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政經四張舒婷：考完期中考的心情就像亞運比賽成績一樣，悲喜交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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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青年名單出爐 15位同學登虎榜
中文四 康和圓

物理四 陳萬暉

文學院

理學院

保險四 賴建勳

電機博三 胡越陽

建築四 詹為淳

工學院

財金三 吳宗晏

公行四 陳碧宗

商學院

統計三 王繼斌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99學年度優秀青年名單出爐
囉！共有15位同學獲獎，將於12月
2日在班代表座談會中表揚。校內
優秀青年經各學院推薦審核，文、
理、教育、國際學院各1人；工、
外語、商學院各2人；管理學院3
人；蘭陽校園的全發、社發學院各
1人。
獲獎同學為：中文四康和圓、物
理四陳萬暉、電機博三胡越陽、建
築四詹為淳、保險四賴建勳、財金
三吳宗晏、公行四陳碧宗、統計三
王繼斌、企管三陳欣昀、日文碩二
范舒涵、德文四王惠盈、戰略所碩
二陳文傑、教科四陳嘉文、旅遊四

企管三 陳欣昀

間出國參加比賽都是老師與同學們
一起腦力激盪，不僅認識許多外國
朋友，也從中培養了團隊合作與分
工統籌的能力。」
蘭陽校園方面，郝興龍長期擔任
班級代表，為同學服務不遺餘力，
本學年度更擔任蘭陽校園社區發展
學院系聯會主席；尤銘敏入學即參
加蘭陽志工隊，致力於礁溪鄉三民
國小英文教學服務，更於本學期代
表學校擔任國際高等教育校長論壇
司儀。尤銘敏說：「因為從小喜歡
幫助別人，所以從一年級到現在都
參加蘭陽志工隊，未來畢業後，也
不會忘記將志工隊學到的知識技能
應用在社會中。」

尤銘敏、休閒四郝興龍。
獲獎的同學不只在學業與研究上
有亮眼的成績，同時在社團活動、
體育等課外活動亦有十分傑出的表
現。淡水校園方面，賴建勳曾擔任
「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志工，
喜愛運動的他亦在96年至98年多次
參加男子排球比賽，屢屢獲得佳
績；陳嘉文參與志工服務，與淡水
水源國小進行植物網站的專案合
作，將數位學習帶入校園；胡越陽
多次參加FIRA與RoboCup世界盃
機器人足球賽並獲得優異的成績。
除了參與比賽外，更於博士班研究
期間前往南部國小義務推廣機器人
相關知識。胡越陽表示：「在學期

外國語文學院

管理學院

國際研究學院

劍道隊奪大專錦標賽女團體過關季軍
教科四 陳嘉文

教育學院

旅遊四 尤銘敏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
由教育部主辦，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體育總會承辦的「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99學年度劍道錦標賽」於
6、7日在陸軍軍官學校學生活動
中心展開激烈的競賽，共有台灣
大學、政治大學等35所大專院校
參賽，在強敵環伺之下，本校劍
道隊勇奪「女子一般組團體過關
賽」季軍。

休閒四 郝興龍

全球創業發展學院 社區發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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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淺的，各種紫色，
都是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的
最愛。︵攝影／林奕宏︶

楊淑娟

新生愛注意！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度新生
體檢報告出爐，據學務處衛生保健組提供的資
料顯示，今年大一新生的健康狀況，在生化體
檢方面，以尿酸9.6%、總膽固醇7.9%及肝功能
SGPT5.5%這3項總異常比率最高。保健組組長
暨校醫談遠安表示，這3項指數都和飲食及生
活作息有關，同學可從改善飲食、調整生活型
態做起，如少吃油炸，多吃高纖維食物，並且
生活作息規律及多運動，將可以有效降低總膽
固醇、尿酸、肝功能這「三高」的問題。
今年接受體檢人數為男生2593人，女生2431
人，在體重檢測項目中18.8%的同學過輕，
16.6%的同學過重；在B型肝炎檢測方面，新

下週四漫談網路著作權

「如果每個人都有一種代表自己的顏
色，那我就是紫色。」這位用顏色比喻人
生的人，就是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每
次見到她，常是穿紫色的服裝，擦紫色眼
影，身上的其他配件也處處可見紫色的蹤
跡，令人印象深刻。
講到紫色，所有法文系的學生就會想到
她，去年聖誕節，學生還在系上耶趴上表
演楊淑娟拿著紫色物品，激動地說著：
「同學，你不覺得這個顏色很美嗎？」維
妙維肖的表演，立刻引起台下同學共鳴。
「我就是對紫色情有獨鍾！」進到她的辦
公室，從坐墊、資料夾到擺設品都是紫色
的，甚至連文件上的重點，她也會用紫色
的筆寫，她說：「能沉浸在喜歡的顏色中
工作，也能提升工作效率。」
楊淑娟喜歡紫色的神祕感，人卻不神
秘，她熱情張開雙手擁抱每個人，甚至會
匆忙地跑回辦公室拿糖果請人吃，她就像
蝴蝶上面的花紋，讓遇見的人都感受到她
的繽紛魅力！（文／張靜怡）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
為讓同學更了解網路資訊的使用
觀念，以及著作權法令的認知，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將與財團法人
台灣著作權保護基金會於12月2
日下午2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辦「網路著作權漫談」教育宣
傳活動，歡迎師生參加。
凡本校大學部，碩、博士班
一、四年級班代表及各單位電腦
實驗室管理者皆須出席，若班代
不克參加，請另派代表出席，並
將出席名單於26日（週五）前送
至生輔組B402。詳情請電分機
2217，洽生輔組組員林泰生。

生感染B型肝炎有55人，但在B型肝炎總受檢
人數5003人中，仍有55.2%的人抗原、抗體均
呈現陰性反應。談遠安建議，已驗出B型肝炎
帶原並肝指數異常的同學應前往就醫且持續追
蹤，避免引發其他肝硬化等相關疾病，而報告
結果抗原、抗體均呈現陰性的同學則有兩種因
素：一是以前從未得過B型肝炎，另一則是之
前打的疫苗效果降低，建議同學應補打疫苗。
談遠安說，歡迎對健康報告有疑問的同學
至保健室M111詢問。而對於肝指數異常的同
學，保健組將於本週四、五（25、26日）提供
腹部超音波檢查，請有意願的同學儘早前往接
受檢查。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想知道自己身
體的組成密碼嗎？體育室將自今天（22日）起
至12月22日，舉辦「身體組成」檢測活動，提
供全校教職員工生了解個人身體組成情形，例
如體內的肌肉量、骨骼重及體脂肪等，不用到
醫院健康檢查，就能一窺身體機能。
為期一個月的檢測，將在游泳館體適能教室
於校慶演唱會發送的福袋中，藏有限
量淡江大富翁遊戲，深受同學喜愛，是
最近校園裡最發燒的話題。一考完期中
考，就可見同學們
玩起大富翁！

宏

攝影／林奕
上週舉行期中考，不到
早上8時，要占位子讀書
的同學就在圖書館前排起
隊伍。（攝影／湯琮詰）

英文系大三出國留學說明會週四登場
活動承辦人英文系助教劉宥蘭表示，英文
系即將於下學期展開大三出國申請作業，全
校大二學生均可參加，為了幫助學生更清
楚心目中的理想留學國而舉辦該活動，並邀
請曾至三校留學的學長姐，分享其出國學習
的經驗。另外，英文系特別製作本校學生留
學期間的生活剪影供參考，有興趣的學生可
以上網http://www.tflx.tku.edu.tw/app/news.
php?Sn=170搶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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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22(一)
08:00

就輔組
網路報名

11/22(一)
09:00
11/22(一)
13:00
11/23(二)
09:00
11/23(二)~11/24（三）
14:00
11/23(二)
19:00
11/23(二)
19:00
11/24(三)
09:00
11/24(三)
19:00
11/25(四)
09:00
11/25(四)
12:15
11/25(四)
18:00
11/26(五)
18:00
11/27(六)
09:00

生輔組
溜冰場
種子課輔社
三芝國小
五虎崗童軍團
商館前及海報街
保健組
海博館M111
星相社
L206
種子課輔社
E302
諮輔組
商館前
英語會話社
宮燈覺軒教室
戰略所
海報街
法文系
外語大樓1樓
就輔組
驚聲大樓
詞曲創作社
覺軒花園
諮輔組
B511

活動名稱
「課堂外修練－讓夢想起
飛」演講報名（ http://enroll.
tku.edu.tw/）
行動監理站－機車考照、更
換汽機車駕照及行照
種子課輔社課輔計劃
捐血活動
健康檢測活動－基本檢測
十二星座社會結構
自我肯定
Thanks giving apple 活動
Love&Thanks 2010－
Thanksgiving Party 感恩節派對
淡江一甲子－全民國防暨軍
武大展開幕式
薄酒萊新酒品嘗會（需購
票，票價150元）
實力加上技巧，英文四大證
照手到擒來講座
期中成發－夜唱海
「織心娃娃」活動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由文學院、中
文系主辦的「第一屆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
獎」即將於26日（週五）截稿，本校學生都可
參加比賽，最高獎金高達1萬元哦！
中文系教授陳文華表示：「這次比賽機會相
當難得，希望同學踴躍參與。」徵詩體裁為七
言絕句，每人限投1篇，詳情請上中文系網頁
http://www2.tku.edu.tw/~tacx/查詢。

今起吹德國電影風
【本報訊】德文系自今天（22日）起至週四
（25日）中午12時10分至下午2時，將舉辦一
系列德國電影欣賞，歡迎全校一起瘋電影！
今天中午將在T310播出《國王的異想世
界》；明天（23日）在E819播出《艾瑪的禮
物》；24日（週三）在E312播出《再見列
寧》；最後一天（25日）在L212播出《想飛的
鋼琴少年》。德文系組員柯維敏表示，德文系
每年均舉辦電影欣賞活動，今年特別開放全校
教職員工生參加，期望大家透過電影饗宴，啟
發心靈成長，並從輕鬆的電影欣賞中，體驗德
國文化，甚至學習德國語言。

想一窺身體機能？今起開放檢測

情
樣
兩
後
考
考前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將於
25日（週四）中午12時，在外語大樓FL204
舉辦「100學年度大三出國留學三校簡介及
學長姐交流說明會」，讓想參加英文系大三
出國留學的同學，更了解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Brandon University）、美國賓州印第安那
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3個姊妹校的特色。

分令人佩服。」張厚儀表示，
「因為今年我已經是學姊，所以
為了讓學妹放心，並以學姊的身
分做好榜樣，讓他們以後在面對
強敵時不會畏懼。」並建議學弟
妹，比賽過程中，最重要的就是
自信，遇到對手時不要害怕，便
能戰無不勝。

太高 校醫籲多運動 規律作息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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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一般組團體過關賽第一輪
中，資圖四張厚儀便以1打5力克
台中技術學院對手，第二輪再度
以1打5擊敗中國醫藥大學，可惜
決賽對上強敵台大，情況急轉直
下，一路苦戰，最後仍不敵落
敗，因此只奪下季軍。
劍道社社長西語碩一王珮如讚
許張厚儀：「面對對手時臨危不
亂，過關斬將擊敗兩所學校，十

淡水

蔣國樑古典詩創作週五截稿

戰略所碩二 陳文傑

德文四 王惠盈

日文碩二 范舒涵

活動看板

一卡在手 國際
你還在為找尋學生證或悠遊
卡而煩惱嗎？你覺得帶一堆證
件在身上很麻煩嗎？自99學
年度起，本校發給新生的「國
際悠遊學生證」，集學生證、
ISIC國際學生證（International
Student Identity Card，簡稱ISIC
卡），以及悠遊卡三項功能於
一卡。
擁有ISIC國際學生證，出國
可享有許多優惠，如購買學生
機票，最多可享有8折優惠等。
不出國的同學也可在國內享有

N201舉行，每天中午12時至下午1時以教職員工
為主、下午1時至2時則開放學生檢測。參加檢
測者須著輕便服裝，檢測兩小時前請勿進食。
相關資訊，體育室將於22日中午12時在游泳館
體適能教室N201舉辦檢測說明會。想要量身檢
測身體機能，千萬別錯過這個大好機會喔！

環保杯設計賽即起報名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諮商輔
導組舉辦「快樂有夠正－環保杯設計比賽」，
自即日起開放報名，至29日截止，歡迎同學踴
躍報名！
對此活動有興趣的同學可至諮輔組網
站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4下載設計框架，以illustrator、
Coreldraw、Photoshop設計。作品完成後，請
再另轉成pdf檔後，一次繳交兩種檔案格式的
完成品。繳交後的作品將於30日至12月2日於
商管大樓前進行票選，依得票數取前3名及3位
佳作。前3名同學除有獎狀外，還可分別獲得
獎金3000、2000、1000元；另外，獲得佳作的
3位同學也可各拿到獎狀及500元獎金。詳情請
上諮輔組網站查詢。

通通有

食衣住行等消費優惠。詳情可
參考「康文文教基金會」網站
http://www.travel934.org.tw，
或「國際學生旅遊聯盟」網站
http://www.isic.org/。資訊中心專
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表示，希
望鼓勵同學出國開闊視野，並
強化本校國際化的特色面。電
機一張峻偉說，因為結合悠遊
卡，不必再多帶1張卡很方便。
而且有許多優惠，他迫不及待
想要旅行了。（文／李冠賢、
圖／資訊中心提供）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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