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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三謝佩穎：迎新宿營總是讓菜鳥開心，老鳥傷肝！

建築系競圖捷報

賴嘉豪
蔡佩珊

建築系畢業校友賴嘉豪結合綠色環保為設計，以「地衣建築」作品參與美國「d3 Natural Systems
2011」獲世界第2，成績亮眼，在國際嶄露頭角。（圖片來源：http://www.d3space.org/competitions/）

【記者謝孟席、洪予揚淡
水校園報導】本校建築系今
年畢業校友賴嘉豪與蔡佩珊
參加建築設計競賽雙雙傳
獲佳績！分別獲得美國「d3
Natural Systems 2011」第2
名及「全坤建設文教基金會
2011台灣區建築系所學生競
圖」第2名。建築系系主任
賴怡成指出，「淡江建築系
最大的驕傲是他們的靈感會
時時更新、源源不絕；盡全
力發揮實踐力與行動力。」
美國「d3」是國際知名組
織，所舉辦之Natural Systems
更是建築界新秀競相參加的
國際級比賽，每兩年舉辦一
次，關注的議題為面對全球
氣候變遷下，如何用創新的
建築設計方案因應生態改
變，以建造出更綠色的地
球。指導老師建築系副教授
王俊雄表示，此即本校建築

愛唱歌的克羅德，隨處都是他的表演舞
台，渾身散發表演天份。

克羅德
如果你是節目《超級偶像》的忠實觀眾，一定對他不陌
生，有著黝黑的膚色、俐落短捲髮，神祕地戴著墨鏡且擁有
獨特的嗓音，一路過關斬將打進前8強的選手，他正是來自加
勒比海島國，國企三的海地學生－克羅德。
外型冷酷但骨子裡充滿熱血的他笑著說，「在18歲那年，
因為前女友的支持，開啟我歌唱這條路。」上大學前才驚覺
自己有著不錯的嗓音，開始參與海地的歌唱比賽，從此決定
勇敢追逐明星夢。
積極考取出國留學的機會，克羅德是到了台灣才認識台
灣，進入本校前曾在中央大學裡學習一年的中文，「即使學
中文真的很困難，我仍然會堅持到底。」克羅德用一口流利
的中文說道。對他而言，背詞、咬字發音及了解字的涵義是
很大的挑戰。
在課業和比賽的雙重壓力下，他感動地說朋友們很支持
他，私底下也會一起揪去KTV較勁，讓他的唱歌技巧精益求
精。漸漸成為公眾人物的他，對於有些人的批評及揶揄，他
笑著說，「謝謝他們對我的指教，才讓我更加成長。」日前
參與各種活動如商演及校園演唱，不變的是他所秉持的態
度，「唱歌要用全身的力量去唱，用靈魂去唱！」
「其實我最想要成為一個演員。」從高中時就開始對戲劇
有很大的興趣，喜歡扮演不同的角色，更想以演戲的方式
詮釋自己所唱的曲子，過去遠在家鄉海地的他已獲許多獎
項，被問想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他脫口而出：「壞人！」
他認為，即使現在走在歌唱路途上有滿腔熱情，但念念不忘
的還是演戲的感覺。初嘗走紅滋味的他，對支持他的人深表
感謝，「尤其是我媽媽，在每一次比賽前都會打電話為我加
油打氣！」他說，他喜歡淡江人的熱情打氣，讓他在歌唱之
餘，能勇往歌唱的夢想大門，現在他只想把握好機會，全力
朝演藝目標邁進。（文、攝影／謝佩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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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佩珊家住萬華區，觀察
到多處房舍老舊的問題，同
時發現政府提供都市更新補
助計畫，想藉此次都市住宅
的設計及其競賽題目，為自
己的家鄉做出貢獻，提出作
品－「共生住宅」。設計目
的是希望讓老人及年輕人生
活在一起，年輕人能用較少
金額解決賃居問題，老人又
能得到照顧，形成良性循
環，讓整體地區發展越來
越好。賴怡成說明，COEXIST HOUSING和社會議
題結合，透過設計關心社會
是此作品最大的特點。設計
過程雖曾遇到題目設定上的
問題而遭反對，但仍努力蒐
集資料說服了老師，蔡佩珊
勉勵學弟妹：「建築系訓練
過程雖然很辛苦，但對未
來工作是很好的準備跟磨
練。」

人類真的不應該亂丟垃圾。」此次活
動還發給學生國際淨灘紀錄表格，對
撿取的垃圾進行分類紀錄，讓參與的
師生能明白人類對大自然的破壞，重
新正視大自然的美好。管科一黃子倢
說：「我發現沙灘上的垃圾大多是塑
膠類和菸蒂，甚至有焚燒過的冥紙，
希望大家能保有公德心，別在美麗的
沙灘上留下到此一遊的足跡。」
開學至今服務學習的課程已進行許
多活動，例如行無礙、清掃淡水捷運
周邊、到正德國中資源回收等，皆是
服務課程的成果，淡江時報極力徵求
參與服務課程的新生投稿，寫下服務
心得約150至200字，外加一張具有故事
性的圖片，歡迎有志青年熱情參與，
還有豐碩的稿費等著你喔！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
報導】服務學習又一彈！
響應國際淨灘日，電機系
和管科系共135名新生，參
加由台灣清淨海洋行動聯盟
所舉辦的「垃圾不留，大海
自由」沙崙淨灘活動，透過
撿拾漂流物，正視海洋環境的
重要性，學生直呼，「別再讓
沙灘受傷了！」
淨灘活動開始前，由荒野保
護協會導師引領學生體驗「海
鳥胃恐怖箱」，讓學生了解環境
破壞對海鳥的危害。電機一丁羿
慈表示，袋中有塑膠杯、杯蓋、
湯匙、棉花棒、網子等，「很難
想像這些東西都能塞進鳥胃中，

每天經
過的捷
運站，
瞧！地
第一次
上好多
在這裡
口
掃地。
香糖，
服務課
清都清
程快快
不完，
重新建
藉由
立大家
的公德
心吧！

你也有說不完的服務心得嗎？或是拍到了絕妙的服務照片？淡江時報
提供平台！只要有心，人人都能做好事，還能拿獎金！請將投稿圖文
寄e-mail至ab@oa.tku.edu.tw，我們正在等你喔！

（圖／學務處提供）

七社團成立 時尚熱活尋寶天使 特色社名超吸睛
【記者賴奕安、楊蕙綾、黃宛真、楊
志偉淡水、蘭陽校園報導】尚青ㄟ新社
團底加啦！新增的7個社團，今年都以特
色社團名稱吸引目光，要在全校199個社
團中脫穎而出，拓展新勢力。
還記得高中的我們總是對大學生活一
知半解嗎？現在就跟著「熱活招生志工
隊」，進軍全台高中解決升學的疑難雜
症！由教務處招生組籌備多年成立的志
工隊，負責本校招生活動，目前進行的
「前進高中計畫」，安排一系列的參訪
活動及大學博覽會。社長俄文四陳顗安
表示，未來將替各高中安排整天的行
程，包含淡水巡禮，並加入多元的活動
和表演。
「浩然守護天使志工社」前身為校園
守護天使，在學務處諮輔組的指導下已
有十多年的服務經驗，今年改制為社團
讓更多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加入服務人
群、回饋社會的行列！每週六都可以在
關渡浩然敬老院看到這些小天使們的身
影，陪伴長輩們唱歌、聊天，以及團康

活動，將愛心散播給需要幫助的老人！
想成為冒險王嗎？在「尋寶社」讓你
有更多的管道和機會，思考人生各式各
樣的冒險旅程。社長資訊二周潔威表
示：「尋寶社希望透過社團的力量，讓
每個人探索屬於自己的未來方向和人生
的價值觀。」不定期舉辦的「尋寶活
動」，讓社員們從中體會團隊合作的能
力。
用溫情打造新校園，「新校園社」為
一群熱血的基督徒共同創立的聯誼性社
團，不定期舉辦祈福活動，讓淡江充滿
溫暖與感動。社長亞洲所碩二黎秉劼表
示：「大學生都有很多夢想，但往往因
為壓力因素而選擇打退堂鼓。希望透過
社團讓社員發現自己的生命潛能、完成
夢想、找到一群像家人一樣的朋友。」
「微光現代詩社」由學務處課外活動
輔導組組長曲冠勇牽線，邀請中文系教
授趙衛民擔任指導老師，讓創作同好輕
鬆分享、交流，每學期還會發行詩刊，
放在淡江時報報櫃供大家索取。社長中

文三洪崇德表示，現代詩作品數量浩瀚
如星海，近幾年卻越來越沒落，「我們
期待自己的一點力量如『微光』，努力
傳承寫作現代詩的風氣。」
而蘭陽校園也有社團新勢力，分別是
淡蘭排球社及時尚飲品社。淡蘭排球社
社長政經二郭啟慎表示，蘭陽校園的運
動風氣不盛，氣候因素造成球場的使用
率偏低，蘭陽始終沒有排球社，今年正
式申請成立淡蘭排球社，一招生就收到
大量新生加入，目前全社約有70餘人，
希望大家能歡樂打排球，帶動蘭陽的運
動風氣，更協助承辦蘭陽校園師生排球
聯誼賽。
你懂Fashion嗎？讓「時尚飲品社」教
你如何hold住飲品界的潮流！在這你能
學會基礎飲料調製，更能激發創意，調
製出特殊新鮮的飲料，社課也會外聘指
導老師教授咖啡的泡製、專業機器的操
作以及拉花，讓你成為時尚Bartender！

重返青春 制服日
這天 我們不當大學生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3(一)
8:00

諮輔組
B413

「社區兒童服務隊 – 淡江小太陽
隊員招募」活動報名

10/3(一)
12:10

學教中心
I304

「Photoimpact」基礎入門 –
照片編修、名片製作

10/3(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三個傻瓜」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0/4(二)
圖書館非書室
播放影片「爆裂警官」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0/4(二)
19:00
10/5(三)
8:00

星相社
E310

星座概論二

外語大樓四樓
法文系大三出國成果展
法文系走廊

10/5(三)
12:10

歐研所
T608

10/5(三)
12:20

學教中心
I304

歐研所碩班甄試招生說明會
Lets talk in English Together - 適合
有基礎之同學

10/5(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竊盜城」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0/5(三)
17:20

學教中心
I304

「英語發音班」- 適合加強發音之
同學

10/5(三)
18:30

微光詩社
L201

七年級詩人討論大學生活創作和觀
察

10/5(三)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YOGA FLOW
SG246

10/6(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臨門湊一腳」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0/7(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末路浩劫」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國防研究社迎新，著裝挑戰生存遊戲，
帥氣度破表。（圖／國防研究社提供）

國防研究社 生存遊戲迎新生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防
研究社與台北大學軍隊武器研究社於上月25
日在沙崙海水浴場廢棄活動中心第一次合辦
「愛與希望的生存之戰」迎新活動。活動中
老將與菜鳥各分一隊，但新生人數是老將的
兩倍，國防研究社社長公行二曹榮峰笑著
說：「原本以為新生第一次玩會一直躲著，
所以才讓他們人數多一點，沒想到一開打就
直接衝過來攻擊，嚇死我們了！」被社長喻
為攻堅神手的英文一楊記星說：「打得很過
癮，但是第一次玩超累的，不過還是會繼續
參加！」
玩生存遊戲時，需要很多裝備，對此曹榮
峰表示，社團本來就會儲裝備，畢竟向外租
借很容易以高昂的價格租到品質差的裝備。
西語一徐佑昇說：「雖然只有打中一個人，
但是新買的槍超好用的，希望以後能更熟
練！」而國防研究社的槍並非漆彈類，是真
的BB彈，曹榮峰笑著說：「很多人都誤以
為我們打的是漆彈，其實BB彈也蠻痛的，
反而有另一種真槍實彈的戰鬥感！」

體育競賽報名開始囉

【記者賴奕安、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熱血十月天，各類競賽強勢開打！首發上
場的是大一新生注目的新生盃，報名項目
包括籃球和排球，即日起至14日，歡迎全
校各系大一新生組隊參賽、踴躍報名。
報名表請上體育事務處網站下載（http://
www.sports.tku.edu.tw/）。
想要挑戰校隊卻一直苦無機會嗎？那
麼，熱愛壘球的你，千萬不要錯過這個機
會！本校慢速壘球隊將於11月12日舉辦第
一屆慢速壘球之挑戰者盃，不同於以往單
淘汰賽模式，今年以創新的三取一循環賽
來提升比賽的刺激度。競賽預計招收報名
隊數為21隊，報名截止日期至21日，有意
報名之隊伍，可電洽壘球校隊隊長土木三
吳聖期（0928070560）。

防鬱大作戰 為你分憂

校園吹起熱血青春風潮，讓大學生活重溫高中的青澀時光。新學期開始，各系紛紛舉辦制服日活動，校園裡處處可見穿著
制服的帥哥美女，圖中為統計系新生開心回味那些穿制服的日子。（文、攝影／洪聖婷）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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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近年重視的教學議題；
以生命的起源「水」為出
發點，並以「地衣建築」
（Lichen Architecture）為
名，賴嘉豪從台灣違章建築
屋頂發想，設計出在屋頂覆
蓋植被以增加排水、集水功
能的「非正式營造」生態空
間，不僅增加水資源的利用
率、改善都市缺少植物的沙
漠化現象，更因屋頂增加的
都市空間拓寬人們的活動場
域並改變互動方式。
對於賴嘉豪第一次參加國
際性競賽即獲佳績，王俊雄
分析道：「這不僅反應了本
系以電腦輔助設計，結合生
態建築教學的成效累積，更
因主動求知的學習熱忱，及
追根究柢的精神得到了成
果。」得獎作品預計在加拿
大蒙特婁以及美國紐約和克
里夫蘭展出。

服務不中斷 本報徵學習圖文心得
服務

投下你的一票 助玉山登世界奇景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你投票了沒？日前經全世界公民票
選，台灣玉山已進入瑞士新七大奇景基金會（簡稱N7W）所舉辦
的「世界新七大自然奇景」票選活動前28強，也是台灣唯一入圍之
景觀，即日起至11月11日止，全世界民眾皆可上網投票給自己心目
中的世界奇景。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偕同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及登
山社一起響應此活動，即將推出一系列宣傳行程，鼓勵大家將玉山
「投」入世界七大奇景的窄門。高柏園呼籲：「台灣人不應該對
這件事冷漠，希望透過學生的力量，讓社會把熱情放在有價值的事
上，期待學生除了自己該做的事情之外，多關心社會，多付出，不
要以為自己的力量很小，願意參與及關心，形成的力量是很可觀
的。」
為拉抬投票聲勢，課外組及登山社將聯手舉辦「催票」活動，課
外組組長曲冠勇鼓勵學生：「我們要支持玉山，爭取成為世界七大
奇景之一，趕快去網站上投票吧！這樣才是正港愛台灣！」登山社
社長統計四許妙萍說：「難得有這機會，只要點選，就能讓世界看
見台灣，學生一定要團結起來，為玉山集氣！」投票網址：http://
www.new7wonders.com/?lang=zh-hans。

分獲 亞軍
國際
全國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你今天
BLUE了嗎?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於3日
（週一）至7日（週五）從早上11時至下午
2時在商管大樓前擺攤，舉辦「防『鬱』大
作戰，憂鬱不要來」活動。為使同學能更
瞭解內心的自己並幫助他人化解憂鬱，在5
日（週三）及7日（週五）下午5時至6時於
B127舉辦「與憂鬱化敵為友」講座，測驗同
學的心情指數並解析測驗結果，教導同學認
識和預防憂鬱。
另外也舉行「翻滾吧！壓力球」活動，
邀請大家發揮創意擺出最KUSO的壓力球玩
法，即有機會得到壓力球和精美福袋。歡迎
同學踴躍前往參加活動，若有任何問題請洽
諮輔組（B413）服導員邱曉菁。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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