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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三楊蕙綾：穿厚就出太陽、穿薄就下雨，搞什麼每天都被天氣騙！

16位優秀青年 學業服務表現雙贏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度優
秀青年名單公布啦！全校共計有16名學生獲
獎，並將於12月13日全校班代表座談會中，由
校長張家宜予以授獎表揚。
校內優秀青年由各系所薦舉，此次理、教
育、國際研究、全球創業發展學院各1人；
文、商、外語學院各2人；工、管理學院各3
人。分別為：大傳四劉鎧蒂、資傳四徐紓媺、
化學四古筱筠、電機博四廖書漢、機電碩二葉
星志、建築四高鼎鈞、保險四崔婷茹、產經四
蔡守容、資管四林建宏、企管三蘇玟瑄、管科
二曹凱嵐、法文四杜偉淵、德文四鄭郡寧、歐
研博二邱崇宇、教科三陳建民、資通四莊佳
倫。
優秀青年除了在學業上有絕佳表現外，於
社團、志工、校內外活動等參與上亦有所發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揮。其中，崔婷茹連任四學
都市生活，回到鄉村的機會少之又少，
期班代，曾代表全班表達拒
失去許多與農村的接觸機會，因此主動
絕補習班發傳單，以免製造
向青輔會提案，開啓下鄉的契機。她表
校園髒亂，她表示：「一
示：「實踐比口說重要，大學生不要怕
般人都漠視亂發傳單的亂
失敗，勇於嘗試必有所得。」
象，身為淡江人要對校園
蘭陽校園方面，莊佳倫從小參加田徑
負起責任！」； 廖書漢在
隊，曾獲得第4屆蘭陽校區路跑盃冠軍
學術研究領域中發表多篇
以及南投縣縣賽男子組5項混合運動冠
論文，並獲邀擔任國際期
軍，獲得如此佳績，他笑說：「慢跑
刊PIER& JEMWA審查委
是我的興趣，在跑步的過程中，堅持
員，亦積極參與國際會
與不放棄一直是勇往前行的動力。」
圖為本校其中7位100學年度優秀青年，分別為曹凱嵐、葉星志、高鼎鈞、
議，表現卓越；高鼎
他更舉辦第1屆資訊營隊，透過遊
邱崇宇、林建宏、古筱筠、崔婷茹（由左至右）。（攝影／羅廣群）
鈞除參與寒假社會服
戲的方式，將電腦知識帶進宜蘭
試，多元的興趣培養，這樣才能開拓
務隊至高雄山區服務外，喜愛運動的他，於97
偏遠國小中，他認為，幫助別人是很重要的，
自己的格局。」古筱筠主動擔任社區志工，於
年至99年代表學校游泳隊參加校外比賽，佳績
能將所學運用在需要之處，就是一種自我實踐
2010成功舉辦5天4夜「慢遊美濃」活動，帶領
頻傳。他謙虛地說：「大學就是要多方的嘗
的方式。
都市人體驗鄉村生活步調，其表示，從小在
境外生搭船遊日
月潭，學生直呼：
「臺灣真美！」（攝
影／林奕宏）

境外生文化之旅 愛上臺灣好風光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為促進本校境外生彼此交流，
讓學生認識臺灣文化，國際處在19日主辦「2011秋季境外生文
化之旅」，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親自同行。活動雲集外籍
生、陸生和僑生共同參與，接近200人結伴暢遊九族文化村和
日月潭，欣賞台灣好風光！
境外生輔導組組長陳珮芬表示，今年首次聯合外籍生、僑生
及陸生，擴大舉辦，透過交流了解國外學生在臺的生活狀況。
來自吉林的大傳一交換生王玥表示，過去在大陸的大學沒有體
驗過類似的活動，感覺十分新鮮，學生的熱情也讓她倍感溫
韾。
雖然活動當日陰雨綿綿，卻沒有被雨天打擾興致。行程首先
安排學生在九族文化村遊玩，認識原住民文化和觀賞「娜魯灣
劇場」表演。來自香港的日文二林芷茵表示，場內遊戲十分刺
激，令人意猶未盡。下午安排搭乘日月潭纜車前往日月潭遊
湖，欣賞湖岸美景。來自奧利地的歷史一戴雨萌表示，雨中的
日月潭不但沒有讓人感覺失望，反而有另一種美感。來自馬來
西亞的資管二傅文祥則說，活動費用相當划算，希望以後可以
繼續參加同類型的活動。

星相社占卜體驗 揭開神秘魔法面紗

網球羽球新生盃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
度羽球、網球新生盃暨公開賽，於19、
20日不畏濕冷的天氣熱情開打。今年各
系表現勢均力敵，戰況激烈，其中運管
一張紹寧在本屆獲得網球賽兩項冠軍是
最大的贏家。體育事務處秘書黃貴樹表
示，校隊教練會藉新生盃發覺表現不錯
的選手，「讓有實力的人有機會進入校
隊！」
羽球盃新生組的男單、女單分別由資
管一陳泓綸、水環一洪倩玉抱走冠軍；
公開組團體賽冠軍是中文系，化學三鄭
至富、教科四郭律妏各拿下男單、女單
第一名，其他分項冠軍如下：男雙航太
四程昱傑、陳致穎，女雙 企管四李鈺

張紹寧

奪雙冠

【記者賴奕安淡江校園報導】本校女子排球隊19、20日於輔
仁大學，參加台灣浮士德球第三屆會長盃，與大葉、輔仁等校
競賽，榮獲社會女子組第一名、大專女子組第二名的殊榮。
浮士德球規則類似排球，在室外場地進行，不同的是只能用
單手擊球。指導教練楊總成表示，浮士德球使用長寬20、40公
尺的大場地，一隊四到五人下場，體力耗費量很大，「我們女
排隊在賽前集訓三個禮拜，比賽當天風雨很大，加上同一天要
打兩組比賽，打得辛苦。」
女排隊隊長國企四曾瑜涵表示，浮士德球的場地太大、不好
掌握，讓每一球都打得很激烈，雖然不敵大葉大學一個力氣特
大的女生，但是打贏強敵輔大非常開心。

全民挺臺灣米食
（攝影／謝佩穎）

混雙由張紹寧、企管一柯辰億奪冠；公
開組男雙冠軍是產經二張宇奇、資工碩
二郭兆原，男單、女單則分別由電機一
賴俊瑋、張紹寧兩名大一新生，初生之
犢不畏虎力抗學長姐奪得冠軍獎座。
張紹寧表示網球是她的興趣，要抱著
歡樂打球的平常心，才能夠正常發揮實
力，「女生組不像男生組有 廝殺的氣
氛，打起來比較輕鬆、不緊張。」郭兆
原提到自己雖然身為羽球校隊，但打網
球是興趣，會在打網球的時候納入羽球
的跑位，「在比賽中運用跑位會很有幫
助，是我贏球的技巧。」

11/28(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亞瑟的奇幻王國2:馬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塔殺的復仇」
11/28(一)
18:30

西音社
覺軒花園

滾淡音樂季第4滾─西音大道

11/29(二)
0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我愛心理健康操─有獎徵答活動
（http://spirit.tku.edu.tw:8080/
tku/main.jsp?sectionId=4）

11/29(二)
12:00

戰略所
「五年一貫」預研生說明會
驚聲國際會議廳

11/29(二)
19:00

星相社
E310

人格三要素個性解析

11/29(二)
21:00

體適能有氧社
Body Step
SG246

11/30(三)
8:30

圖書館總館
圖書館汰舊期刊贈閱（教學單
203指導室、
位、教師、義工）
鍾靈分館3F

11/30(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原子小金剛」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1/30(三)
18:50
11/30(三)
21:00

星相社
Q306

開運靈數講座

體適能有氧社
NTC
SG246
圖書館總館
圖書館汰舊期刊贈閱（職員與學
203指導室、
生）
鍾靈分館3F

12/1(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里約大冒險」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2(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貓頭鷹守護神」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青菜底加 福智青年用蔬菜救地球

當一日法國人 品嚐薄酒萊
法文系薄酒萊品嚐會，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左三）、法
文系主任楊淑娟（左二）、法籍講師Julien Chameroy（左四）
開心品嚐。（攝影／湯琮詰）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24日中午由法文系主辦的薄
酒萊新酒品嚐會，當開瓶器的螺旋旋進軟木塞，兩側把手慢
慢彈起，有如一個小人興奮地揮舞雙手期待紅酒的開瓶，如
同現場同學專心看著法籍講師Julien Chameroy的動作，期盼
瓶裡的浪漫酒香，由法文四林宥任擔任翻譯，Julien不時丟出
問題詢問參與同學，互動熱烈。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也到場
舉杯，表示要了解法國不能不懂酒！且薄酒萊是法國重要的
文化創意，希望透過此活動讓學生親身體驗，更貼近真實的
法國。
Julien也提到在法國有人來家裡作客時，都要以紅酒招待，
而台灣比較沒有類似這樣品酒的「場合」，但他覺得只是文
化不同，並笑道：「我來台灣都喝茶！」法文二林芷瑢表
示，很喜歡系上這種結合課程、實際體驗的活動，而且了解
了薄酒萊新酒的背景故事之後喝起來更不一樣！

晚出現，就以黑麥汁來做為底色，加入
番茄汁則表現出角色較血腥的形象，最
後會加入香料粉是因為想讓作品增加香
氣。」。第二名則由保險一林奎佑以充
滿創意、創新的手法，調製出一杯口感
及賣相佳的「港灣」贏得評審青睞。日

詞創社

詞創社飆歌，創作型樂團出頭！（攝影／
粱琮閔）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生活煩悶無處
發洩、煩惱無從解決嗎？讓詞曲創作社唱給你
聽！17日詞創社在覺軒花園舉辦「1.5屆全創
作成發」，愛情、友情、親情甚至對夢想的追
求皆入歌，約3個小時的創作曲表演、6個樂團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學務處
網路報名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吃一口蔬菜好
健康！福智青年社於22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非『蔬』不可-真相蔬食展」，邀請校長張
家宜、總務長鄭晃二等嘉賓進行剪綵儀式。張
校長表示，福智青年社關懷自然與社會、推動
蔬食愛地球，精神可嘉，值得同學學習。
福智青年社英文四社長趙家琦說，希望透過
活動，提倡「關心健康、關愛大地、關懷生
命」3大概念，提升師生們對自我生活及環境
健康的認識，並了解「有機觀念」不單是因農
藥、化肥嚴重地影響環境健康，也是對大地的
一份疼惜與關愛。
趙家琦強調，今年是第一次推廣蔬食，中午
都會發放免費的蔬食便當，盼未來能有更多人
加入食用蔬菜救地球的行列；每天下午皆有社
員現場「製作可樂」，讓同學了解這些化學添
加劑飲品既傷身又不營養。英文四湯依庭表
示，「親眼看到這些化學藥劑被調成飲料的過
程，感覺好真實，以後要少喝了！」

文二秦婉婷則以充滿視覺效果的「藍色
小精靈」拿下季軍。社長企管二胡培玲
表示：「活動中發現社員們對於調酒這
麼有創意，像是把牛奶、香料粉加入調
酒中，讓我們充滿驚喜！」

站上舞台唱自己的歌，表達對音樂的無限熱
愛！詞創社社長財金三謝汶權表示，愛音樂的
人很多，但是我們的社員還多了一份對於創作
的熱情！
演出樂團除了元老級的「Mr. Dinner」，還
有大一新生的「Chance」和「逆光」樂團，
甫進入「I am Music音樂大賽」決賽的「印象
派鉛筆」也一口氣唱了6首好歌、「熱春天」
團員和法文一范僑芯共組的新團「小豬維尼」
更帶來清新演出，最後壓軸上場的「宇宙大烏
龜」，直白的歌詞大喊「我沒有女朋友！」讓
全場歡呼四起！大傳一陳泓翰提到，平時就喜
歡聽獨立創作的音樂，「全創作的形式較能
表現辛苦努力的結晶，也可以傳達想說的話，
超級青春熱血！」，覺得企管進學二張壹翔學
長彈吉他很帥的他更表示，「最喜歡印象派鉛
筆！」

蘋果傳情 表達你的心意

女同學開心收下感恩蘋果季的
蘋果。（攝影／張峻銓）

西音社

搖滾雙拚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十一月的
大道」，由新進社員分別組成15個樂團用音
淡江很搖滾！西音社日前舉辦「滾淡音
樂較勁，由詞創社、實驗音樂社、吉他社等
樂祭」，邀請中離狗、BeforeDyingSigh、
音樂性社團代表擔任評審，現場觀眾也能為
Youth Note、land 151、滋事凱蒂與late遲到
喜歡的樂團投下一票，讓自己支持的樂團成
樂團，接連3天晚上7時在覺軒花園搖滾開
為當夜人氣王。
唱。社長物理三林駿吾表示，雖然表演規模
不大，但能讓社內學弟妹有辦音樂表演的經
驗，是個學習的好機會。
獲得2011 Yamaha Asian Beat Grand Final亞
洲區第2名的中離狗，除了表演〈玩墮落〉
等創作歌曲，也分享去韓國比賽的經驗；英
式搖滾曲風的Youth Note和BeforeDyingSigh
的重金屬樂風，震撼全場；大傳三陳群恩
很喜歡late遲到樂團自創曲〈兩個月亮〉，
「主唱的歌聲，能讓我馬上就能融入歌曲的
情境，讓人有驚豔的感覺。」
西音社搖滾開唱！全場嗨翻天！（攝影／羅
錯過之前的表演也沒關係，28日（週一）
廣群）
晚上7時在覺軒花園還有最後壓軸－「西音

活動名稱

探索體驗教育─能力鍛造營
（https://docs.google.com/
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
dHRNZWRoWVBTN1dnX1I0d011cE
9MWUE6MQ）

11/28(一) 樸毅志工社
衣圓他人的夢─舊衣募集
09:00、15:00 商管大樓前

12/1(四)
08:30

吧檯研習社調酒比賽秀創意 挑戰同學味蕾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吧檯研
習社於23日舉辦社內創意調酒比賽，作
品開放讓在場的觀眾試飲，挑戰大家的
味蕾！日文一林省吾以「Dullahan」拿
下冠軍。他表示：「構想是來自北歐神
話中的人物Dullahan，為襯托騎士在夜

11/28(一)
08:00

主辦/地點

11/29(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 放 影 片 「 最 後 一 戰 : 光 環 傳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奇」

女排競浮士德球賽 抱回冠亞軍

可愛寵物送養 關懷動物社分享愛心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關懷動物社將於30日（週三）晚
上7點於操場旁的喜樂洋溢餐廳舉行「送養大會」，現場安排7隻
貓及5隻狗和參加者做互動，當天店家會提供飲料，希望有意願
做愛心的同學能夠前往支持。
關懷動物社社長公行四歐連昇表示，活動的宗旨是「認養代替
購買，以結紮代替撲殺」，由於社團人力資源有限，所以特別挑
選社團內個性良好的貓狗準備送養，當天並不會直接完成送養，
而是逐一的介紹要送養的貓狗，當中包含5隻被遺棄的小貓，有
興趣的同學和中途照顧者詳談過後，可與貓狗有進一步的接觸；
經詳細思考並確定要認養的同學，則要簽切結書並準備相關證
件，未滿20歲須附上家長同意書，方能完成領養的動作。

運管一

琳、程鳳茹，混雙建築五黃弼晨、建築
二沈立涵。
洪倩玉表示自己從國小就開始接觸羽
球，平日跟著系隊練習，「比賽對手如
果是遇到強勁的校隊會比較緊張，可是
校隊本身有求勝的包袱，平常心的我反
而有更多贏面。」羽球常勝軍鄭至富從
大一開始打新生盃，一路到現在大三打
公開賽，每年都問鼎冠軍，「平常校隊
練習就在累積實力。」但他也提到自己
是男單項目第一個報名者，很多系隊選
手看到他的名字就不報名這個項目了，
笑言：「大家似乎都不想跟我打球。」
網球新生組由教科一張耿彬、歷史一
黃千容力克群雄拿下男單、女單冠軍，

總務處舉辦「校慶臺灣米食
節」，聯合全校商家推出特色米
食，連外國學生也瘋狂。

【記者王雅蕾淡江校園報導】星相社於14日至18日在黑天鵝
展示廳舉辦「魔法師的神祕百寶箱－西洋神祕學展」揭開魔法
師的神秘面紗，現場提供占卜體驗讓大家瞭解基本的占星和命
盤。
展中擺放許多西洋占卜道具，法文三歐書函說：「我對美人
魚塔羅印象最深刻。更親身體驗占卜過程，占卜師算得很準，
讓我很驚訝！」另外，本展所舉辦的體驗活動都需由同學憑收
集發票兌換參加資格，社長運管三葉芷余表示：「這次活動所
募得的發票都將捐給創世基金會，希望我們在瞭解西洋占卜之
餘也可以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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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哇！好可愛的愛心氣球
噢，底下還有一顆紅蘋果耶！你知道這是什麼活動嗎？
原來是僕人領袖社於16日至23日舉辦「Thank Giving
Apple感恩蘋果季」，幫你把充滿心中感謝的卡片送到
他/她手裡！活動除了許多同學、師生參與外，僕人領
袖社也將感謝送到校長張家宜和新北市淡水區區長蔡葉
偉手中，社長國企三康海瑞表示：「更有教官響應我們
的活動，一口氣買了40幾顆要回饋給各處室呢！讓更多
的人感受到感恩節的氣氛。」
收到感恩卡的會計二吳姿儀表示：「好驚訝噢！沒想
到會收到這麼特別的禮物，很謝謝送我的同學。之後如
果有再辦這樣的活動，我也會考慮給我所感謝的人一個
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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