C013 水牛廳
新聞研習社
O306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藝術中心
研發處
SG317、CL506

12/10( 三 )
10:10

學發組
I304

2015 寒訓吉他營擺攤活動
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學分學
程說明會
永續農法：生態與再生的樸
門哲學
視覺的力量 - 談紀實影像與
傳播
2014 新浪潮繪畫展
104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申請說明會
學習策略工作坊 ~「勝券在
Word」- 書面報告製作技巧
( 上機操作 )

12/12( 五 )
12:00
12/12( 五 )
18:30

讚美社、學園團契社、
校園福音團契社 你不是一個人 耶誕音樂晚會
文錙音樂廳
西音社
西音大道
學生活動中心
樸毅志工社 魔術醫師 - 非洲熱血行醫日
記
Q306
學習策略工作坊 ~「大學生
學發組
的法國印象」- 法文入門
I304
超值價值力 - 競爭優勢大改
大陸所
造
I201
學務處、總務處 「點一顆心燈 祈一年幸福」
傳播館前廣場 點燈祈福
學習策略工作坊 ~「我的學
學發組
習不留白」- 研究所書面審
I304
查資料準備技巧
「我的家鄉 , 我的愛」暨「出
國際處
T10 樓交誼廳 國 High 學習」交流分享活動
課外組
第二屆圓夢計畫圓夢發表會
Q306/O306

日期 / 時間
12/10( 三 )
14:00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蘭陽校園主任室
蘭陽嘉年華
紹謨紀念活動中心外平台

12/10 ( 三 )
18:30
12/10 ( 三 )
19:00
12/10 ( 三 )
19:00
12/11( 四 )
12:10
12/11( 四 )
16:00
12/11( 四 )
18:00
12/12( 五 )
10:10

蘭陽校園

土木二張庭維
「日本國際高校生選拔書展」是個以全亞
洲高中生為對象的大型國際書法比賽，每
年都吸引逾2千人報名參加，由於參賽者眾
多，競爭程度激烈，因此素有「日本書道甲
子園」之稱。在第19屆的賽事中，從2千餘
件作品中摘下第一名大賞的，是位來自臺灣
年僅15歲的男孩，這除了是臺灣選手參加該
項比賽最佳成績，更在當時創歷屆得獎者年
紀最輕紀錄，他叫張庭維，現在就讀本校土
木系二年級。
年紀輕輕就獲得大獎肯定，書法路看似走
的順遂的張庭維，其實曾有段發覺臨摹字型
不適合自己的撞牆期。國小二年級開始學書
法，起初臨摹歐陽詢、司馬顯姿的作品，風
格偏向婉約，但張庭維經過4年的練習，始
終無法掌握其字型的精髓，他回憶那段時期
說：「當時無法突破瓶頸，讓我心理壓力不
小，但對書法的熱情是從未減少過的。」
不願就此放棄的張庭維，在國小六年級時
下了重大決定，重新開始，改為臨摹清代書
法家趙之謙的字帖。趙之謙渾厚、字型緊湊
的風格搭配他執著的個性，如同周杰倫碰上
方文山般地一拍即合，他不僅突破了撞牆
期，也開始接連獲獎，成為「日本國際高校

Hi ～嬉皮年代

另外，上月30日，學校牧羊草坪上一片熱鬧景象。原
來是陸友會在舉辦活動－「Running Man 之奔跑吧甄
嬛」，將韓國綜藝節目和熱門古裝劇結合的創意，吸引
64位同學參加。
活動將類似卡牌桌遊與戶外遊戲融合，既有活潑的運
動類遊戲，也有須冷靜思考的分析遊戲，考驗腦力也鍛
鍊身體。8個小隊隊員，經過激烈的競爭，選出冠軍。活
動總召產經二李佳航表示，此活動是為了促進陸生了解
臺灣的特色遊戲，即使活動當天氣炎熱，學弟妹仍是熱
情不減，認真玩遊戲的樣子真令人感動！
來自浙江衢州的國企一李蘊涵說：「能有機會參與
類似知名電視節目的遊戲感到有趣，也學習到團隊合
作。」來自福建廈門的資工二王元曦則建議：「遊戲內
容可更豐富，撕名牌規則更明確，在室內舉辦也是不錯
的選擇。」

校園機車考照 39 人過關

淡水校園

12/8( 一 )
10:10
12/9( 二 )
12:00
12/9( 二 )
19:00
12/9( 二 )
19:00
12/10( 三 )
9:00
12/10( 三 )
10:10

提出交通車增加
班次及增加洗衣
機、烘乾機數量
等11項建議。對此張校長於會中指示，若
無法改善項目也須讓同學了解原因。
最後張校長總結，定期召開班代表座談
會，是希望學校與學生能有面對面的溝通
平臺，同時藉由相關單位主管回應，讓學
生更了解學校對各類問題的改善並非皆能
即時處理，有的須縝密考量長久規劃。此
外，張校長更強調，同學平時有任何問
題，可先與系所、導師、系主任密切溝
通。今日同學的提問展現對學校事務的關
心，各單位將盡快回應並改善相關問題。

百位陸生遊中臺灣 陸友會玩Running Man

【記者陳羿郿、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成人教
育部華語中心為促進本校研修生交流，於上月
29、30日舉辦「中臺灣兩天一夜文化之旅」，逾
百人一同領略中臺灣風土文化。華語中心主任周
湘華表示，「這是成教部第一次舉辦兩天一夜文
化之旅，希望能讓研修生欣賞到臺灣好山好水，
深刻體驗民情風俗、品嚐美味佳餚，留下美好的
回憶。」
安排同學遊歷南投縣的超人氣景點天空之橋，
俯瞰優美的彰化平原，體驗漫步雲端的感覺。也
體驗日月潭遊湖、爬年梯步道，參訪位於埔里鎮
的中臺禪寺，更讓同學DIY鳳梨酥，讓同學們直
（ 攝影／吳國禎 )
呼過癮。來自廣東省的財經一梁穎儀表示，「這
趟旅遊非常有趣，不僅欣賞臺灣美景，更認識臺灣文
化，也是第一次品嚐與動手做鳳梨酥。」
█網路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英詩朗誦比賽報名 ( 至
英文系
12/8( 一 )
系辦報名 (FL207) 12/22)
8:00
103 學年度教育攝影競賽報
師培中心
12/8( 一 )
名
ED304
8:00
103 年「教師數位學習專
遠距組
12/8( 一 )
業成長研習 2」活動報名
網路報名
8:00
(http://enroll.tku.edu.tw/)
第二屆圓夢計畫網路人氣競
賽（https://www.facebook.
課外組
12/8( 一 )
com/tkuexta?fref=ts）12/11
網路投票
8:00
中午 12 時止
2014 年英語板書競賽要點報
師培中心
12/8( 一 )
名 (http://enroll.tku.edu.tw/)
網路報名
8:00
諮輔組
12/8( 一 )
Before I Die 在我生命結束前
福園前木椅旁
9:00

假在游泳館後方校外增設約200個機車停車
格，而對於停車格標註編號建議預計採顏
色區塊標示，方便學生找車。對於補教業
者的宣傳，請學生見狀務必立即聯絡總務
處派員處理。副資訊長王曼莎則回應，本
校無線網路基地臺有584座，為避免訊號太
強互相干擾，建置訊號以中等強度為主，
可能因施工影響WiF i訊號，同學若發現
WiFi有任何異狀請與資訊處回報。
針對碩士生修課3人為限一事，教務長鄭
東文回應，將視新生入學狀況適度鬆綁開
課原則。對於工讀金延後發放事宜，生輔
組組長葉與駿表示，因配合政府法令，學
校首次處理此狀況，因有重複加保問題，
已規劃相關系統，希望盡快解決學生問
題。
會前蒐集
的書面意見
中，蘭陽學生

歐研碩二林同學於班代表座

950 期

動理念。
會中，共有6位班代表提問，針對碩士生
修課3人為限、工讀金延後發放、建議研究
生借書額度提高至25~30冊等問題提問。
此外，學生議會在座談會前透過網路填
表蒐集班代表意見，並邀集40位班代表舉
行行前會，整理出約25項問題，由學生議
員土木四徐任筌代為發聲。班代表反映五
虎崗綜合球場修建後停車位不足建議為停
車格編號、補教業者在校園內大肆發放宣
傳品、文學館修建後WiFi訊號變弱、五虎
崗綜合球場地面設備使
用不適、希望線上缺修
學分查詢表開放對象增
加大三生等問題。
對於學生問題，各相
關單位師長一一回覆。
張校長（右一）於班代表座談會中與師長專 總務長羅孝賢表示，為
注聆聽學生提問。（ 攝影／盧逸峰 )
滿足停車需求，將於寒

)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
輔組於2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103學年
度第1學期「全校一、四年級及研究所班代
表座談會」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學術副校
長葛煥昭、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一、
二級主管、學生代表近2百人出席，並與蘭
陽校園同步視訊。
首先，由張校長頒發103學年度優秀青年
獎項，並以有獎徵答測驗同學對學校理念
的理解程度。張校長表示，班代表扮演學
校與學生間的重要橋梁，更須了解學校推

談會中提問。（ 攝影／盧逸峰

班代表座談會 200 師生面對面

詞創 Live House 2 百人嗨翻

詞曲創作社於3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Live
House，邀請知名樂團「生命樹」及「茄子
蛋」熱力演出，吸引逾250人參與，眾人跟著
樂音舞動，讓人立刻忘卻入冬的寒冷，更精心
在場邊佈置樂團照片牆。社長產經三徐振宗表
示，活動邀請實力堅強的獨立樂團表演，藉此
推廣臺灣獨立音樂，試圖改變大眾對西洋音樂
的偏好。
當生命樹樂團演唱＜我們都不完美＞時，更
帶領臺下觀眾拿起手機，配合歌曲氣氛創造一
片閃爍燈海，令全場動容。大傳三郭容茜特地
前來欣賞「茄子蛋」樂團，十分喜愛其獨有曲
風，也非常享受現場氣氛。（文／呂瑩珍、攝
影／吳重毅）

樸毅志工 250 件舊衣寒冬送暖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1日，樸毅志
工社在商館大樓前展開為期5天的舊衣募集活
動，邀請大家「衣」起做公益，在寒冬中將
溫暖送給需要幫助的人，募得約250件衣服將
全數捐給心怡基金會。活動負責人樸毅志工
社副社長土木三雷俊龍表示，希望藉此活動
幫助他人，也讓資源能得以再次被使用。
捐出一件外套的土木四高至良說：「已經
連續2年響應此活動，捐出舊衣給有需要的人
相當有意義。」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為便利本校教
職員工生就近考照，生輔組與蘆洲監理站合辦
「考照暨駕照成年禮活動」，於2日下午在新
溜冰場旁進行筆試及路考，共58人報考，進行
緊張刺激、屏住呼吸的直線7秒，過彎道，號
誌停看聽，最終有39人順利過關，拿到駕照。
特別舉辦的成年禮儀式，由台北區監理所副
所長魏武盛進行頒獎，除了駕照、平安證書，
還特別贈送防風手套及小天燈祈求平安。全場
共同舉手宣誓，「在享有行使道路權利的同
時，願意承擔交通安全的責任，遵守駕駛道
德、交通法規，及為打造更安全的交通環境而
努力！」最後一齊通過平安拱門，留下合影紀
念。
統計四黎兆軒表示，校園考照服務提供很大
的便利性，且初考講習的交通安全知識也受益
良多。企管一陳宏彥說：「領取駕照的當下很
感動，若沒此活動就無法提早考到駕照了！」

就貸生收退費開辦囉！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就貸生
收退費辦理時間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補繳、
退費單於8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學親自簽收，
請同學簽收後務必儘速至出納組B304、臺北
校園D105、蘭陽校園CL312辦理；補繳費者亦
可利用信用卡及ATM轉帳方式繳費。加退選
後的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財務處將傳送電
子郵件至學生學校信箱，或可至財務處網站
（http:// www.finance.tku.edu.tw）查詢。
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辦理103學年度第
二學期預選課程，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出納
組另開放夜間及假日辦理作業，淡水校園9日
至12日下午6時至8時止；臺北校園9日至12日
下午5時至7時、13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止。

大筆奔放揮灑 受方文山肯定
生選拔書展」最年輕冠軍得主更是代表作，
而2012年拿下第四屆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
大賞行草組首獎，讓張庭維得以受方文山邀
請參與國片《聽見下雨的聲音》的拍攝。
文藝中心內，有許多街頭藝人表演，中央
舞臺上有個人正在揮舞大筆。《聽見下雨的
聲音》片中的這個場景，正是張庭維所書寫
的。這也是他首次嘗試有別於一般字體大小
的大字創作，深厚的書法底子讓張庭維執起
大尺寸毛筆顯得駕輕就熟，優秀的表現甚至
還在拍片現場被指名去支援該電影的其他
書法場景。談到有幸參與電影拍攝，張庭
維表示大字書法講究奔放的氣勢，若當初
沒有改臨摹趙之謙，今天也沒機會參與電
影拍攝，他笑說：「這個因緣際會的巧合
是當初下決定時意想不到的幸運，也讓我
更珍惜這個機會。」
不只參與電影拍攝，張庭維更將於本月16
日在松山文化創意園區，為中國文字推廣
協會成立25週年慶典的開幕式舞動大筆、
現場揮毫，要讓更多人看見墨筆在宣紙上
揮灑出的文藝之美。
張庭維認為，書法不僅是項技能，更像
是朋友般的存在。把練習書法當成是經營

彼此的關係，如此寫出來的作品才會富有生
命力、感動人心。他也以自身經驗勉勵大
家，在學習上遇到瓶頸時千萬別放棄，要找
出最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全力以赴，每天
督促自己練習，時間久了便會見到曙光。未
來，張庭維更計畫朝成為書法家的道路邁
進，不怕挫敗的精神加上投入感情的勤練，
張庭維與他這位結識11年「好朋友」的故
事，才正要展開！（文／蔡晉宇、攝影／姜
智越）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美術社於上週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成果發表「嬉皮‧年代」，以大型藝
術品向1960年代的美術風潮致敬！1日開幕式邀請校長張家宜（右二）、
學務長柯志恩（左二）、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講師黃文智（右一）、課外
組組長江夙冠（左一）蒞臨剪綵。張校長致詞表示，很欣賞美術社的創造
力，感謝對於守謙國際中心彩繪圍籬、文錙藝術中心等學校美術設計的貢
獻，並強調美學涵養是八大基本素養之一，希冀該社能讓美學精神在淡江
蓬勃發展。
為展示1960年代流行文化帶來的重大影響，美術社將蒙古包、革命家
切‧格瓦拉，甚至將披頭四的最後一張大碟「艾比路」等精神象徵作品，
搬進黑天鵝，張校長還帶領師長一同在大幅作品前扮演披頭四過馬路，氣
氛熱鬧有趣！美術社社長歷史三的文采姍表示，想藉此活動表達「藝術不
再是藝術，而是傳達社會正面力量的橋梁。」觀展的產經二邱亭華表示，
能感受到美術社作品想傳達的理念，對此時代精神很有共鳴。（文、攝影
／姜智越）

名人開講＠淡江
林義傑 跑出夢想人生

Runner愛跑社於2日邀請超級馬拉松選手林義
傑蒞校分享「新世界‧新極限─沒試過你怎麼知
道做不到」講題，吸引逾130位同學到場朝聖。
他幽默地介紹自己非僅運動員身份，還身兼廣
告、創業多職，期勉同學「不只是跑，還要跑出
夢想！」而他堅持挑戰自我極限的動力就是「上
戰場就要做到最好，絕不讓自己後悔」。同時以
分享艱辛的追夢歷程、自我挑戰等，鼓勵學生勇
敢追夢、跳脫舒適圈；在交流時間，他分析為降
低運動傷害，除應注意肌肉能力是否能負荷外，
搭配機能性服飾、跑鞋也很重要，建議可嘗試多項運動，以避免集中訓練造成傷害。 歷史三葉
恩豪表示，原認為自身條件、熱愛長跑與林義傑相似，但沒想到連其辛苦成長歷程也與自己相
像，很贊同林義傑靠意志力完成目標精神。（文／黃詩晴、圖／愛跑社提供）

棉花糖前團長沈聖哲 音樂夢想之路

以清新的音樂饗宴來詮釋夢想！樸毅青年團於4日舉
辦「在夢想的路上，我們交個朋友吧」巡迴活動，邀
請前棉花糖樂團團長沈聖哲分享對夢想的堅持，並鼓
勵同學勇於宣告夢想，才能激發努力實踐的動力。透
過音樂與臺下約50名同學交流，氣氛融洽。
沈聖哲表示，大學時下定決心做音樂，雖覺得當時
不知天高地厚，但覺得很勇敢也快樂。他特別提到，
當做一件事感到快樂時，可試著積極地去實踐，儘管
會跌跌撞撞，但這些都是成長的一部分。西語三陳彥
汝說：「聽完分享讓我體會在實踐夢想過程中，挫折
都是養分，能轉化成堅持的動力。」（文／莊博鈞、

攝影／王政文）

董智森 談主持技巧

一九OO淡江開講！學生動新聞社於1日晚間邀請中文系校友、
知名主持人董智森蒞校分享節目主持經驗。社長中文三陳安家表
示，盼藉學長寶貴經驗，讓同學了解主持技巧及媒體產業運作。
講座中，他分享踏入媒體的歷程，也舉例在政論節目主持，須
事前對新聞事件做足萬全準備，才能應對來賓發言及掌控節目狀
況。對於學生提問當今媒體生態是否仍建議從事媒體行業？他回
應，記者不僅累積人生歷練也能建立人脈，仍推薦有興趣者可努
力朝記者之路前進。參與者國企三張書寧說：「學習到進入媒體
業，須有良好的應變能力及溝通技巧。」（文／范熒恬、攝影／吳國禎）

背包客連美恩 自助旅行分享

「Be true to yourself！」英語會話社於2日邀請到以「我睡了 81
個人的沙發」一書，進入誠品書店暢銷榜並榮獲台北國際書展非
小說組首獎作家連美恩，蒞校演講，吸引約120人聆聽。
連美恩幽默地分享旅程中的奇聞趣事。經14個月的沙發衝浪之
旅，遊歷捷克、維也納、伊斯坦堡等地，她說：「最大的收穫是
學會聆聽內心的聲音，並發覺世界的多樣性。」想從事沙發衝浪
的大傳二盧怡珍表示，沙發衝浪能有不同的生活體驗，這是跟團
旅遊所無法體會的。（文／陳羿郿、攝影／姜智越）

旅遊作家 943 帶你省錢遊美洲

德瑞克領隊社於2日邀請知名旅遊作家943蒞校，以「帶
你省錢遊美洲」為題吸引人近百人參與。社長英文三王政
文表示「每年寒暑假是學生出遊好好時機，希望藉此演講
幫助同學節省旅費也能更認識本社團。」
943開場時笑著說，名字的諧音「就是省」，立志要幫
大家省錢。過程中，也以自身經驗分享如何買廉價航空機
票、語言不通時該如何因應，以及如何克服旅遊住宿的大
量花費。英文三朱喬蔓表示「今年寒假有旅遊規畫，透過
演講，能讓未來旅程更加省錢而品質不打折扣。」（文／黃國恩、攝影／張令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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