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於11月
20至23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經濟的五度空
間」展，將系上近年來的創新教學活動向全校
展示。20日開幕典禮中，邀請學術副校長何啟
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和學教中心執行長張鈿
富等嘉賓到場致詞與鼓勵，且皆給予活動負責
人經濟系主任林彥伶極高的讚賞與鼓勵，一致
認同林老師很有活力，是系上的資產，用心凝
聚學生們團隊努力，並預祝活動圓滿成功。現
場逾200位師生共同參與。
　此次展覽包括經濟系二年級總體經濟學的專
題成果、經探號柬埔寨成果小站、閱讀書區

等。四天的展期，每天皆有抽大獎的活動，期
望觀展者不僅可以獲得滿滿的經濟知識，更能
體驗抽獎樂趣。
　除了靜態展外，也規劃一日大學生的小教
室，在20日與22日邀請文化國小、玉成國小的
學生來體驗一日大學生活，以簡單的遊戲了解
經濟學的原理，透過闖關活動來認識淡江校
園；另外也有演講專區，20日至22日邀請實踐
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副教授鍾建屏、有田
有米工作室負責人吳佳玲、Alphaloan共同創辦
人黃亮銓三位講師，為大家帶來精彩的演講。
林彥伶分享：「這次的展覽呈現了我和學生團

隊過去幾年做得教學活動，也讓我
們重新整理與審視過程與結果的好
壞，也是一種自我反思的活動。在
籌備過程中，我們也再次獲得了學
習與成長，甚至再往前思考未來我
們還能再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
經濟三趙葳表示：「之前上過彥伶
老師的課，覺得很有意思且生動。
聽聞這次活動由他主辦，因此想看
看如何把經濟靈活呈現。」

　107學年度優秀青年獲獎名單出爐！本次共計15名優秀學生獲獎，分別
由各院推舉，依各學院人數分配比例，文、理、教育、國際事務、全球
發展學院各1名；工、外語學院各2名；商管學院6名。今年優秀青年品學
兼優，在學術研究、競賽、公益服務、國際交流及系上業務等領域大放異
彩，均具有創建及具體優良事蹟。
　獲獎人有中文三沈彥希、數學碩一董庭諭、土木碩一陳善婷、航太碩一
温語昂、國企四林佩萱、財金四殷鈺琪、吳妍霏、產經博一高衡權、資管
三王莉婷、公行四嚴祺瑋、西語碩三陳宜裙、日文碩二童曼禎、歐研碩二
趙洵、教科四張東鳳、政經四楊薏茹。
　温語昂致力研究無人飛行載具領域，曾獲得最佳優良報告獎第二名，今
年暑假參加國際航空科學青年學者學術會議榮獲最佳論文榮譽。
　林佩萱積極參與兩岸交流活動，擔任過南京大學高等研究院短期訪台研
習團之學伴，代表淡江參與天津大學海峽兩岸青年東西文化論壇、中國人
民大學兩岸學子彩虹計畫。
　嚴祺瑋亦是上學年度優秀青年得主，屢獲學業獎學金、商管學院院長獎
等多項殊榮，並擁有4張微軟MOS大師級證照。
  楊薏茹曾交換至印尼日惹Universitas Gadjah Mada社會科學院一年，期間拍
攝「Sampun Kesupen‧The Story Keepers」政治受難者紀錄片，在天下雜誌
獨立評論投書政治與宗教議題二文，獲得超過2,000餘瀏覽次數。
　陳宜裙關注公益活動，參與周大觀文教基金會舉辦之第21屆全球熱愛生
命獎章，擔任西班牙截癱國會議員的西文隨行口譯，表現傑出受該基金會
創辦人周進華肯定，邀請陪同前往哥倫比亞及祕魯協助義診及參訪活動。
  童曼禎屢在國際研討會發表精湛的學術成果，擁有豐富籌備國際學術研
討會經驗，推廣國際交流不遺餘力，目前擔任台灣日語教育學會助理。
　高衡權畢業成績優異，榮獲斐陶斐榮譽勳章，亦熱心系上業務，擔任經
濟數學、個體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等科目之教學助理，並於105學年度榮
獲特優教學助理。以上優秀青年的詳細事蹟請至淡江時網站觀看。（文／
鄭少玲、攝影／趙世勳、黃柏耀、戴先怡、麥麗雯、蔡依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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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4
臺師大講座教授洪聰敏 26日演講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體育處將於 11 月 26 日 12 時 20 分邀請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研究講座教授洪聰敏以「用運動強化大腦執行長」為題，在
鍾靈中正堂 Q409 進行 2 小時之演講。 洪聰敏在國內外期刊發表超過 140 篇論
文，並用來幫助國內亞奧運選手提升國際競賽成績，今年也榮獲科技部「傑出
研究獎」的肯定，並於 10 月獲選為 2018 年美國國家人體運動學院院士。本活
動教師、學生、職員皆可參與，對運動感興趣的你，千萬別錯過！詳細內容可
至本校活動報名系統網站查詢。（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英文系於 11 月 22 日在學
生活動中心舉辦感恩節活
動，近 300 位英文系師生共
襄盛舉，四排長桌上擺滿豐
盛佳餚，現場熱鬧歡騰，洋
溢著溫馨過節的氣氛。（文
／姜雅馨、攝影／黃莉媞）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於11月
22日邀請曾獲本校金韶獎「創作組」第二名及
「最佳作曲」，今年入圍第29屆金曲獎最佳演
唱組合的Crispy脆樂團，在B713進行「創作講
座」，現場吸引約60名同學參加。
　開場以脆樂團溫暖、清新的歌聲，演唱
〈100分〉、〈編織星空的人〉等自創歌曲炒
熱現場氣氛，講座首先談到為何要創作，主唱
Skippy說，創作目的也許有很多種，但自己感
動是最重要的，他強調：「要先感動自己，才
能感動別人。」在創作過程中，可從詞、曲、
旋律等不同角度切入，從中嘗試並找尋適合自
己的方式進行創作。Skippy分享自己的訣竅，
他建議可以從讀詩中找到語感。他也運用「押
韻」遊戲和同學進行互動，增添不少樂趣。
  活動負責人數學二陳韻如表示：「脆樂團的
音樂風格和我們很像，剛好他們最近發行了新
歌，想聽他們分享如何創作歌曲，同時希望讓
有心創作的同學有更多學習機會。」參與講
座的運管四吳宜庭說：「脆樂團提到創作是為
了跟更多人連結，在〈100分〉這首歌裡也提
到，不要被分數侷限住自己，聽了這些讓我非
常感動，更加喜歡脆樂團。」

海下中心領 34 生淨灘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11 月 17 日，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電機系講座教授劉金源帶領 34 位學生前往北海岸洲子灣，認識海洋環境、觀測
海漂垃圾，亦邀請學生以淨灘行動，盡一己之力守護這片美好的沙灘。活動共
清理面積約 3 千平方公尺、撿拾垃圾逾 1 百公斤。此行係由劉金源在工學院開
設之共同選修課程「海洋科技與環境」，教導同學認識海洋汙染、海漂垃圾對
於環境的衝擊，活動附有「台灣海洋廢棄物監測計畫紀錄表」，讓同學們一同
學習撰寫學術報告。
　劉金源說明，活動帶領學生身歷其境，瞭解海洋垃圾隨洋流漂散到各地，
與物理海洋學息息相關，更可藉此觀測研究來找出污染海洋的元兇。「此

次 特 別 提 供 中 研 院 鄭 明 修 教
授 在 國 際 環 境 研 究 的 權 威 期
刊《Environmenta l  Research 
Letters》之論文作為活動參考。
鄭教授研究團隊以 5 年期在東沙
島實地調查與模擬海漂垃圾軌
跡，成為臺灣第一篇研究成果，
對於境外海漂垃圾的治理更提供
重要的方向。」（圖／海洋及水
下科技研究中心提供）

活動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教育學院於 11 月 23 日舉辦「穿著你的房子
去旅行：環境是第三位老師 @ 淡水國小」工
作坊，邀請課程所副教授張月霞、建築系副教
授黃瑞茂、淡水區文化國小校長蘇穎群，分享
本校師生協助文化國小改造學習空間之經驗。
張月霞分享時提到某一次工作坊，小朋友將預
備拿來建造想像中房子的紙箱穿在身上，他
們超乎想像的空間創造力，觸發成為本次的主
題。（圖、文／柯家媛）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26(一)
12: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阿公歐買尬」

11/26(一)
14:10

參考服務組
圖書館U301

「投」手 vs. 好球帶：好「稿」
不好搞？！

11/26(一)
18:00

松濤宿治會
E311

小濤氣們，輕松看電影吧！

11/26(一)
19: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阿公歐買尬」

11/27(二)
12: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阿公歐買尬」

11/27(二) 
19:0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詼諧曲」盧易之鋼琴獨奏會

11/27(二)
19: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阿公歐買尬」

11/28(三)
12: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阿公歐買尬」

11/28(三)
19: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阿公歐買尬」

11/29(四)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與鯨魚共舞

11/29(四)
14:10

圖書館參考組
U301

蒐集資料的方法

11/29(四)
15:00

創育中心
R103

想成為中國交換生或海外留學生
嗎？

12/1(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與鯨魚共舞

俄文系職場實習座談分享海外經驗

高教深耕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26(一)
18:30

法文系
T110

薄酒萊之夜：法國姊妹校知識搶
答比賽暨校友感恩返校晚會

11/30(五)
10:00

教發組
V101

觀課交流：通識核心課程觀課交流

　【記者胡榮華、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淡
江公民計畫」最後一波！學生會因應11月24日
地方首長暨縣市議員選舉及公投，鼓勵同學返
鄉投票，在11月23日辦理返鄉專車，可以用較
市價相對優惠的價格，直接從淡江搭車回家投
票。此次約有240人參與，共發6輛車，分別是
宜蘭、竹苗、台中、彰化、雲嘉南、高屏線
路。學生會學生權益部及福利部部長風保二馬
梓祐說明：「同學在返鄉時有很多的不方便，
需要多趟的轉車，十分麻煩，透過返鄉專車，
一來能讓同學們更方便的回家，提高同學的公
民參與、更關心社會議題。」而學生會期許日
後能夠持續提升同學的福利及權益，也盼望同
學能夠更關心自身權益，讓學生會能跟淡江學
生一起努力。
   此外，11月19日至21日12時至16時由學生會
主辦、同進社協辦，在海報街擺攤介紹本次選
舉之公投議題。同進社社長、尖端材料二的詹
云瑄表示：「發現大學生普遍投票意願偏低，
希望能透過宣傳，鼓勵學生們返鄉投票。」另
外，在攤位上擺放小卡，讓同學寫下對本次
公投的看法或是自己的心聲，並投進「投票
箱」，作為情緒抒發的窗口。寫完小卡後，還
可以摸彩抽小禮物！中文三徐智雄表示：「同
進社很用心的做了這個投票箱，投票箱就像樹
洞一樣，讓人把秘密藏在裡頭。」

呼籲返鄉投票

15優秀青年 多元表現卓著

北企盃系羽球奪冠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系學會
與全國大學校院企業管理學系系學會聯合會，
在 11 月 17 日、18 日於紹謨紀念體育館、操場、
五虎崗球場舉辦第二十七屆北區大專院校企管
聯合體育盃賽，賽事分別有男籃、女籃、男排、
女排、團體羽球、團體壘球，全國企管系大專
院校共 31 校 94 隊共襄盛舉。
　企管系共參加了男女籃、男女排和羽球 5 個
項目。羽球隊一開始即勢如破竹，一路披荊斬
棘，連贏 5 場。最後在冠軍賽中，與東華大學
交手，戰況十分激烈，雙方加油團各個聲嘶力
竭為自己的隊伍加油，最後以 3 比 2 順利擊敗
對手，從 13 個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勇奪冠
軍，獲得獎盃乙座。    
   企管系系羽隊隊長、企管二姚維哲表示，「不
管是場上努力奮戰的夥伴、還是場邊賣力加油
的夥伴，都展現了對比賽的投入及團隊的向心
力，這讓我們有足夠的信心能拿下比賽最好的
成績，而我們的下一個目標是明年舉辦的大企
盃，希望能憑藉北企盃奪冠的這股氣勢，再斬
獲一座金盃！」

經濟的五度空間展創新教學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住宿輔
導組公告，11月30日9時至12月6日17時將開放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淡水校園宿舍床位申請，
本校學生皆可至住輔組網站提出申請，而擬申
請優先遞補床位之特殊生，除上網申請之外，
須於12月4日12時前填寫特案申請書且檢附相
關文件傳真或寄至住輔組辦公室。
　宿舍選擇包括：女生宿舍區的松濤館及淡
江學園3到6樓、男生宿舍區的淡江學園7到
14樓。最終候補床位序號將於12月7日10時
舉行公開的電腦亂數抽籤，並在18時公告於
住輔組網頁，詳細請閱住輔組網站查詢。
（網址：http://spirit.tku.edu.tw/tku/main.
jsp?sectionId=8）

住輔組宿舍床位快申請

百香果服務特殊訓來報名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提升學生
從事志願工作時所需的能力與技巧，課外活動
輔導組將舉辦一系列「百香果志願服務特殊
訓」活動，邀請資歷豐富的老師、學長姐們，
來校進行交流及討論。
　活動內容包括了 11 月 27 日「服務員心態建
立」、28 日「活動紀錄技巧」、30 日「國小
學童互動技巧」、12 日 1 日「兒童課程簡報
製作教學」、「營隊急救護理」、「兒童戲劇
演出技巧」、2 日「活動與教學的結合」、「兒
童心理學」、4 日「兒童戲劇編劇實務」、5
日「服務員心態建立」、7 日「教案設計」共
11 場豐富的課程。
  首先登場的是「百香果志願服務特殊訓 - 服
務員心態建立」，邀請曾任彰化校友會服務隊
幹部、組建幸福蒲公英服務隊的航太系校友黃
順隆，他將帶領學員思考成為服務員要建立之
服務心態，且為何服務、如何服務等，並給予
學員提醒與建議。
　此系列活動即日起開放報名，歡迎有興趣的
同學盡速報名，詳情資訊請至活動報名系統網
站（網址：http://enroll.tku.edu.tw/）查詢。

就貸生補繳退費開始
　【本報訊】本學期加退選後就貸生（家庭
年收入 114 萬元以上者）學雜費補繳及退費作
業辦理時間為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7 日，請至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網站（網址：https://school.
ctbcbank.com） 進 行 繳 款。 補 繳、 退 費 單 於
11 月 26 日由各系所轉發同學（提供郵局帳戶
者，已於 11 月 24 日優先撥入帳戶），詳情請
至學生校級信箱或財務處網站（網址：http://
www.finance.tku.edu.tw）查詢。

脆樂團談歌曲創作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學生
期中網路退選（網址：http://www.ais.tku.edu.
tw/Elecos/），自12月3日中午12時30分起至12
月7日下午20時30分止，以2科為限且退選後須
符合本校學生選課規則第六條修習學分數之規
定（請詳「淡江大學學生選課規則」）。
   教務處課務組提醒，學生若無法繼續修習課
程時，務必在上述時間辦理，逾期中網路退選
期限，將不接受學生以各種理由申請退選。
　期中退選課程之科目仍須登記在該學期及歷
年成績單，且在成績欄加註「停修」字樣（詳
見「淡江大學學生期中退選實施要點」）。課
務組勉勵學生，對於期中考表現不佳之課程，
應再接再厲、努力不懈，爭取期末好成績，避
免留下上述紀錄，及退選後造成擋修或延畢。

期中退選12/3開始

　11月20日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左二）、行政副校長莊希
豐（中）和學教中心執行長張鈿富（左一）為「經濟的五
度空間」開幕剪綵。（攝影／麥麗雯）

　11月17、18日，2018北企盃中企管系羽球隊
喜獲冠軍。（圖／企管系系學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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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俄文系於11月
21日，在T311舉行「職域接軌雙軌挹注實習
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第19屆畢業校友，現
任職於臺灣貳陸有限公司的陳麗心，以及甫從
海外實習回國的俄文四何薇分享海外實習的心
得，近30位對海外實習有興趣的大三生出席。
　陳麗心曾在莫斯科的技嘉科技實習，她分享
實習的3個階段，前期最重要的是建立對公司
的基本認識及充分的掌握；其次是針對不同公
司的同類產品進行資料蒐集，最後則是進行市
場調查及門市行銷，是漸進式的學習。她認為
最大的收穫是反思，從每一次的工作經驗中，
學習如何在之後能有更好的表現。何薇則是分

享華語教學實習，除了俄文檢定要達到一定標
準外，還要上過基礎華語教學相關課程。因目
前俄羅斯將中文列為國家統一大學入學考試的
選考科目之一，所以華語教學方興未艾（相關
報導詳1069期寰宇職說專欄），不過因為當地
的教學以簡體中文及漢語拼音為主，習慣繁體
中文與注音符號的她，就得付出更多心力來進
行準備。
　Q&A時間，同學詢問海外實習對現在工作
的幫助，陳麗心回復：「在處理事情的態度
上，會更積極的面對，若你的長處不是在你的
學歷，就要去增加自己的經驗。」她強調「經
驗」是未來進入職場時最重要的一環。

空間改造工作坊穿著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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