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6/15(六)

8:00

體育事務處

SG301

102年教職員工子女暑期

球類營隊報名活動

6/19(三)

9:00

體育事務處

N203

水中體適能運動

體驗課程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101學年度第二
學期「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課程及師生人
數有別於以往，增加至34門課程，共有33位教師

中華民國102年6月15日

產經三劉皇谷：

•REC

大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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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我最靚

「鳳凰花開，一句

未來相見請多提攜！」900期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 讓愛心超越分數侷限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102
學年度第1學期的「課程查詢系統」

將於7月18日開放查詢，且預定於8月8日上午
11時至8月14日上午10時進行課程初選，只採
用網路單一選課方式，原並行之電話語音選課
方式已取消，請同學務必使用網路選課系統完
成選課，最後課程初選時間以102學年度行事
曆公告為準，請密切注意教務處網站（網址：
http://www.acad.tku.edu.tw/main.php）、課程
查詢系統（網址：http://esquery.tku.edu.tw/
acad/）、網路選課系統（網址：http://www.

下學期課程查詢7/18上線

　【本報訊】每學期平均約6,000人辦理就學
貸款，為使同學更加了解還款相關事宜，生活
輔導組提醒學生各項還款注意事項，以免影響
個人信用。身份別為在職專班學生，應於離校
後翌日開始清償；一般生應於最後教育階段完
成（服完義務兵役或教育實習期滿）後滿1年
之日開始，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就學
過程中，因故退學或休學未繼續升學者，應於
退學或休學滿1年之日起償還；繼續就學者，
得向銀行申請延後至學業完成後償還。若出國
留學、出國定居或出國就業者應一次償還。其
餘還款相關問題請洽臺灣銀行淡水分行。

畢業叮嚀 信用價更高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體育課程調整
囉！體育事務處為活化課程內容，自102學年
度起將大四體育選修課程修改為「體育選修課
程」，提供大一至大四學生選修，並修訂體育
選修課程名稱與項目。教學組組長劉宗德提
醒，「該課程計1學分，且不列入畢業學分。
而原本課程限大四生修習的規定放寬，開放給
大一至大三生選修，但不可抵大一至大三的體
育必修課程。」

體育處調整選修課程規定

『珍重再見』隱含對學長姊的思念，

　【記者莊靜淡水校
園報導】本校建築系
與中原大學建築系、
成功大學建築系從即
日（週六）起至17日
止在臺 北松山菸廠文
創園區共同舉辦「建
築參訴事try(arch)」畢
業設計展，共125位大
五生參展，以參數的

建築參訴事 文創園區展Architude
概念表達不斷地投入與嘗試建築設計。總召建
築五張宇廷表示，「平面的牆很無聊！」為回
應主題「參訴事」，會場牆面以木條排組成波
浪般弧形，且木條角度與長度皆由電腦計算而
成，不僅節省人力，亦營造建築與藝術氣息。 
　 本 次 展 出 中 ， 3 校 各 具 風 格 ， 淡 江 大 學
─Architude建築態度、中原大學─Discrete 
sensation 離散感知、成功大學─Breakthrough 
突破。張宇廷表示，以「Architude建築態度」
為題，希望大家將過去所學呈現在作品中，每

　建築系自即日起至17日止在臺北松山菸廠
文創園區共同舉辦「建築參訴事try(arch)」畢
業設計展，以參數的概念表達不斷地投入與
嘗試建築設計。本次展出中，建築系主題設
定為：Architude建築態度。（圖／淡江建築
系提供）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外籍同學聯誼
會於7日舉辦「Graduation Party」，邀請國際
長李佩華蒞臨，並頒發外籍同學聯誼會的紀念
證書。主持人財金三柯安德、國企二馬維詩以
詼諧短劇表達臺灣特有文化，且寫實對話引起
全場共鳴。而會場用耶誕燈飾裝置，一旁擺放
有趣道具供學生拍照，讓學生活動中心搖身成
為華麗的舞會現場。
　國際長李佩華致詞時表示，「希望淡江帶給
你們的不僅是好的學習，更讓大家感受到這裡
就是你們的家，希望過去的日子會成為各位一
輩子美好的回憶。未來期許大家能成功，也祝
福各位鵬程萬里、一帆風順。」
　晚會首先由初級華語班學生演出〈我愛那魯
灣〉，活潑的原住民歌舞成功吸引眾人目光。
畢業生代表國企四巴夏爾致詞時表示，「很開
心和大家分享我的喜悅，能來臺灣念書、認識
各國朋友，真的是很特別的經驗。」他也勉勵
大家多閱讀，學習不僅是為了得到好成績，更
重要的是追求知識及尋找人生的目標。
　晚宴中，國企四克羅德獻唱中文歌曲〈記
得〉和英文歌曲〈我永遠不會忘記你〉。他表
示，「我們都很有勇氣離鄉背井，來到一個陌
生國家念書，在這裡得到很多朋友的鼓勵與支
持，讓我繼續前進。」

　【本報訊】25日起夜間安全護送時間、範圍
即將異動，護送時間：每日夜間11時至凌晨1
時止；護送範圍採定點接送，自捷運站對面
中油加油站至淡水校園宿舍及金雞母、巧克
力、風情等校園附近社區。如有需要夜間護送
的全校師生，請電洽服務專線：（02）2623-
5101。

夜間安全護送時間異動

　【本報訊】本校工學院各系在近日頒發各項
獎學金，其中包含系友獎學金。機電系「1976
年畢業班獎學金」每年提供10萬元，加惠學
子，今年有13人得獎。土木系系友獎學金有2
位學生得獎。資工系設有體育獎學金，為該
系畢業系友鄭達雷提供，今年也有4位學生得
獎。化材系本學期系友獎學金，有6人得獎，
化材四鄧翔表示，在畢業前夕得到這個獎項，
難掩心中的興奮，也代表著大學生活過的充實
且多元，這就是大學生該有的style！得獎名單
詳見各系網站。

工學院各系頒發獎學金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年
度端午節盛會「2013水岸臺北端午
嘉年華」於8日、9日及12日在大佳
河濱公園熱鬧展開。擔任教育部體
育署打造運動島訪視委員暨本校體
育長蕭淑芬蒞臨現場，今年活動重
頭戲－臺北國際龍舟錦標競賽，共
計有234支國內、外隊伍參加，競
賽區分為大、小龍舟2類型。
　蕭淑芬表示，「很高興在本場賽
事看到水環系同學參加，未來會鼓
勵校隊及舉辦水運活動，藉以增進
學生參與體育活動的意願。」
　今年自行組隊報名的水環系學生
是第四年參賽，總召水環碩一林民
生說：「每年系上學長都會鼓勵我
們報名，同時也會找有興趣的學弟

一起組隊，而賽前臺北市政府會開放龍舟，大
家利用週末加緊練習，不管有無獲獎，重點在
於大家一同付出」。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
社於3日起在文學館二樓川堂舉辦「微光詩
堂」，為期3週的期末成果展，除了有用飲
食、餐點的概念來包裝的各種互動遊戲、作品
分類外，另有將系列詩作分為前菜、主餐、飲
料等部分，藉此增加閱讀的趣味性。如設置
「餅乾盒抽屜」讓參觀者填寫餅乾造型的回饋
單、並投遞到盒中，即可以抽取精美酷卡。
　策展人中文二曾貴麟表示，活動透過展示社
員作品來推廣現代詩，並運用生活化的元素來
包裝，是希望能傳達給參觀者「寫詩不難，題
材就在日常生活當中，所以你也能寫詩」的概
念。他並提到，「成果展別具意義，在人力動
員、展品規模與展期都是規模最大，且社員們
也透過這次活動，走出社團與教職員生互動，
開創社團新頁。」
　參觀者中文二莊棋誠表示，這次微光詩社運
用創意將作品以活潑的方式呈現，能引人入
勝，進而接觸現代詩，也對於將展覽用餐點的
方式包裝感到印象深刻。

微光詩堂 食出妙招

　微光現代詩社於3日起在文學館二樓川堂舉辦「微光詩
堂」，巧妙運用餐點包裝、設計互動遊戲，藉此增加閱讀的
趣味性。（攝影／盧逸峰）

　擁有全臺獨具「八國聯軍」特色的淡江足球校隊，在今年已邁入
一甲子，從創立至今吸引各國無數愛好足球的學生加入；如今學期
末將近，在鳳凰花季下有人即將退役，離開這個足球外交圈，包括
101年度隊長公行四黃偉濤（手中持球者）、隊員資創四古大衛（前
排右一）、國企四亞夫帝（17號球員）和狄亞輝。
　來自澳門的黃偉濤，大一時在學長介紹下加入足球校隊，現在已
經成為年資最深的隊員之一，從民國97年到現在，可謂一路見證球
隊5年間的變化，包括99學年度球隊奪得全國大專足球聯賽一般男生
組冠軍，那一年也是球隊戰績的閃亮時期。自言沒想過會拿冠軍的
黃偉濤，最難忘的卻不是冠軍榮耀，而是參加98學年度大專足球聯
賽男生組一般組，他回憶當時冠軍賽的對手，在小組賽輸給淡江足
隊校球，所以球隊當時還蠻有信心的。「那時候隊員們本來都以為
會拿到冠軍，結果卻只拿到第二。」比賽結束後大家固然不開心，
但很快又振作起來。果然99年球隊再接再厲，拿下冠軍。5年間與校
內外的球員接觸，讓黃偉濤對足球的目光從澳門放眼世界，也從踢
足球當中學會：「輸贏不是最重要，盡了力，玩得開心就好！」他
認為踢足球既要有技術，也要有心，勉勵隊員們要勤奮練習。
　來自布吉納法索的古大衛在蘭陽校園念書，大四時到淡水校園修
學分，才得知有足球校隊，喜歡運動的他很快地就決定加入。「因
為蘭陽校園沒有足球場，來淡水可以踢足球很開心，而且也交到很
多朋友。」在球隊，要跟來自各國的隊員相處，古大衛明白，尊重
和包容很重要。「隊員們有不同的文化、語言背景，也會有不同的
行為舉止，有時候會知道你需要配合他們的規矩。」
　而來自薩爾瓦多的國企四亞夫帝，也是從大一開始加入，他想起
當初希望加入足球隊時，因為身型肥胖，不容易跟上練習，為此還
特別去減肥。同樣在球隊認識很多異國朋友，亞夫帝笑說溝通完全
　沒問題。即將畢業的他對球隊充滿不捨之情，並誠摯地對隊友說
　：「我會想念你們的！」黃偉濤坦言，由於隊員間的文化差異
　，在語言上要做到深度溝通不易；但在球場上，隊員間不分
　　　國籍，「大家都是友善相處的。」印證體育無國界的
　　　　　　精神。（文／吳泳欣、攝影／盧逸峰）

8國聯軍足隊4人畢業

教授1,400餘名學生。由各系依據專業領域並結合
服務學習，規劃為期一學期的服務課程，並於校
外社區及非營利組織進行實作。本報整理3門課

程服務之成果，一同共
享服務學習中的喜樂與
收穫。
　 土 木 系 開 設 「 管 理
學」，助理教授范素玲
透過教授建置專案及管
理的專業知識，帶領70
餘位學生分組、規劃及
創業。范素玲表示，有
一組專案是協助「樂山
療養院」院慶活動，課
程 非 硬 性 規 定 學 生 參
與，「是因為我不希望
讓學生有誤會，以為可
以用愛心來換取分數的
想法。」她期待學生能
透過自己的力量，改變
世界、並提供社會正向
影響。專案製作「仁者
樂山 能者樂善」的組
長土木一柯依霈表示，

個建築構思都是作者用心之處與態度展現。其
中，包括廣獲媒體報導推薦建築五李承翰為93
歲阿嬤起厝的展品，展場包含設計圖及模型。
（專訪見2版） 
　建築系助理教授暨大五設計指導老師漆志剛
表示，開幕式當日邀請日本U-30新世代建築
家增田信吾演講，內容豐富精采，相信對建築
系學生會有很大收穫，而今年本校學生作品多
元豐富，不僅各具特色且探討深入，因此產
生不少創新見解，此外他更大讚本屆建築系學
生：「拿到畢業成績，仍然勤奮，自動自發， 
不需老師操心，非常難得！」 
　今日起將陸續在臺北松山菸廠文創園區舉
辦3場演講，包括15日「身分差異─表建築‧
裏建築」、16日「女性建築家對談─女。體。
質」與17日「世代建築家對談─代言人」歡
迎大家參加，詳情可至Facebook社群網站查詢
「建築參訴事」。 

　外籍同學聯誼會於7日舉辦「Graduation Party」，會場用
耶誕燈飾裝置，並設置拍照區，讓學生活動中心宛若華麗
舞會，外籍同學一同開心地合影留念。（攝影／余浩鉻）

ais.tku.edu.tw/elecos/）。

加退選後補繳費事宜
　此外，財務處提醒同學，尚未
完成101學年度第二學期加退選
後應補繳費者，請持補繳單儘速
至出納組B304、臺北校園D105繳
費，若遺失者須先至財務處補開
單。倘未完成補繳者，將無法辦
理新學期預選課程及註冊作業，
而畢業生亦不得領取證書。
　如有疑問請向財務處詢問，
校內分機2067；或至財務處網站
（https://www.finance.tku.edu.tw/main.php）
查詢。

外籍生畢業舞會 華麗登場
水環系挑戰國際龍舟賽 蕭淑芬打氣

主要是透過繪製海報、成立網頁，藉以行銷由院
生製作的商品。她認為，「專案中最大的收穫在
於溝通，以及體會到安排流程的重要性」。
　觀光系首次開設「旅遊環境規劃」，由助理教
授王嘉淳帶領修課學生到臺中大坑獼猴
區，嘗試將觀光旅遊和保育生態等專業
知識融入服務學習中，讓學生嘗試找出
兩者兼顧的最適途徑。王嘉淳表示，課
程實作是將園區內中文告示牌與解說，
進行英文翻譯導覽，且園區內合法餵食
獼猴，也加強大家對於野生動物的情
感。觀光四賴宜萱分享道，「除了本身
專業為觀光領域外，對於近年蓬勃發展
的生態觀光亦感興趣，未來有機會也將
投身保育動物的行列。」
　軍訓室開設「軍事戰史專業知能服務
學習」必修課程，由生輔組中校教官呂
學明帶領修習學生至法務部調查局、
海事博物館參訪。同時，學生蒐集、匯
整軍事知能，劃分成反毒、全民防衛動
員、軍中生活3部分，並以戲劇方式於
上月30日在天生國小表演，向學齡孩童
宣導全民國防軍事教育，現場另有體驗
操作模擬槍枝的活動。參與表演的資管

一盧震宇分享，「在籌備過程中，班上同學須事
先做足功課，才能將專業知識透過戲劇表演的方
式，正確無誤地傳遞給小朋友，且做些有意義的
事，感覺真的還不錯！」。

　土木系開設「管理學」課程，專案製作「仁者樂山 能
者樂善」的團隊齊聚街頭募款。（圖／土木系管理學D
組提供）

資圖系滕旻霏、中文系魏亦均、中文進陳渝
麓、歷史系羅元祺、資傳系劉沛瀅、大傳系林
波君、教科系蘇汶萱、建築系彭宏捷、機電系
劉哲銘、土木系甯威鈞、土木系洪慈韻、化材
系邱祥宇、資工系王少甫、資工進陳泓宇、航
太系張育坤、電機系張辰瑋、電機系吳青澐、
電機系林慧柏、電機進黃凱弘、水環系楊舜
年、法文系王怜絮、德文系范于真、日文系陳
均安、日文進張修齊、日文在職刁奕如、英文
系何怡瑩、英文進張佑丞、西語系黃子寧、俄
文系許宇昇、會計系林逸潔、會計進翁宥榛、
財金系許閔婷、財金進葉國忠、企管系姜佳
瑩、企管進林璟恆、產經系潘暐、國企系王鈺
婷、國企進張晏慈、管科系陳秀秀、保險系于
靜文、資管系許文、公行系陳立敏、公行進倪
嘉駒、統計系陳芝宇、統計進林詩淵、運管系
林珍、經濟系陳慧萍、語言系欒婷婷、政經系
沈庭如、資創系林宛琪、資創系古大衛、觀光
系洪祥彧、化學系曾育琦、化學系陳柏文、數
學系張惠萱、數學系林品瑜、物理系游宇豐、
物理系高嘉宏

中文系王君瑜、中文系蘇芮儀、歷史系吳東
憲、資圖系廖子揚、資傳系陳寶卿、物理系潘
展良、化學系魏振勛、水環系陳貞蓁、機電系
郭奕辰、航太系蕭秀庭、財金系徐振傑、財金
系呂明蔘、財金系李美儀、經濟系施京賢、國
企系蕭惠玲、國企系陳佳雯、會計系劉雅葳、
企管系卓怡菁、企管系劉雅倫、企管系黃俞
婷、運管系張語羚、運管系徐晧、公行系簡巧
玳、公行系練慶德、運管系丁泓文、管科系李
宜珮、英文系黎鈞祐、英文系湯茹婷、亞洲所
高郁萍、資創系林柏鈞、建築系李承翰

資圖系郭祈安、中文系洪弘、歷史系蘇雅芬、
資傳系洪采伶、大傳系湯琮詰、化學系林昆
毅、化學系陳柏文、數學系劉治如、數學系陳
侑聖、物理系張嘉佑、物理系蔡忠祥、建築系
高鼎鈞、機電系吳秉儒、土木系黃淳毅、土木
系王昭元、化材系官民健、資工系屠大維、航
太系賴哲毅、電機系沙宇陽、電機系林敬軒、
電機系陳詩凱、水環系吳宗憲、財金系楊于
萱、產經系鄭逸婷、國企系許瑀恩、保險系許
綵羚、經濟系蔡文萱、會計系林佳秀、企管系
張巧融、管科系葉承典、資管系陳鈺薇、公行
系洪祥瑀、統計系林函怡、運管系徐睦貴、法
文系王采芝、德文系羅光軒、日文系徐維亞、
英文系柯筱凡、西語系黃美涵、俄文系楊惠
晴、教科系郭芝琳、語言系欒婷婷、政經系劉
庭宇、軟工系林宛琪、通訊系莊華竺、觀光系
蔡宜瑾、中文進曾國瑋、財金進曾建瑞、國企
進李逸詩、資工進陳泓宇、電機進王竣佑、日
文進何承儒、英文進張美鳳、會計進楊青龍、
企管進林璟恆、公行進蔡維卉、統計進任鎮
麟、日文在職劉維婷

西語系李庭萱、化學系鄭至富、國企系狄亞
輝、中文系李孟瑄、化材系張軒瑜、會計系莊
仕敬、產經系鄭逸婷、中文系范嫚琦、運管系
葉蕢誠、英文系張家瑜、電機系林岱頡、運管
系謝閔治、中文系黃新智、法文系王采芝、機
電系江依倫、財金系黃筠、資管系戚鳳元、財
金進廖軒丞、運管系黎明傑、土木系蔡牧蓁、
電機系張斯閔、資工系林鴻文、資管系游文
君、機電系邱振質、水環系賴聖哲、國企系亞
夫帝、財金系洪翊凱、企管系林奐廷、公行系
劉宜芬、化材系陳衍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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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出於蘭畢業獎
傑出獎：觀光系謝鈞翔
領袖獎：資創系林柏鈞、政經系陳彥甫
國際獎：語言系欒婷婷、語言系彭子昕、
觀光系吳玠儒
學分獎：語言系姚怡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