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長盃籃排壘球賽      抽籤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體育處主辦的 105 學年度校長盃籃、排及慢
速壘球賽，將於 29、30 日分別在紹謨體育館籃球場、排球場與操場舉行。
這場本校體育盛事將於 21 日（週五）下午 3 時起，在 SG245 進行抽籤會議，
請各隊派代表參加。抽籤時間分別為籃球下午 3 時、排球下午 3 時 30 分、
壘球下午 3 時 50 分，未出席隊伍一律由體育處代為抽籤。體育處提醒，某
些系抽完籤後可能會有同時間進行籃、排球第一輪等情況，如希望調整時間，
請務必派員至抽籤現場，並於抽籤結束後反映，會議結束後即不再受理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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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讀力拚期中考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服務學習再深
化，本校分別與荒野保護協會及天生國小合
作，讓同學參與有別以往的「校園與社區服務
學習」課程。
　公行一 A 於 9 日由少校教官陳祥茗領隊至五

股溼地，與荒野保護協會合作，共同打擊強勢
外來入侵植物，共 55 位同學在大太陽下拔除
覆蓋原生植物的小花蔓澤蘭，清理出 20 個大
塑膠袋，收穫滿滿。
　陳祥茗教官說明，位於臺北盆地西緣的五股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期中考週來臨，嚴陣以待！春寒料峭中，淡
水校園行人徒步區、美食廣場都可以看到同學們互相討論的身影，覺生紀念
圖書館與自習教室更有許多同學認真念書，希望能努力拚得好成績。
　會計二蔣元元說，「準備期中考還需準備輔系考試，面對非本科系的科目，
會需要更多時間複習，所以在平時就需要安排課業上的學習，才能充足地準
備應考。」電機三呂昆霖分享，「我很喜歡到圖書館讀書，在安靜又聚精會
神的氛圍下，很容易就能靜下心念書，讀書效率也能大幅提升。」

（攝影／林俊廷）

同學齊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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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單車社於教學
行政觀摩週中，帶領 40 位師生，秉持著「希
冀帶上淡江人騎著單車去環島」的初衷，在上
月 31 日由本校出發，進行 10 天 9 夜的「單車
驚奇大冒險」環島之旅。活動結合單車旅遊、
大地尋寶遊戲與定向越野，一路從西濱沿海道
路、南迴公路、花東沿海路線再回到北濱公
路，環臺一圈全程將近 1 千公里。
　第一次參與環島的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李思
潔表示，自己是單車新手，這趟旅程是自我挑
戰的過程，一天騎將近 100 公里看似是不可能
的任務，但因為大家互相鼓勵，而有持續下去
的動力，「未來在生活中遇到挑戰，我會以單
車環島的經驗提醒自己不退縮、勇敢面對。」
　總召國企三李皓威表示，本次路線中增加不
少景點，在路線規劃上是一大挑戰，但看到社
員在回饋單寫到「一個人可以騎得快，但一群
人可以騎得遠」，覺得辛苦的籌劃都值得了。

鐵道社 參訪臺鐵局票務中心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鐵道社於 6 日
前往位於中壢的臺灣鐵路管理局票務中心進行
參訪，在資深老師傅的帶領下，一窺車票的製
作流程，並觀看傳統印刷機、紙本切割機、活
字版印刷機等實際操作情形，讓一行 17 人大
開眼界。
　活動總召、文書長中文二張建偉表示，社課
中時常介紹鐵道車輛、交通運輸等相關知識，
因此特地安排本次參訪，讓社員能認識到鐵道
產業中的各項工作。他說，「我們也參觀了幾
座日治時期即使用至今的機器，還見識到鉛字
印刷版，彷彿置身於不同的時空一般，令社員
們都相當印象深刻！」
　社長運管二徐偉豪則表示，身為一位「車票
蒐藏迷」，藉由這次參訪親眼見證了一張車票
的背後那繁複的製作工法，十分感動！盼社員
都能在社遊中認識到臺鐵悠久的歷史文化。未
來也會安排各式社遊，如參觀臺鐵機務段、捷
運機廠等等，會持續積極申請，讓喜愛鐵道的
社員能增廣見聞。

劍道社 全國學生劍道賽獲佳績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劍道社在「中
華民國劍道協會主辦 105 學年度第 41 屆全國
學生劍道錦標賽」中喜獲佳績！在來自全國男
子 19 組，女子 15 組等優秀參賽隊伍相互較勁
下，本校劍道社在團體得分賽榮獲大專女子組
季軍；團體過關賽獲大專男子組殿軍、大專女
子組第五名。
　上月 25、26 兩日在臺北市立體育館 4 樓，
參賽隊員們各個使出渾身解數，展現辛苦練習
的成果，順利擊出亮眼的名次！社長日文三莊
偉達高興地表示，「劍道社有許多校隊隊員，
因為上學期大專盃成績沒有展現全力，大家
經過一番鍛鍊後，能在這次比賽獲獎真的很開
心，努力也沒有白費。」這次女子組日文二沈
育宣、男子組日文四周郁強都曾在其中一場過
關賽中，作為先鋒擊敗對方 5 位選手，表現十
分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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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陽校園在開心廚房舉辦「DIY 有機紫蘇
梅初體驗」。（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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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電腦教室暨實
習室。（攝影／
何瑋健）

溼地，過去原有萬頃良田，後因長期淡鹹水浸
泡形成溼地，群鷺飛舞。但又因人為排放廢
水、傾倒廢土與垃圾，導致生態被破壞，目前
在政府與民間團體的努力下，溼地生機重現。
他說，「臺灣原生態被外來種入侵的情形很嚴

重，到五股溼地進行
課程，不僅為維護濕
地生態盡一份心力，
也加強同學對外來物
種的認識。」
　公行一李敏綺說，
五股溼地是候鳥南來
北往的驛站，和同學
一起到濕地清除小花
蔓澤蘭，有種郊遊的
感覺；這裡距離都市

環境沒有很遠，卻讓人很放鬆，還能協助環境
整理，真是一舉兩得。

　春雨綿綿中，化學材化一的同學由中校教官
郭碧英帶領，上月 31 日到天生國小進行「反菸
反毒大解密」，50 位同學從無到有，設計出 5
道闖關遊戲卡、製作道具、分組小隊競賽，讓
該校 5 年級學童們透過參與大地遊戲，建立起
反菸反毒觀念與知識，讓危害身體的菸與毒遠
離自身與親友。
　郭碧英教官分享，當天氣候不如預期的好，
同學們卻能靈活地臨機應變，迅速地做好場地
調整，讓活動順利進行，她說，「過程中所有
人都非常投入，跟學童進行遊戲的同時也達到
教學相長的目的，最後再透過抽獎，將反菸反
毒的觀念聚焦，成功地讓學童充分吸收。」
　擔任總召的化學材化一徐毓慈表示，透過活
動學習到有關前期籌備、團隊管理與突發狀況
的解決方式，是非常可貴的經驗，「聽到學童
們反映非常喜歡我們所設計的遊戲宣導方式，
感到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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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聯會攜手淡馬同學會 春遊臺中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百花綻放的春
天，讓人充滿朝氣，6、7 日華僑同學聯誼會
和馬來西亞同學會合辦「Yee 起去臺中」春遊
活動，第一天先走訪 921 地震紀念園區，參觀
1999 年地震後至今仍保存如舊的災害現場，也
去「中社觀光花市」賞花烤肉，最後前往一中
商圈血拼；第二天則前往麗寶樂園、玫瑰花園。
　華聯會會長運管二鄭其致表示，參觀過地震
園區才知道 921 的災害是如此嚴重，難以想像
當時的情況。來自馬來西亞的企管一邱蕙苓表
示，「參加春遊終於讓我有機會走訪臺北以外
的地方，雖然只有短短兩天，但是我卻從中發
現臺中的美麗。」

松濤自治會 給你歐趴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住宿生
努力準備期中考，女宿松濤自治會在 10 日舉辦
「歐趴松給你」溫馨活動，由自治會成員親自
送到寢室給同學們，除為同學加油外，更增添
了親切感，中文一蕭佳芸表示，「剛放完春假，
看到歐趴糖覺得溫馨之外，也提醒自己要收心，
開始繃緊神經讀書了！」不少住宿同學覺得自
治會用意很好，希望能夠持續舉辦，尖端材料
一劉維欣笑說，「感覺收到了祝福，看到自治
會的用心，真的很感動。」

社團繽紛樂

 　單車社順利抵達南迴公路最高點的壽卡鐵
馬驛站後開心合影。（圖／單車社提供）

【網際區】

紫蘇梅初體驗
　【本報訊】蘭陽校園於 12 日在

開心廚房舉辦「DIY 有機紫蘇梅初體驗」，活
動由住校導師資創系副教授黃煌文和惠霖、政
經系副教授包正豪、觀光系助理教授陳意玲與
資創系系學會合辦，邀請社區媽媽蔡秋敏到校
介紹梅園生態，39 位師生採梅後，隨即為梅
子殺青搓毛、進行醃漬脫水、糖釀和靜封熟成
的體驗，並品嘗去年紫蘇梅的醃漬成品。
　負責蘭陽校園景觀的蘇鳳龍表示，校園內
200 顆梅樹歷經颱風、雨季、落山風季節後，
終於於上週進行採收，2 個小時下來約採收百
來斤的梅子，許多師生是首次體驗採梅和製梅
活動，透過活動安排讓師生了解蘭陽校園豐富
的生態。

公行一同學赴五股溼地清理環境。（圖／軍訓室提供） 化學材化一同學赴天生國小宣導反菸反毒。（圖／軍訓室提供）

資圖水環系二手書義賣
　【記者陳柏儒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和水環
系聯手舉辦二手書義賣活動，自上月 27 日起，
在校園內各館設置募書箱，向全校師生募集二
手書。
　活動負責人資圖三劉家珉表示，感謝大家的
協助，目前已收到 200 多本書，希望能再為募
書集氣多多益善。所募得的書籍將於 24 日在
海報街舉行義賣活動，所得將捐贈予中華民國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劉家珉提醒，收書
地點於各館入口，書本種類除暴力等不良讀物
外都可捐贈，希望大家踴躍支持。

愛情不累報名至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我愛你，但
為何無法與你溝通？」同學們也覺得相愛容易
相處難嗎？是不是想要在關係中感覺親密又自
在？諮輔組邀請對愛情想自我探索的同學們、
性別友好團體參加「愛情不累，一起 PLAY」
活動，讓你的愛情溝通不累、相處不累！
　活動時間自 24 日晚上 7 時 30 分起，連續 5
個週一近 8 小時，在 B129 團諮室將有專人與
同學們共同探討與學習。
　活動報名至 21 日止，有興趣的同學請上網
（網址：https://goo.gl/O9Rm87）填寫報名表
後洽諮輔組 B408，詳情也請洽聯絡人：李冠
邑、黃予岑、高紅梅，校內分機 2221。

這群人事物攝影徵稿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日常生活中
總有許多讓自己感到心情愉快的人、事、
物，譬如窗外的樹木、路邊的小花、鄰居家
的孩子和朋友的婚禮。諮輔組即日起至 28 日
舉辦攝影活動「這群人事物」，歡迎全校師
生用手機或相機，拍下相關精彩畫面，佐以
簡單的文字介紹！並將整份稿件以臉書私訊
的形式發給「淡江諮輔組」。該組也將於 5
月 1 日起至 19 日，由全校師生按「讚」票選
出 10 款作品，用以編製 2018 年桌曆，入選
者還可獲稿費 500 元及 2018 年桌曆 1 本。

加退選補繳退費開始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財務處於 17
日（週一）起至 5 月 1 日，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加退選後一般生及就貸生（家庭年收入
114 萬元以下者）之收退費，提供郵局帳戶者，
優先撥入帳戶，歡迎同學逕洽出納組。此外，
補繳、退費單已於 17 日前送達各系所轉發，
請同學親自簽收後儘速至出納組（淡水校園
B304 室、臺北校園 D105 室、蘭陽校園 CL312
室）辦理。本次開放夜間辦理時間，淡水、臺
北校園皆於 18 日（週二）起至 21 日（週五）
每晚 18 時至 20 時；補繳費者亦可利用信用卡
及 ATM 轉帳方式繳費。
　財務處也會以 E-mail 方式，將加退選後之
一般生及就貸生（含書籍費及住宿費）學雜費
補繳或退費名單，傳送至學校信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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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
第一學期之預選課程，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表演音樂一
下，便被拋上空中旋轉兩下，擔任「上層」
的是競技啦啦隊隊長西語三王俊皓，他代表本
校，與數學系校友戴正翔、航太系校友陳昱
宏，以及機電系校友王宏 4 人組隊，2 日前往
新加坡參加「2017 亞洲啦啦隊邀請賽」，從第
五級全男小組中，榮獲冠軍殊榮。
　王俊皓說明，國外賽事與臺灣不同的地方在
於，臺灣乙組對技巧呈現的限制較多，「要
在短短 1 分鐘內呈現許多技巧，不是件容易的
事，我們從 1 月份努力排練至今。」他也說明，
「臺灣目前還沒有全男組賽事，抓到這次全男
小組的比賽機會就想去參加。」王俊皓分享，

以往都是女生在「上層」，能藉由這次賽事組
隊實踐在上層的夢想，並獲得這樣的經驗與成
績，即便練習過程再辛苦都值得。

資傳電子書創作賽獲  佳作
　【記者鄭浩雲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三年級
學生 4 隊伍參加臺灣電子書協會舉辦的第七屆
電子書創作大賽，共有「悲傷電影計畫」、「文
具店一遊」、「以夢為馬」，以及「大中華路」
4 組獲得佳作；其中「文具店一遊」、「以夢
為馬」更分別獲得網絡投票人氣獎第二名和第
三名。他們將於 28 日在台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6 樓國際會議廳接受表揚。
　「以夢為馬」是由資傳三鄭幸佳、王奕樺、

管崢妮共同介紹日本東京神社，由日文三陳哲
祺提供留學時神社照片，加上背景音樂及美感
的介面設計讓人彷彿置身其中。管崢妮說明，
電子書融入 Google Map 街景功能和背景音樂
受到評審青睞。資傳三黃聖志、陳柏佑、錢志
傑、吳柏承、陶存良、朱博聰的「大中華路」
介紹雙北市中華路，黃聖志指出，為顯示真實
感與團隊分工親自前往拍攝當地的中華路和周
圍環境，成了本次作品的一大特色。

　【 記 者 林 佳 慧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資 管 系 於 1、2 日
在學生活動中心舉
辦「 第 四 屆 Hack 
TKU 淡 江 大 學 黑
客松賽」，以安全
社 會 為 題， 來 自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腿，是人的
第二生命！」為了增加下半身的肌肉量，促進
血液循環，體育處與衛保組合辦的教職員工體
適能促進班「強力塑身」，由體育教學組副教
授李俞麟進行四週的指導。
　李俞麟表示，所有運動都是靠腿，要做
好一項運動必須先將腿部肌力的功夫做扎
實，「四週課程內容主題皆不同，分為胸、
上肢、下肢、核心等肌力訓練，希望藉由
課程讓大家學會正確使用器材，訓練不同
部位的肌群，進而設計出一套屬於自己的
運動菜單！」
　平時有運動習慣的圖書館典閱組館員何

雯婷分享，腿部訓練看似簡單，卻使用大量肌
耐力，能夠大量排汗。環安中心技士陳玥合則
表示，運動後精神更佳，希望能持續嘗試不同
類型的運動。

教職員工燃燒脂肪強力塑身

本校教職員工利用午休燃燒脂肪。（攝影／朱樂然）

單車千里環臺平安歸

　啦啦隊隊長西語三王俊皓（中）與 3 校友
組隊赴新加坡參賽奪冠。（圖／王俊皓提供）

資管系舉辦「第四屆 Hack TKU 淡江大學黑客松賽」。（圖／資管系提供）

 鐵道社參訪臺鐵票務中心。（攝影／盧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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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中正大學、交通大學、逢甲大學、
清華大學等 20 組約 80 人參賽。經 30 小時不
眠不休之程式開發作業，由清華大學、交通大
學，以及真理大學組隊「少女殺手好難當，
給女友一點空間爽」獲得冠軍，他們以「Talk 
To You」為題，結合語音辨識技術來解析使
用者的話語情緒，以利輔導員介入諮商。
　活動總召資管三郭家瑄感謝系上教師提供幫

資管系黑客松賽   人聚淡江

助，表示近來社會事件頻仍，因此以安全社會
為題，以程式開發或網頁來幫助改善社會問
題。郭家瑄分享，「看到各校學生聚集本校，
連續 30 小時合作 CODING 只為了設計出能改
善社會問題的 APP 或網頁，很受到感動。」
資管系系主任張昭憲表示，「黑客松賽是由本
系學生自發舉辦，不但盡心舉辦四屆且規模愈
來愈大，真的很不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