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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104
年優秀青年獲獎名單公布囉！全校
共 15 名 學 生 獲 獎， 將 於 12 月 1 日
班代表座談會時由校長張家宜頒獎。
優秀青年為各院推舉，依各院人數
分配比例，文、理、教育、國際研
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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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獎人分別為中文四蔡易修、數學
四鄭惟綸、土木四林靜、機電二林
晉毅、資工四林君龍、財金碩二王
奕訢、財金碩二詹柏庭、統計四陳
姿伶、公行三陳友健、管科四林怡

張修齊

鄭惟綸

多元發展亮眼
萱、德文二溫守瑜、日文碩三張修齊、戰略碩
三陳柏宏、語言四吳奕萱、教科碩二莊雅涵。
今年優秀青年分別曾在課業、競賽、社會服
務、國際活動等領域大放異彩，蔡易修熱衷服
務，擔任過多次活動執行長，他表示，「能在
那麼多優秀同學中受到肯定很開心，服務是一
個互惠的過程，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繼續回饋
社會。」
擁有好歌喉的林靜，在多項大型音樂賽事中
獲得許多獎項，她開心地說：「謝謝系上推薦
我參加優秀青年，能夠獲選覺得十分榮幸，自

張瑋倫以手機做教學互動媒介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教
師教學發展組於 19 日舉辦「借力使
力：以手機為互動媒介」，邀請企
（ 攝影／吳國禎、陸瑩） 業管理學系副教授張瑋倫分享使用
App「socrative」教學經驗，活動與蘭陽校園同
步連線，逾 50 名教師參與。
張瑋倫談到，學生在課堂上愛使用手機、且
教 學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難以阻止，「那就借手機之力吧！在課堂中設
卓越
教學卓越
計題目，讓學生使用手機 App 回答，除了增加
與學生的互動，也讓他們能更加專注在課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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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23( 一 )
8:00
11/23( 一 )
8:00
11/23( 一 )
8:00
11/23( 一 )
8:00
11/23( 一 )
8:00
11/23( 一 )
8:00
11/23( 一 )
8:00
11/23( 一 )
8:00

戰略所 戰 略 所 調 查 局 參 訪 活 動
網路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教發組 教學助理創意課程─用 App 輔助
網路報名 課堂互動 (http://enroll.tku.edu.tw/)
教發組 教學助理才能課程－ Excel 教學應
網路報名 用與實作 (http://enroll.tku.edu.tw/)
教發組 學教中心「學教翻轉」明信片徵
網路報名 圖活動(http://enroll.tku.edu.tw/)
教發組 Mentor and Mentee教學經驗
網路報名 分享(http://enroll.tku.edu.tw/)
參考服務組 啟動你的APP學習開關Part 1–實用的雲
網路報名 端科技與APPS(http://enroll.tku.edu.tw/)
職輔組 如何開口談到好薪水(http://enroll.
網路報名 tku.edu.tw/，報名至24日11:00)
職輔組 打造完美職場入場劵：履歷自傳撰寫技巧(
網路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報名至25日11:00)
11/23( 一 )
職輔組 社會新鮮人「面試英語」技巧(http://
8:00
網路報名 enroll.tku.edu.tw/，報名至26日11:00)
11/24( 二 ) 戰略所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招生
12:00
T306
說明會-淡水場
11/24( 二 ) 航太系
2015航太系預研生說明會
12:10
E787
11/25( 三 ) 教發組
數位化的學教翻轉經驗分享
12:00
I501
11/25( 三 ) 參考服務組
圖書館資源服務大揭密(1)
14:00
U301
11/25( 三 ) 境輔組 國際文化萬花筒-外交部國際
18:00 T10樓交誼廳 青年大使分享
11/25( 三 ) 星相社
星宿手相講座
19:00
T110
11/26( 四 ) 海事博物館
影片欣賞-超級艦艇
10:10
海博館4F
11/26( 四 ) 參考服務組
圖書館資源服務大揭祕(2)
18:00
U301
11/27( 五 ) 境輔組 「國際文化萬花筒」交流分
12:00 T10樓交誼廳 享座談會3

大四導師
訓輔人員研習輔導知能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諮輔組於
16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4 學年度
大四導師暨訓輔人員輔導知能研習會」，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致詞時表示，現今社會
經濟不景氣，就業對同學來說是一大課
題，因此職涯輔導對學生來說就顯得更重
要。接續則由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化大
學 EMBA 授課教師朱承平主講「談身處激
變時代大學與大學生：期待蛻變的綻放」。
朱承平首先說到當前時代的變化對青年
學子的衝擊，說明即使現今資訊取得愈
發容易，但篩選與轉化成知識卻愈來愈困
難。此外，他針對同學們生涯發展給予建
議，鼓勵同學由單一專長，發展成兩項以
上專長。朱承平並引用杜克斯大學的經典
思維，如「不要輕易說不」、「不要懼怕
不確定性勇於面對它」等 13 項，帶領全
場思考生命和學習的價值，最後則推薦了
許多國內外課外讀物，他認為可藉由書本
與古今中外的優秀人才對話，累積智慧。
綜合座談時間討論熱絡，教師多數反應
演講者具有國際觀，也十分了解業界脈
動，慣以舉用許多小故事方式引人思考，
實在受用無窮。

揪讀書搏

學習與吸收。」張瑋倫首先簡介使用 socrative
介面和題目設計等功能，現場聽講的教師也下
載 App、同步操作。會中另有準備題目，讓教
師體驗分組競賽的線上功能，模擬學生使用的
狀況。他提醒，人數大約 50 人為上限，教師
可以依照課程內容選擇設計題目的設計。
會計系副教授陳叡智說，「這款 App 很有
趣！不但讓課程更多元，也能引起學生更多的
關注。」

All Pass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上週適逢期中
考週，淡水校園行人徒步區、美食廣場中看到
同學們互相討論的身影，其中覺生紀念圖書館
前更是一早就長龍大排，希望拚得好成績。日
文二王昱翔說：「本次準備期中還有準備輔系
考試，第一次面對非本科系的陌生科目，有點
手足無措，平時會更用心課業學習。」

社團繽紛樂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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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

詹柏庭

毅在大一時，就獲得「2015 茂迪盃─太陽能
光電應用設計創意競賽」全國第一名，他特別
感謝一路栽培他的老師及一起比賽的同學，未
來也會繼續參加不同的競賽。統計四陳姿伶在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中的 Word 組、Excel
組、Power Point 組都曾榮獲獎項，表現突出，

（ 攝影／吳重毅、吳國禎）
獲選優秀青年讓她在未來更有動力充實自己。
身障生溫守瑜克服生理障礙，將於本月在中
正紀念堂舉辦個人畫展，積極的正向態度向令
人動容，得知獲獎，她開心表示從未想過可以
獲選，未來也會繼續努力。熱愛旅遊的吳奕萱
曾以自助背包客方式到 21 個國家旅遊，藉由
到國外旅行還有當志工，接觸許多不同文化，
增廣見聞之外，也讓她更了解自己。

體育事務處已連續 11 年舉辦校慶盃高
爾夫球競賽，本次競賽於 16 日在新淡水
高爾夫球場熱鬧開賽。校長張家宜（中）
親臨開球，另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左一）
與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
川（左二）、前商管學院院長蔡信夫（右
二），以及教務處教務長鄭東文（右一）
也共同擔任開球貴賓，有逾 40 位教職員
及校友熱情參與，整個場面宛如聯誼會，
互動熱絡且溫馨。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這項高爾夫球賽
已舉辦超過 10 年了，每年都趁著秋高氣爽的
好天氣來打球，這次校友們也如往年一樣踴躍
出席，除了有助於增進教職員和校友間的情誼
外，對精進球藝也有正面效益，同時達到運動

健身的效果。」總桿冠軍由蕭淑芬以總桿 81
桿的佳績再度蟬聯，淨桿冠軍則由公行系校友
許兩傳奪得，張校長也獲得幸運獎與二近洞
獎。（文／本報訊、圖／體育處提供）

信心提升不少呢！」
夢想當發明家的林晉

校慶盃高球賽 11 年 促校友情誼

衛保組籲 定期健檢遠離愛滋
企 管 系 副 教 授 張 瑋 倫 分 享 使 用 App
「socrative」教學經驗。（ 攝影／盧一彎）

邱文輝示範烏克麗麗技法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5 日烏克麗麗
社舉辦名人講座，邀請在 2014 馬來西亞國際
吉他嘉年華會中，勇奪烏克麗麗冠軍的邱文輝
來校以「邱文輝與他的烏克麗麗」為題演講。
邱文輝分享，「我在 2012 年的春天練習了
人生第一首演奏曲－ Let's Dance，從此著迷於
烏克麗麗的動聽旋律。」愛上這來自夏威夷的
樂器後，他希望和來自各地的烏克麗麗愛好者

王奕訢

分享每一首動聽歌曲，演講中也示範烏克麗麗
彈奏中較少出現的技巧，如二指法和輪指。
社長會計三趙瑞恩表示，烏克麗麗小巧可愛
又攜帶方便，彈奏出來的聲音輕鬆、愉快，非
常適合各種年齡層學習，「希望下學期有機會
能再邀請到邱文輝以演奏會方式呈現。」也表
示未來會添購社琴數量，讓非社團的同學也能
在講座中接觸烏克麗麗，體會其中趣味。

烏克長老試驗 ALL PASS 尋寶任務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為體恤大家準備期中考的辛苦，烏克麗麗社於 10、12 日舉辦
ALL PASS 尋寶任務「來自於烏克長老的試驗」，社員要錄製一段 15 秒以上彈奏烏克麗麗的影片，
通過烏克長老給的試煉後，便拿到烏克麗麗社精心準備的豪華版歐趴糖，有同學在通過試煉後
用極為興奮的口吻大喊：「原來我會彈唱了！」社長會計三趙瑞恩笑說，「希望有了烏克長老
的加油打氣，每位同學期中考都能順利 ALL PASS ！」其中，較為特別的影片為一位盲生所錄製，
社長感動地表示 :「每次社課時，他都非常努力學習，跟上大家的腳步，看見他有這樣的成果為
他感到開心。」日文一林瑜璇開心地表示，「吃了歐趴糖，我似乎更有動力為期中考努力囉。」

禪學社學習專注以提高執行力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禪學社於 13 日舉辦「高效能執行力」講座，邀請三芝國中專攻
禪學的國文老師盧玫如為社員們分享。她表示，達成高效能執行力之方法除了時間管理外，還
有內在能量的累積，而能量累積的第一步即為「專注」。透過禪定能提升專注力，並達到高效
能的執行力。
社長化學碩二陳俊谷表示，盼社員能藉由講座學習專注的方法，提升執行力。水環四李玉蓮
分享，「講座給了我不同以往的思維，提升專注力，再做好時間管理，能更效率的完成。」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雖然大家都知道
預防愛滋病的重要，但根據統計，近年來感染
愛滋個案有年輕化趨勢！為推廣年輕族群落實
安全性行為，並宣導早期檢驗之概念，進而達
到預防愛滋病等性傳染疾病之目的，衛保組與

法治教育講習 宣導學生權益
內政部警政
署保一總隊警
官李亨明來校
演 講 法 治 教
育。（ 攝 影 ／
吳國禎）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全校教
職員法治觀念，生輔組於 19 日舉辦「教職人
員法治教育」專題講座，以加強校務人員人
權觀念，邀請內政部警政署保一總隊警官李亨
明演講「個資法與學生違規處分時須注意的原
則」宣導拓展法治教育的深度及廣度。
李亨明說明在法治化的當今社會，學校行政
上應貫徹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接續詳述個資法
定義、範圍，引用重點法條並講述案例。此外，
有鑑於學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係，在大法官
釋憲後有所變動，學生的權益受到更多保障，
李亨明除解釋當前的法規原則外，並提醒教職
員在行政上尤其需要注意。
來聽演講的總務處組員劉桂香說：「李警官
演講時都有引用生活化的案例，聽起來更好理
解，學生權益在制度上有所改變，往後在處理
相關事件時我會更謹慎，真是獲益良多。」

用音樂關注
陪伴弱勢孩童

品德之星
「我喜歡做很酷的事情！」企管三李可人開
朗地說，從小就深受音樂薰陶，喜愛樂器演奏
的她，自從一年前開始，應「多加幸福婚姻促
進協會」邀請，每週定期赴桃園楊梅四維國小
教導弱勢孩童音樂課程。
李可人表示，在授課過程中，看見孩童從不
識琴鍵到能彈奏出樂曲；與孩童間的關係，從
最初的陌生到現在每次上課都受到熱烈歡迎，
在在都讓她感到開心與成就感。她認為，「能
用自己最喜愛的音樂來帶領偏鄉孩童成長，看
著他們在課程中獲得快樂，沒有比這更酷的事
情了！」這是她延續熱忱，每週不辭辛勞前往
授課的原因。
來上音樂班的學童多來自弱勢的高關懷家
庭，「因單親或隔代教養，導致家庭功能不彰，
因此孩童的學習意願低落、失去自尊心，更有
誤入歧途的。」李可人期許自己扮演著帶領孩
童們進入音樂世界的角色，除了教導樂器演奏
技巧，也潛移默化待人處事的態度。

李可人發現，「孩童們有時會厭倦練習、調
皮搗蛋，或是因個人因素武裝自己，以致上課
時不大順利。」這時她便放下「老師」角色、
改以「朋友」的角度與孩童溝通，傾聽問題，
她認為信任感建立於互相的理解與感受之上。
在一次成果發表會中，音樂班的孩童們到一
所身心障礙學校表演，當時孩童的回饋讓她格
外印象深刻，「他們在接觸身心障礙者後，發
現自己能自由跑跳活動，沒有殘疾的拘束，已
經比別人更幸福，從中領悟到感恩與惜福。」
這次經驗除了讓孩童成長，更讓身為老師的李
可人感到無比欣慰。
但也有讓她感到挫折的案例，「之前有位孩
童因犯下刑事案件而逃到外縣市，這讓我很
難過，覺得即便自己再努力，也無法讓所有的
孩子都遠離不法。」但她了解這涉及的層面很
廣，因此樂觀的她願意繼續帶領課程，盡力讓
更多孩子從音樂中獲得成就感與自信心。
由於課程的時間與資源有限，李可人笑說，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或許無法帶給孩童非常紮實的樂理或技巧訓
練，但我會想方設法讓孩童能彈奏出樂曲，當
他們感覺到自己的進步，就會持續喜歡音樂，
享受這每週兩小時的音樂課。」上完課時都會
進行禱告，她最近發現孩童們除了謝謝神、謝
謝老師外，更多了「謝謝自己」，這份對自我
的鼓勵與肯定，讓李可人倍受感動。
除了四維國小，她也曾在淡水坪頂國小進行
3 個月的音樂志工服務。她堅定地說，「只要
有機會，我將持續讓孩童從學習音樂中正向成
長！」相信李可人的生命也將因此更顯精采！
（文／盧逸峰、圖／李可人提供）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新北市衛生局合作於本校新生健檢時設立免費
愛滋病衛教諮詢服務站「守護健康定期檢，快
樂幸福愛滋遠」，進行問卷調查，並合作舉辦
抽獎活動。
衛保組護士李青怡表示，從問卷整理與分析
中發現，本校學生雖知道性行為前不僅要選購
安全的保險套並全程正確使用，卻不知要搭配
的潤滑液是「水性」而非油性。她提醒，對於
愛滋病應定期篩檢，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以有
效控制病情，「若有不安全性行為，則要定期
接受愛滋篩檢，以杜絕愛滋及性病感染，建立
正確之性病防治觀念及自我風險的評估，才能
享受健康美好的性與愛。」抽獎活動由資圖系
林同學及統計系蔡同學抽中 Zenfone5 手機，獎
品另有 Sony 藍芽耳機及行動電源。

社團大聲公

淡江造夢者

你有夢
想 嗎？ 本
學年度新
成立的社
團—淡江
造 夢 者，
是由一群
充滿夢想
的夥伴所
組成的社
團。 社 長
資工四江衛錡表示，「我們堅信每個人都有
夢想，創造夢想後，因築夢踏實、因實踐而
精采，也讓生活充滿意義。」他又補充，「也
許我們的開始是微不足道的，但在不可知的
未來，也許我們有夥伴可以成就偉大的行動
或思想。」
他強調，這學期社團最重要的活動是分組
創業競賽，所以提供多元課程，如商品營運
販賣模式，由講師帶領社員們分析產業結
構，避免同學在一頭霧水的狀況下，魯莽創
業，走冤枉路。加上市場波動瞬息萬變，如
果能夠掌握最新工具，便有機會成為專家，
因此透過網站架設與數位行銷新發展的課
程，讓社員了解如何與市場對話，獲得市場
營運的第一手情報與資料。
江衛錡笑說：「偷什麼都犯法，就屬偷經
驗不犯法。」另外，除了精進社員的創業
底子外，也利用假日時間做公益，在服務中
快樂學習。「我們找的不是社員，是一輩子
的夥伴；我們玩的不是社團，是一輩子的事
業。」這是造夢者社的宗旨，它扮演了企業
與夢想者間的橋樑，幫助他們實現心目中的
夢想藍圖。江衛錡：「與其整天作夢，不如
實際行動，期待你們的加入。」（文／林妍
君、攝影／盧逸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