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瑜倫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倡大專校

院桌球運動風氣及提供適當校際聯誼活

動，體育事務處於10月29日至30日在紹謨

紀念體育館7樓舉辦第20屆淡江盃全國大

專桌球邀請賽，共33校報名，700名選手

參賽，本校男子桌球代表隊隊長、尖端材

料科學學程四楊雨翰和經濟三李睿宸勇奪

男子雙打亞軍。

　眾多好手齊聚淡江，切磋球技，最終賽

果：男團冠軍為陽明交通大學，女團冠軍

為清華大學，男單冠軍為陽明交通大學 

黃柏寰，女單冠軍為輔仁大學陳暳諭，男

雙冠軍為中興大學張嘉祐、劉庭睿，女雙

冠軍為臺北科技大學陳姵潔、沈湘庭。

　體育處助理教授、桌球代表隊教練李欣

靜感謝桌球隊與桌球社協助承辦此次比

賽，同學在準備期中考同時，也要處理比

賽事務，非常辛苦。值得開心的是，楊雨

翰和李睿宸奪得銀牌，為新進球員塑造好

榜樣，鼓舞團隊士氣，而今年有超過30位

代表隊校友返校支持在校學弟妹，更顯現

出淡江桌球隊十足的向心力。

　楊雨翰表示，這場賽事是所有人員努力

協助下，才得以順利進行。「在雙打的競

賽過程，雖然我和搭檔都有失誤，但多虧

以往的經驗，讓我們懂得調整心態、互相

信任與鼓勵，終於奪得獎牌，相信團隊會

漸入佳境，也希望能持續獲得好成績。」

　李睿宸分享，「淡江桌球隊就像個大家

庭，我和楊雨翰搭配近一年，已培養出好

默契，這次身為主辦方，籌辦事務繁忙，

但打桌球是我們共同的興趣，所以仍盡最

大的努力參賽，沒有拿到冠軍有些遺憾，

期待下次能獲得更好的佳績。」

　淡江大學旅行社10月28日晚上7時在

同舟廣場舉辦萬聖節狂歡派對，以國際

化、遊戲化為概念，設計4種團康遊戲增

進互動，現場在DJ Mick與Gvillax熱情助陣

及燈光效果帶動氣氛下，逾80位參與者都

留下美好回憶。

　活動先分組進行「南瓜大車隊」兩人一

組用剪刀石頭布對戰，輸家把手搭在贏家

肩膀上，尋找下一個挑戰者；「鬼抓人」

各組排成一列隊伍，排尾繫上毛巾作為尾

巴，排頭則負責去抓別組的毛巾；「不給

糖就搗蛋」每個人腳上綁兩顆氣球，音樂

聲響起，大家都激動地狂踩別組氣球；

「糖果捉迷藏」一堆氣球內藏有糖果，踩

破氣球後，找到最多糖果的組別獲勝。

　本次晚會的服裝主題為萬聖節裝扮，大

家都發揮創意著裝、畫上精緻妝容，與同

學們一同盡情享受遊戲、品嚐點心，會中

安排票選最佳服裝、國王和王后獎項，整

體氣氛熱鬧且歡樂。

　社長、觀光二譚嘉嘉表示，活動後收到

許多參與者溫暖的回饋，非常鼓舞人心。

（文／彭云佳、攝影／陳國琛）

　轉學生聯誼會10月28日晚上7時在

SG402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不給糖 就搗

淡」計畫，動員所有王子一起從壞皇后手

中拯救公主，吸引逾50人共度難忘的萬聖

節之夜。

　搶救公主的過程計有神秘恐怖箱、你畫

我猜默契大考驗、踩氣球大戰，以及水瓶

九宮格等四大關卡，王子們需要通過重重

考驗，獲取解救公主的提示卡，並透過線

索的拼湊，最終才能找出公主的下落。

　活動的遊戲項目眾多、故事橋段豐富有

趣，巧妙串聯成角色扮演劇本殺，帶給參

與者多重的感官刺激和享受，為營造出萬

聖節的詭麗氣氛，幹部們精心打造華麗的

場景布置，臉部也畫上精緻的妝容及變裝

打扮，在令人毛骨悚然的配樂烘托下，一

進會場便能感受到滿滿的節慶氣息，擁有

不一樣的沉浸式體驗。

　財金三王雅璇表示，這是她第一次擔任

工作人員，從零開始學習怎麼帶活動，與

之前身為參與者的經驗不一樣，以往遇到

挫折容易半途而廢，透過本次活動的磨

練，讓她學會背負使命，圓滿完成任務。

（文／蔡怡惠、攝影／陳國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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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語花甲系慶20外交官捎祝福

德文系十月節       師生歡度
　德文系10月28日晚上7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德國十月節，讓同學零時差體驗德國傳統啤酒

節，了解德國文化。系主任林郁嫺、德籍副教

授施侯格與近500位師生來賓一同歡慶。

　林郁嫺特別選了DJ近年在啤酒節最愛播的德

文歌〈Hey Baby-DJ Ötzi〉，親自帶動唱作為開

場，現場提供啤酒、不含酒精的飲料及餐點，

安排校內社團、藝人禁藥王、栗子的表演，氣

氛熱情洋溢。（文、攝影／林曉薇）

全國大專桌球賽楊雨翰李睿宸奪男雙亞軍

▲李睿宸（左）與楊雨翰（右）奪得全國
桌球賽男雙亞軍。（圖／桌球隊提供）

志願服務培訓
點燃熱忱火苗

紅樓天地外一章茶友會文錙奉茶

旅行社轉聯會搞怪歡慶萬聖

　【記者陳映樺淡水校園報導】

淡江茶友會11月1日中午12時在

文錙藝術中心，邀請茶山保育協

會創會會長蔡奕哲布置茶席，為

來賓奉茶，結合會場的「游藝雅

趣 紅樓天地」紅樓夢書畫展，

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並於現場為

茶友會揮灑筆墨，行政副校長林

俊宏及多位教職員生到場參與，

眾人共品茶之香、文之美。

　茶友會指導老師、公行系副教

授黃一峯樂於推廣品茗，本次特別邀請蔡

奕哲為大家分享紅樓夢中賈母喜愛的茶

「老君眉」，此茶種於雲南保育茶山的

無量山，茶香似東方美人，每根茶葉皆採

芽尖，細長形狀似眉毛，是無農藥、無施

肥的乾淨茶葉。蔡奕哲以《紅樓夢曲》裡

〈飛鳥各投林〉終句「落了片白茫茫大地

真乾淨」描述紅樓夢中繁華落盡、萬物歸

於自然之景，並以此連結自然中的天地循

環，現場也準備了凍頂烏龍茶，提供來賓

享用。

　蔡奕哲對於茶桌布置及茶具搭配都十分

講究，兩款鋪在桌上的花布，一款花草繽

紛，另一款草木凋零，配上黃楊木的茶具

裝飾品，讓人彷彿置身紅樓夢中林黛玉與

賈母一同品茶的環節，張炳煌也當場揮毫

寫下「淡江大學茶友會」，為活動更添光

彩，會場牆上懸掛各式彩墨、e筆書法所

做紅樓夢國畫及書法作品，讓參與者完全

沉浸於紅樓夢情境。

　茶友會社長、公行系四李振宇感謝文錙

中心的協助，讓茶友會有機會透過紅樓夢

的故事，推廣茶藝文化。他也分享，蔡奕

哲以紅樓夢的情節帶入當時的品茶藝術，

在喝下芬香淡雅的老君眉茶時，腦海中真

的可以想像當時的情境畫面。

▲淡江茶友會 11 月 1 日在文錙藝術中心，邀請眾人
共品茶之香、文之美。（攝影／楊孟璇）

　【記者侯逸蓁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西

語系1962年創系，今年邁入花甲，將於11

月5日中午12時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舉行

「六十西慶／花甲少年」60週年系慶活

動，邀請已畢業的西語系系友們回到母

系，與師生共同慶祝。董事長張家宜也將

到場致詞祝賀，並頒發感謝狀予獎助學金

捐贈者。

　當天西語系邀請歷屆系主任一起切蛋

糕，為配合大會「六十西慶／花甲少年」

主題，特別訂製了兩個雙層蛋糕，其中一

個蛋糕以佛朗明哥舞裙作為設計，下層蛋

糕外圍圍著小舞裙，上層蛋糕用小圓點加

以裝飾並有「花甲少年」的字樣；另一個

蛋糕則是以米羅的畫作特色為設計概念，

兩個蛋糕放在一起，呈現「60」主題，祝

賀西語系60歲生日快樂，並展望下一個一

甲子。

　系慶活動預計席開20桌，校友師生同

慶。因海外系友眾多，西語系特別製作了

「海外系友賀西慶」的餐會開場影片，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位現任外交官的系友

隔海獻上祝福，預計帶來高潮。

　當天西語系教師們安排了多項節目，除

副教授何萬儀擔任主持人，與助理教授葉

汐帆演出「花甲少年」小短劇作為開幕表

演，在餐會時間，也將全員出動上臺表

演。會中也安排系友和學生的精彩表演，

包括西語系系友會理事長藍挹丰與張誌剛

老師一同帶來「舒活探戈」，還有超級星

光大道的抒情王子張士堂現場嗨唱情歌，

Why樂團、學生秦佑宇鋼琴組曲等。

　另有14個系所邀請校友回娘家，舉辦聯

誼會、系友大會或頒發校友獎學金給學

弟妹們。分別是歷史系、資圖系、日文

系及航太系舉辦系友回娘家，化學系、統

計系及教科系舉辦系友大會，企管系、經

濟系、公行系系友聯誼並頒發多項系友捐

贈獎學金，物理系及化材系舉辦逢十同學

會，俄文系邀系友參與羽球聯誼賽、觀光

系系友們則是第一次到淡水相聚，一同慶

賀母校創校72週年校慶活動。

時間 主辦單位／活動名稱（地點）

10:00 化學系／系友大會（化學系圖書館）

10:00 日文系／系友回娘家（HC106、107）

10:00 俄文系／羽球聯誼賽（體育館4樓）

10:10
資圖系／教資、資圖系友回娘家
（HC104）

10:10 化材系／逢十同學會（E787）

10:10 統計系／系友大會暨系友聯誼（B713）

10:30 歷史系／系友回娘家（L523）

11:00 航太系／系友聯誼（E819）

11:00 經濟系／獎學金頒發（B511）

11:00 觀光系／系友淡水初相聚（T806）

11:30
企管系／系友會活動理監事會
（HC102）

11:30
西語系／【六十西慶 花甲少年】系
友餐會（學生活動中心）

13:00
物理系／59週年系慶暨系友返校活
動（S104）

13:00 教科系／系友大會暨座談（L105）

14:00
公行系／系友回娘家暨獎學金頒獎
典禮（HC105）

11 月 5 日校慶
系所校友回娘家活動

500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百香果又

稱「熱情果」，雖然外表不起眼，卻有令

人垂涎三尺的美妙滋味，服務學習的精神

就像百香果。課外活動輔導組於10月29日

及30日在E311，舉辦第一、二梯次的「百

香果的滋味—志願服務基礎訓練」，讓各

個服務員可以在服務學習營中，對服務的

知識與本質有更深入的了解。

　本學期共開設四個梯次，各為6小時的

完整訓練，第三、四梯次將於11月19日及

20日舉行，本次培訓課程由中華康輔教育

推廣協會講師林晁緯、鄒翔年，以及呂學

忠，主講「志願服務內涵與倫理」、「志

願服務法規之認識」、「志願服務經驗分

享」，講師以風趣的口吻演說並分享自

己的服務經驗，鼓勵學員在進行志願服務

時，展現服務熱忱，回饋社會。

　種子課輔社社長、財金二林天心對於講

師播放的影片很有感觸，他認為志願服務

不該有「因為之前受過別人幫助，所以才

願意幫助別人」這樣的想法。電機一官俊

佑表示，講師提到有些人做志工是為了

利益，但他認為志工應該要更投入服務當

中，並且透過志工服務的行動，傳達不求

回報的理念。

蔡秀華談教育場域性平議題
　【記者吳映彤淡水校園報導】體育事

務處10月27日中午12時20分在SG245舉辦

「運動文化與趨勢研究」教師社群活動，

邀請教育部體育署校園體育（運動空間）

性別平等教育推廣計畫主持人蔡秀華主

講「教育場域性平議題的思

考」，帶領與會教師探討性別

平等行動研究議題。

　蔡秀華指出2020年東京奧運

是歷史首屆「性別平等」的奧

運，不僅女性選手出賽比率提

高，比賽內容也有所調整，跳

脫傳統文化的成見，重新建構

一個性別平等的世界。

　接著，蔡秀華說明聖地牙哥

大學一項戶外活動性別平等的研究，使用

Urie Bronfenbrenner個體發展模型所提的五

個系統，分別為個體系統、微觀系統、中

間系統、外層系統，以及宏觀系統，每一

個系統都對性別發展發揮重要影響。

　蔡秀華強調不論生理性別如何，每個人

都有各自的性別認同，教育場合應重視平

等，不應戴著有色眼鏡，不能僅憑外表草

率下判斷，更不能因學生性別而有偏見。

　教設系副教授紀舜傑表示，性平議題很

敏感，太多刻板印象與約定俗成的觀念和

偏見，違反性別平等原則，體

育課有很多性平準則要注意，

需要非常刻意的學習才能拿捏

好分寸，以免踩到紅線。

　體育處副教授陳天文表示，

因為性別差異，有些問題是該

性別才會在意，例如女性會受

生理期影響，而有些女性害怕

下水游泳，可能是擔心他人評

論自己的身材，其實男生也怕

比較身材；在撞球課堂上，有些女同學不

希望被男同學盯著看，會感覺不自在，有

些女生則希望周圍都是同性，或許是受傳

統文化思維影響，男女授受不親，因此開

學的前2堂課，會先詢問是否需要安排女

生專屬的球桌範圍或區域。

▲蔡秀華談性平議
題。（攝影／陳嘉雅）

溜冰社路溜淨灘
訓練不忘護環境
　【記者陳嘉雅淡水校園報導】溜冰社10

月29日上午10時舉行路溜活動，路線為八

里渡船口至十三行博物館，儘管天氣陰晴

不定，仍不減24位參與者的滿腔熱情。

　隊長、數學二楊秉霖於社課先宣導路溜

注意事項，提醒注意路面是否有障礙物和

起伏，在穿護具情況下，若不慎跌倒，往

前跌可讓傷害降至最低，路溜過程安排成

員騎腳踏車攜帶醫藥箱，保護大家安全。

　因秉持到當地遊玩，要有所回饋之心，

到達八里就先進行淨灘，為路溜活動揭開

序幕，認真清理沙灘垃圾後，社團成員突

發奇想，提議穿著溜冰鞋騎腳踏車，現場

試騎竟然成功了，為活動增添不少歡樂。

後來幹部提議用接龍方式，組成一長串隊

伍，因每人行進速度不一，導致隊伍就像

一隻搖擺前進的毛毛蟲，大家笑聲不斷，

互相扶持，不僅增進溜冰技巧、培養社員

間的感情，更實踐USR永續環境目標。

真理社不畏風雨
喜聚新北大專日
　【記者朱映嫻淡水校園報導】真理社10

月30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新北大專

日」，活動分為主日聚會、運動相調、點

心相調，以及屬靈父母家等四部分，讓參

與同學在期中考前放鬆心情、認識主耶

穌，並享受體驗召會生活的甜美與溫暖。

　「主日聚會」為活動開場，大家一起禱

告、唱詩歌、讚美主耶穌；「運動相調」

是一系列團康運動，包括放風箏、報數

球、兩人三腳投籃，以及躲避飛盤等，透

過遊戲以輕鬆的方式介紹聖經故事；「點

心相調」使用多種果汁、飲料、水果，調

製自己專屬的無酒精雞尾酒；「屬靈父母

家」則帶同學們一起到淡水聖徒家餐聚，

互相交流，並為活動劃下圓滿句點。

　設計大專日的總管，資圖三林詩婕非常

感謝當天冒著大雨前來參與活動的同學

們，她表示，大專日的活動細節及道具都

很多，謝謝所有社員的用心協助，非常開

心活動能夠圓滿達成。

大傳系友會分享品酒禮儀
　【記者姚順富台北校園報導】大傳系系

友會於10月29日在本校台北校園D508舉辦

系友大會，邀請品酒界 Youtuber F姐—第

六屆張淑芬，介紹紅酒相關知識與現場品

酩，逾30位系友參與，大傳系副教授楊明

昱、許傳陽、陳玉鈴、助理教授馬雨沛、

戴昀亦到場支持。

  系友會秘書陳貝宇向全體系友報告，過

去一年系友會舉辦的各項活動成果及財務

報告，接著邀請大傳四第37屆畢籌會幹部

同學們，向系友們報告本屆的畢業製作主

題《過渡換氣》，以及各組的畢製内容。

接著由張淑芬介紹品酒。

  張淑芬説明品酒專屬的SOP「看、聞、

嘗」，在倒入酒杯後，首先要觀察酒的顔

色，以紅酒爲例，酒的顔色與年份、葡萄

品種有很大的關係。第二是聞，酒香又

分爲三類，第一類為品種香、第二類為

釀製酒時產生的發酵香、第三類爲

陳年香。第三嘗，在品酒過程中，

需要與嘴巴全部融合，才能激發出

美酒的滋味，品質好的酒會回甘，

稱爲尾韻。系友們一邊享用台味鹽

酥雞，一邊分享入門國際社交中不

可或缺的葡萄酒常識。現場一片歡

樂，各届系友一同交流，也與學弟

妹分享人生經驗。

▲溜冰社 10 月 29 日上午 10 時在八里舉
行路溜活動（圖／溜冰社提供）

▲大傳系系友會舉辦系友大會，多位師長出席。
（攝影／林芸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