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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蔡晉宇專訪】走在校園，不時可看見
一個懷抱著「蜥蜴」的女孩，讓人忍不住多看
幾眼，她是從小就喜歡飼養各種小動物的建築
二李宛婕。凡舉兔子、烏龜、蜜袋鼯、蛇、蜥
蜴、蠑螈，都曾經飼養，其中和她感情特別好
的就是這隻「鬃獅蜥」，李宛婕為牠取了個響
亮亮的名字「皇上」，這也是她唯一有取名字
的寵物。
　李宛婕和皇上形影不離，上學也帶著，「鬃
獅蜥是人類飼養爬蟲以來，歷史最悠久的品種
之一，皇上溫馴沒有攻擊性，也不會亂跑，很
適合跟在身邊。」摸了摸身旁的蜥蜴，她接著
說，「牠就睡在我枕邊，我還會幫牠蓋被子。」
　既然是生活中親密的小伴侶，照顧上自然馬
虎不得，「像最近天氣轉涼，我會用保溫設備
替皇上的環境加溫；鬃獅蜥雖是雜食性，但容
易缺鈣，稍不留意很可能導致生病，因此我會
在食物中加鈣粉，有時候都有種真的在服侍皇
上的感覺呢！」她笑著說。
　由於蜥蜴沒有聲帶不會發出聲音，加上個性

溫和，常人很難察覺牠們的異樣，「但在一起
兩年了，在我眼底，皇上的一舉一動都是有意
義的。」她舉例，「曬太陽時，皇上會特別有
活動力，而當牠一直來回走動時，我就知道是
想上廁所了。」
　剛開始照顧這隻鬃獅蜥時，「牠大約只有手
掌大，相當迷你可愛。」但一般人還是不太敢
接近，「起初媽媽也覺得蜥蜴模樣可怕，都不
太喜歡看到牠。」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有次
李宛婕回家時，把蜥蜴放在淡水宿舍兩天，
「沒想到媽媽還著急地問，怎麼沒有把皇上帶
回家呢？不會有問題嗎？」
　不僅備受李宛婕家人關愛，皇上在學校也享
有高人氣。建築系同學們總會窩在建築系館的
工作室繪圖、製作模型，大夥兒忙碌之餘的小
確幸，便是和皇上玩耍。李宛婕的同學分享，
「摸摸牠那鬆軟的背，感覺特別療癒，有紓壓
的效果。有時同學間傳來傳去，連主人也會一
時找不到皇上蹤影，熱門程度儼然是系上的寵
物明星。」更有同學因此也養起蜥蜴，遇到飼
養上的疑難雜症，李宛婕自然成了最佳解惑對

象，她不忘打趣地補充，「安靜不囉嗦的蜥蜴，
可說是相當適合陪伴忙碌的建築系同學。」
　深夜的建築系館 5 樓工作室依稀亮著燈光，
燈光下是李宛婕畫著設計圖的身影，身邊的皇
上靜靜地坐在一旁，雖然不會發出聲音，也面
無表情看不出喜怒哀樂，但總是踏實地陪在主
人身邊。對李宛婕而言，「皇上早已不是寵物，
牠是我親密的朋友、家人。」

校園話題   物

建築二李宛婕

辛卡的插畫人生報名      止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配合 66 週年校慶，淡江時報社將於 25 日中
午邀請漫畫家辛卡米克（校友高商議）在 H116 以「辛卡的插畫人生」為題
分享。辛卡米克求學時期曾在本報繪製並連載漫畫〈阿蛋與阿薑〉，目前漫
畫已復刊於「TKU 學生大代誌」App（Android 版）中，當日他將分享當年
創作漫畫的故事。歡迎全校師生 25 日一起來下載 App ！現場將抽出 20 位獲
得《阿蛋與阿薑》作品集的幸運者。自即日起報名至 24 日 12 時止，快上活
動報名系統報名吧！（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瘋行銷   講座     熱烈開講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對行銷有興趣照過來！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將於 24 日、27 日及 28 日舉辦《瘋行銷》課程，邀請故事殿堂創辦人
李明璋、匠心文化創意行銷有限公司數位整合行銷總監鍾婷，與網路行銷創
億學堂創辦人林杰銘，為大家講授故事行銷、社群行銷文案撰寫，以及網路
微型創意行銷的攻略。
　對創業或行銷有興趣的同學，心動不如馬上行動，人數有限額滿為止，請
快上活動報名系統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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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服務 藝術節好秩序

 打卡推瞬時人才領袖講堂

　【記者詹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同學的服
務能量大爆發！由新北市政府主辦的第八屆
「淡水環境藝術節」踩街活動於 1 日在淡水街
頭熱鬧展開。修習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的資傳
一 A 與歷史一 B 共 102 位同學，在上校教官
王國安與少校教官林宥馨帶領下，除負責協助
維護與引導踩街活動秩序外，還整理表演團體
的環保道具、環境清潔，並參與活動演出。
　藝術踩街活動猶如小型嘉年華，43 支表演
團隊裝扮成各式造型，歷史一 B 同學也在表演

寵愛爬蟲動物 鬃獅蜥伴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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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飛
鏢吧！
本學年
新成立
了體育
性社團
競技飛
鏢社，
社團幹
部們將帶你認識這項既有趣又刺激的運動。
社長資圖二李育儒說，「我是在與好友的聚
會上偶然接觸競技飛鏢，從此便不可自拔，
也積極參加相關競賽。」
　李育儒希望能透過成立社團推廣競技飛
鏢，讓更多人認識它。因為社課的進行方式
需要機台設施輔助，所以都安排在校外場地，
離學校近的「時光森林」是優先考量，「社
團幹部們與店家洽談爭取週二晚上場地的優
先使用權，也特別為每一位入社社員準備一
組屬於自己的飛鏢，讓社員們有好的環境練
習射鏢。」
　李育儒進一步說明：「這是一項老少咸宜
的活動，新進社員即使完全沒有經驗也沒問
題，我們會聘請專業鏢手在社課中指導大
家。」他歡迎大家一起來體驗。
　副社長資圖二陳宗賢分享自己接觸這項運
動後的心得：「當我在射鏢的時候，專注力
會十分集中，讓我能靜下心來思考事情。」
他鼓勵想要訓練專注力的同學們一起來練
習，也表示未來競技飛鏢社將會舉行小型比
賽與其他學校交流，屆時歡迎全校師生共襄
盛舉。（文／簡妙如、攝影／陳柏儒）

社團大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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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18(二)
12:00

遠距組
T307

無線投影裝置融入教學研習會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17(一)
18:00

蘭陽主任室
CL328

波蘭華沙大學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

10/17(一)
19:00

蘭陽主任室
CL328

美國沙福克大學留學經驗分享座談
會

10/17(一)
20:00

蘭陽主任室
CL328

捷克查爾斯大學留學經驗分享座談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活動看板

方面協助操作大型人偶、拿燈籠旗等等，歷史
一易偉騏更擔任環保戰士，負責背起道具完成
任務，他表示，「雖然在表演過程有些辛苦，
但看到觀眾熱情的反應，頓時獲得滿滿的正面
力量，能為活動貢獻心力十分有意義。」
　資傳一 A 同學們則在熱鬧的現場維護動線，
並注意音響設備，讓現場音樂維持良好狀況，
同時引導隊伍行進。資傳一謝明縉分享，「當
天我擔任的是攝影任務，強烈感受到民眾的熱
情，更體會到動線順暢的重要性。」

　王國安說明，「現
場逾 2 千民眾，難免
會過度靠近表演隊
伍，本校學生便必須
跟民眾溝通，達到不
起衝突又能維護表演
隊伍的任務。」林宥
馨則認為，「參與的
學生十分認真盡責，
在參與活動時也相當

吳姍儒新科金鐘獎得主暢談選擇 社團繽紛樂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大使團於
12 日晚間舉辦名人講座，希望能藉由名人分
享相關經驗，來提點同學們尋找人生方向。當
晚的「Sandy 吳姍儒 x 國際大使團『選擇．勇
氣』」，邀請到甫獲 2016 金鐘獎最佳綜藝節
目主持人獎的「小明星大跟班」主持人 Sandy
吳姍儒來校分享，吸引逾 270 人聆聽，擠爆
B713 教室。
　Sandy 分享她如何賦予自己的勇氣去做選
擇，包括獨自留學時的經驗與成長、從英文老
師到主持人做了什麼樣的努力來適應演藝圈生
態，也應同學提問，分享主持技巧。講座在
Sandy 和水環三徐瑋辰合唱歌曲，並與 70 位同
學一一單獨合影下，劃下圓滿句點。徐瑋辰表
示：「我一直都很喜歡 Sandy 從容的主持風格，
讓人十分舒服，所以想把她的優點學起來，聽
完這次講座，我越來越想以她為學習標竿，成
為一個能隨時掌握氣氛的主持人！」

種子課輔社  分享兒童帶領技巧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種子課輔社於
11日邀請校友高郁萍返校傳授兒童帶領技巧。
高郁萍藉由互動遊戲讓社員們動起來，和原本
不熟識的人交談，並且進行合作。
　社長日文四尤怡樺感謝地表示，「學姐擁有
豐富社團經驗，她激發我們思考不曾遇到的問
題，並啟發我們思考解決問題需扎實的訓練，
結合實際經驗與狀況，來做處理。」社員會計
一劉力嘉表示，「透過學姐的分享，不論是跟
小孩互動還是服務的心態，都讓我有新的看
法。」

國際事務研習社  分析南海仲裁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研習
社於 12 日晚間舉辦「南海仲裁的影響分析」
講座，邀請到戰略碩四陳柏宏為大家從歷史脈
絡出發，再切入南海仲裁問題。
　講座中先針對一些專有名詞做解說，像是領

海基地、經濟海域等等，也談到南海
在各國主權聲索下的情勢、仲裁案的
裁決法庭，例如：聯合國國際法庭、
常設仲裁法庭。同時討論到國內觀點
及媒體資訊，並帶領大家反思。
　社長經濟三宋威頤表示：「我認為
臺灣需要國際上的認同和影響力，因
此了解國際事件是重要的事，南海仲
裁也和臺灣息息相關，所以我希望藉
由這場講座讓大家能更了解這些國際
事件，並且能進行反思。」

　資傳一 A 同學們在熱鬧的淡水老街，手持「藝踩瘋街」旗幟維護踩街
活動動線。（圖／軍訓室提供）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百香果的滋
味－志願服務基礎訓練」開始報名了！此訓練
可增加同學的服務知識，並提升服務熱忱，更
能協助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課外組增加兩梯
次志願服務訓練，第二梯次及第三梯次報名日
期分別是即日起至 26 日及 11 月 16 日。
　課程除協助同學自我了解外，還提供志願服
務的法規、內涵、發展趨勢、服務倫理及經驗
分享，讓同學學習到更多對服務的知識。持有
紀錄冊滿 3 年以上，服務滿 300 小時者，更可
申請志願服務榮譽卡，免費進入多個國內景
點。歡迎有興趣的同學上活動系統報名。（網
址 http://enroll.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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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何瑋健）

　住宿輔導組於 10 至 12 日，分別在松濤一至
三館舉辦消防安全逃生演練，為確保住宿生於
住宿期間的人身安全，每間寢室至少推派 1 名
代表出席，一連 3 天共逾 500 名同學參加演練。
　住輔組組長丘瑞玲表示，「舉辦消防演練時
住宿生都非常配合的參與，可以讓他們了解緊
急事故發生時，該往哪個方向逃生，與如何使
用滅火器等消防設施。」
　演練中帶領同學認識松濤各館及各樓層的安
全門、滅火器、消防栓、安全警示鈴位置，以
及消防鐵捲門位置、逃生方向平面圖和疏散地
點。中文三劉千毓表示，「透過消防演練，讓
我們對於遇到災害時的應變有很大幫助。」
（文／廖吟萱、攝影／陳柏儒）

融入自身角色，大家都很努力地完成任務。」
　繼 1 日踩街活動後，淡水老街的觀潮藝術廣
場於 15、16 兩日搖身成為歷史舞台，環境藝術
節的市民劇場「西仔反傳說」登場！財金一 A
與西語一 B 共 143 位同學，在少校教官孫宥慈
與少校教官陳聖達帶領下，參與活動進行。
　兩系同學分成多組協助，從前台的發放手
冊、處理民眾諮詢，觀眾區的位置擺放、清潔、
引導，至舞台周圍的安全管制，以及在愛心區
幫忙受傷民眾擦藥與協助身心障礙者的引導等
等，皆可看見本校同學們忙進忙出的身影。
　更有 16 位財金一 A 同學參與神明操偶及操
作龍舟的表演，財金一陳姵涵說，「第一次參
與龍舟表演感到十分新鮮，雖然在課後有些排
練，但不覺得辛苦，反而是一件有趣的事。」
　孫宥慈希望同學能藉著承辦公眾表演，學習
並了解到每個人都是小螺絲釘，唯有將自己的
工作做好，才能讓活動順利的完成。陳聖達期
望同學能藉由此次活動，體驗服務他人的感受，
也透過市民劇場的表演，了解淡水歷史。

當我們    在一起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當我們讚在一起！」上週配合校慶公關文
宣組與天下雜誌於 15 日合辦的「瞬時人才領袖講堂」，在覺生紀念圖書館
出口處設有打卡活動。同學們拿起手板，與台灣微軟總經理邵光華、Yahoo
奇摩董事總經理王興、廣達集團雲達科技總經理楊晴華 3 位傑出校友「讚」
在一起合影！ 5 位參加打卡活動幸運兒將獲得 line 貼圖代幣獎品。本週配合
建築系舉辦大師講堂，邀請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民演講，只要拿起導演場記
板、TKU 大聲公手板拍照打卡，即有機會抽中 Line 貼圖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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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一郭葦白（橘衣）和易偉騏（黑衣）
兩位同學擔任環保戰士。（圖／軍訓室提供）

資傳 歷史
財金 西語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清出舊衣，家
裡空間可以變大，也讓舊衣找到適合的新主
人，發揮更大的價值。樸毅志工社社長統計二
陳睿杰呼籲，快讓家中不穿的舊衣變愛心，賦
予每件舊衣新生命，並給予弱勢者溫暖。
　樸毅志工社從今日（17 日）起至 21 日為期
5 天，在商管大樓 3 樓門口前，每日 9 時至下
午 5 時，舉行「舊愛新用」舊衣募集活動，期
盼全校師生能夠前來為弱勢族群盡一份心力，
募得的衣服將全數捐贈心怡基金會。
　陳睿杰表示，「心怡基金會是由精神障礙者
的家屬成立，協助精神障礙者透過整理、分類
舊衣的過程，獲得自信及成就感。也可以習得
一些生活技能，藉此獲得工作機會，並得以及
早復原，成功重返生活常軌。希望募集到的物
資可以有重新利用的機會，我們也會向捐贈者
說明物資處理的方法及活動精神。」希望全校
師生們能共襄盛舉。

有志服務者請看這裡

樸毅社募舊衣

百香果的滋味

舊愛新用

教導逃生動線

松濤   人演練消防500
　2016 金鐘獎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獎得主 Sandy 吳姍儒，
12 日應國際大使團邀請，來校演講。（攝影／何瑋健）

同進社  介紹臺灣同志遊行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同進社於 12
日晚間，舉辦「和小白一起！台灣同志遊行介
紹、看板口號發想」講座，邀請本屆臺灣同志
遊行的媒體發言人、前任總召小白來校分享，
活動吸引逾 40 人參加。
　透過分享，讓大家了解同志遊行的訴求與進
程，並了解在臺灣社會發展脈絡中，關於同志
文化、人權的推進，更藉由遊行經驗，帶領大
家從中找出自己的訴求，進一步從討論中激盪
出更多有意涵及有趣的標語。
　社長中文四陳佳蓉表示：「活動中，我聽見
大家各自從自己的生命經驗及現實事件中，討
論出對議題的想法後提出訴求。雖然會因立場
不同產生爭執，但也因此能增加討論層面，維
持同志社群文化多元並存的人權價值。」

攝影社  學習紀實攝影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13 日晚間，
攝影社邀請曾任職於媒體近 12 年的資深攝影
師陳建仲（煙斗客）為社員們解說紀實攝影的
技巧，並在課堂上分享他透過鏡頭深入社會底
層的故事。
　社長運管二何敏鈴說明，「煙斗客跟我們社
團長年保持密切關係，我們都會邀請老師進行
講座，本週與下週都是由煙斗客帶我們以鏡頭
觀察平時不曾留意，或難以抵達的黑暗角落，
很發人深省。」社員企管四李建旻表示，紀實
攝影其實相當廣泛，拍攝題材在身邊觸手可
及，「我很期待下週煙斗客老師精彩的分享。」

插花社  解析西洋插花法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3 日晚間一進
L204 教室，花香就撲鼻而來，插花社本學期社
課以講授西洋插花法為主，在社團指導老師葉
寶詡與陳杏枝的教學及每個禮拜花型練習下，
每位社員都受益良多。
　社員教科二張東鳳分享，「一堂一堂這樣學
習與實作，不論是設計、顏色與花種的搭配都
讓我體認一種新的美。」社長中文二黃郁庭預
告，「學期末將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成果展，
這是插花社的傳統，希望藉此能讓更多同學知
道插花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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