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6/13( 六 )
9:00

文錙中心
海博館

海事博物館 25 週年館慶
-- 航海學系與輪機工程
學系影像資料回顧展

6/15( 一 )
12:00

文錙中心
驚聲 2 樓川堂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久石
讓的世紀音樂響宴

6/16( 二 )
12:00

文錙中心
驚聲 2 樓川堂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貓 :
音樂劇 ( 上 )

6/17( 三 )
12:00

文錙中心
驚聲 2 樓川堂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貓 :
音樂劇 ( 下 )

6/18( 四 )
10:10

文錙中心
海博館 4 樓

影片欣賞 - 台灣荷蘭鄭
家軍

6/18( 四 )
12:00

文錙中心
驚聲 2 樓川堂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流浪
者之歌

6/19( 五 )
12:00

文錙中心
驚聲 2 樓川堂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iPod
音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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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大代誌4

　學務處上月至12日，為校內染病老樹舉辦
祈福活動，邀請童軍團在福園前、大學城出
入口兩處，協助以竹子搭建祈福亭，吸引不
少同學駐足參與，一同寫下對老樹的祝福與
感謝。（文／蔡晉宇、攝影／王雪妮）

　吉他社於8、9日晚間於覺軒花園舉行「吉吉
螢螢」畢業表演及第42屆「42隻螢火蟲的故
事」幹部成果發表，兩場活動吸引逾140人參
與音樂饗宴。吉他社社長水環四林峻葳表示，
兩場活動都以螢火蟲代表幹部，象徵幹部能像
螢火蟲發光之外，也如同在籌備過程中照亮彼
此，給予扶持鼓勵。
　「吉吉螢螢」會場掛上燈籠裝飾，演出25首
歌曲，以歌手徐佳瑩「我沒時間討厭你」開場
炒熱現場氣氛。演唱到「我的藍白拖」，還邀
請觀眾上臺跳舞，將氣氛帶到最高點，尖叫聲
不斷。最後合唱社歌，場面溫馨感人。「42隻
螢火蟲的故事」將背景設計成螢火蟲在夜空閃
爍的景致，演唱30首歌曲，2首自創曲。（文
／秦宛萱、陳羿郿，攝影／姜智越）（更多內
容詳見淡江時報網站）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知識誠可
貴，信用價更高。」近畢業季，生活輔導組提
醒辦理就學貸款同學準時還款，並注意相關還
款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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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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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日起開始償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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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還款問題請洽臺灣銀行淡水分行。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103學年度
第二學期期末考試將於22日至28日舉行，考
前開放B119教室供同學溫書，開放時間為15
日至18日晚上6時10分至10時，19日至21日上
午8時10分至下午5時，請多加利用。
　期末考試時請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
證、健保卡、駕照），若遺失學生證，須於
考試前攜帶身分證及照片2張至註冊組辦理
補發；未帶證件者，須提前申請臨時學生
證。請同學務必遵守考場規則，違者依考場
規則議處。詳細考場規則請洽課務組網頁
（http://www.acad.tku.edu.tw/CS/downs//
super_pages.php?ID=CS402）。

感念母校教導英語課輔 
　「失敗不是成功之母，反覆修正才是。」
英文系校友陳萬來名叫Thomas，與發明電
燈泡照亮地球人的愛迪生‧湯瑪斯同英文
名。如同愛迪生，陳萬來以英語教學照亮學
生。他自本校畢業後創辦普拉斯美語文公
司，退休後，返校協助有英語需求的學生進
行課後輔導，自102學年度至今，課後輔導
班已持續兩年。陳萬來表示：「退休後的生
活，就在淡水被學生圍繞著了！」
　之所以會返校回饋，是因陳萬來受到母校
英語環境的薰陶，他最印象深刻當時教授
「美國文學史」的英文系教授陳元音以全英
語授課，因而體悟到「語言環境」的重要。
除此之外，他與當時英文系學會同學共同籌
劃自學環境，在校園旁租一棟房子，在屋內
限制全英文溝通，讓所有住戶沉浸在英語環
境中，也成為陳萬來學生時期的特別回憶。
他笑說，「在母校求學時，我找到自己的方
向。如同當時被開啟了學習語言的興趣，我
也希望成為這把開啟學生的鑰匙！」
  退休後，陳萬來偶然發現母校學生有英文

課後輔導的需求，讓他重返淡江校園。每週
從臺北市「通勤」淡水一次，彷彿與學生共
同洗了一場的「語言澡」。「這兩個小時我
們要做什麼？」以此為開場白，陳萬來的課
輔班以小班教學模式進行，並由學生提出自
己的英語需求，他再予以解題協助，成為每
週課堂的例行模式。特別的是，陳萬來輔導
的學生皆非英文系，因此課程內容相當多
元，也更貼近學生的生活。像是協助學生完
成以探討電影《阿凡達》為主題的報告、陪
同學生練習接待研討會外賓的外交英語。
　陳萬來創造的「語言環境」，讓參與課後
輔導的學生英文成績有顯著的進步。他開心
地表示：「上次還有一位同學告訴我，他期
中考的英文成績是全班最高的！」並強調，
英文不是學科，而是生活的一部分，「其實
英文不難，別因為害怕就不敢面對。」在陳
萬來的課輔班中，學生不斷地說英文，從錯
誤中累積學英語的自信，他說：「同學的進
步在於他們自己的努力，我也只是幫他們一
把而已。」目前參與課輔的物理二李逸萱表

示，「和學長一起學英文，覺得十分輕鬆且
生活化，對我的課業幫助極大。很感謝學長
願意撥空來校指導英文。」  
   課輔班結束後，陳萬來背起背包，準備經
由克難坡前往捷運站，完成這一週的「通
勤」。自本校畢業近30年，從前的校園景致
如同今日一般，幾乎未曾改變。不同的是，
陳萬來由學生轉為回饋者，將大學時代的情
感凝聚為對學弟妹的付出，他笑說：「如果
學生需要我，我的英語課輔班將會一直持續
下去。」（文／蔡佳芸、攝影／王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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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人齊聚送舊
970期

　（ 攝影／何瑋健）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
103學年度社團評鑑結果出爐囉！
7日，「103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
暨觀摩活動」在學生活動中心盛
大展開，共140個社團參與檔案競
賽，最終評選出8名特優、24名優
等及12名進步獎。美術社、體適
能有氧社、康輔社、花蓮台東地
區校友會、管樂社蟬聯特優，其
中美術社連續12年獲得特優。美

術社社長歷史三文采姍更在臺上許下「美術社
稱霸20年特優」願望！
　此外，康輔社、樸毅青年團及化材系學會別
出心裁採用電子資料參與檔案競賽，其中康輔
社獲特優，康輔社社長資工三周志康分享，很
榮幸獲得評審青睞，蟬聯康樂性社團特優，使
用電子檔案有別傳統紙本，省下不少製作時間
及紙資源，內容仍不失完整性。
　課外組約聘人員劉彥君表示，優等獎黑馬社
團為蘭陽校園淡蘭彩虹船，因該社團檔案內容

完整，獲評審一致肯定。而資圖系今年舉辦許
多與該系所學相關活動，評鑑成績大幅進步。
　蘭陽校園淡蘭彩虹船社長語言二李芳儒表
示，因希望能將社團經驗傳承給下一屆，所以
很重視檔案的整理，很開心能夠獲獎。第二次
參賽即獲優等獎的數學系會長數學二洪如信雀
躍地說，數學系今年活動很多，且從4月份就
開始積極籌備社團評鑑資料，也希望能做到最
好，得知獲獎時，幹部都歡聲尖叫！

英文系校友陳萬來

畢業叮嚀 ! 就貸還款去

期末考來溫書～

康輔社電子化評鑑獲青睞     
社評結果出爐

  首屆院際盃   工學院  奪冠 

　嚕啦啦社獲優等，社員激動
落淚。（攝影／王政文）

　103學年度社團評鑑現場，140個社團展現豐碩成果。
（攝影／王政文）

資圖系賴昱臻、中文系莊棋誠、歷史系陳鈺
偉、資傳系陳妏伊、大傳系趙巧婷、化學系黃
茂凱、化學系夏宪斌、數學系翁聖凱、數學系
曹立綸、物理系梁喻惠、物理系蔡佩珍、建築
系吳安富、機電系顏家瑜、機電系蕭智謙、土
木系林宏昇、土木系宋炫恩、化材系羅章力、
資工系朱政安、航太系吳楷浚、電機系丁羿
慈、電機系黃建翔、電機系胡君陽、水環系王
嘉瑜、水環系洪倩玉、財金系王萱、產經系張
德裕、國企系韋妮、保險系徐萱樺、經濟系廖
侰雯、會計系陳佳伶、企管系王士杰、管科系
王炎麒、資管系林錦坤、公行系楊繐慈、統計
系劉怡萍、運管系呂孟軒、法文系謝儀萱、德
文系江彣優、日文系劉鈺婷、英文系黃詩晴、
西語系徐瑋駿、俄文系李翊寧、教科系夏凡、
語言系羅聿慈、政經系盧彥如、資創系劉柏
妍、資創系周永得、觀光系高碧伶、中文系陳
星伃、財金系張立婷、國企系黃瀞逸、資工系
劉繼元、電機系施榮泰、日文系林家如、英文
系孫璿舜、會計系凃棨寧、企管系洪翊容、公
行系謝幸芸、統計系蔡孟勲、日文系二年制在
職班楊羚羚

化學系夏宪斌、物理系林昊瀛、物理系蕭雅
竹、化材系陳義坤、資工系戴法畢、資工系費
迪生、資工系蕭毅承、資工系王則文、資工系
歐陽睿、機電系涂翔敏、機電系馮昱婷、企管
系荊琳、企管系鍾盈盈、財金系黃勤真、財金
系吳貞儀、國企系張淳怡、產經系李政桓、會
計系陳琳婷、經濟系黃琇敏、資管系陳泓綸、
資管系吳欣祠、資管系徐子皓、運管系許友
垣、運管系黃淨琪、運管系謝閔揚、運管系丁
立、管科系王炎麒、日文系劉鈺婷、法文系卓
威成、英文系朱慧恩

學分獎：資創系李佳翰
國際獎：觀光系朱翊方、語言系丁建宇
領袖獎：資創系劉冠均、政經系黨以石
傑出獎：觀光系莊智瑜
（資料來源／秘書處、學務處、蘭陽校園主任室）

資圖系張艾琦、中文系楊景丞、中文系簡巧
婷、歷史系張雅棠、資傳系林子晴、大傳系洪
安琪、化學系張越、化學系陳世言、數學系賴
馨怡、數學系曹立綸、物理系楊健堃、物理系
歐陽彬、建築系駱嘉偉、機電系張季堂、機電
系劉俋辰、土木系王丞、土木系陳幸均、化材
系田依恩、資工系陳修議、資工系李柏男、航
太系林佳儒、電機系丁羿慈、電機系楊士弘、
電機系蔡昀廷、電機系林展宇、水環系賴佳
薇、水環系楊香芸、會計系黃卓晴、會計系呂
士杰、財金系黃懿芬、財金系裴心瑜、企管系
林巧涵、企管系曾怡靜、產經系林彥辰、國企
系孟雅璿、國企系蔡昱珍、管科系鄧宇廷、保
險系方志光、資管系林竑逸、公行系朱振妤、
公行系邱翊雯、統計系李佳芯、統計系莊依
翎、運管系簡伃均、經濟系高竹廷、法文系譚
景華、德文系周敏琦、日文系楊婷潔、日文系
劉文讚、日文系二年制在職班江惠琪、英文系
葉碹玲、英文系江偉帆、西語系吳昱萱、俄文
系陳冠吟、教科系張瑋晏、語言系曾淑冰、政
經系吳薇安、資創系陳炆埼、資創系蔡夢竹、
觀光系朱翊方

歷史系吳承翰（領獎代表）

公行系曾彥儒、資創系劉冠均、物理系郭宗
憲、公行系林玄筠、英文系洪纓、語言系沈玉
青、資圖系林蕙君、法文系黃敬婷、資管系胡
宸瑋、公行系彭靖榕、資管系盧志榮、政經系
楊宗叡、保險系張耕華、公行系崔博鈞、公行
系黃裕琇、電機系連惟執、中文系黃怡玲、資
管系張伯宇、數學系陳柏嘉、歷史系李泓毅、
大傳系劉羽諾、語言系張家瑜、資傳系劉盈
君、經濟系鄧年廷、企管系王晨蔚、資管系張
楷侑、國企系蔡函君、統計系王建傑、機電系
江國禎、歷史系吳承翰

畢業生榮譽榜

　【記者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
課外組於11日在紹謨體育館1樓社
辦廣場舉辦第一屆社團人畢業典
禮，近150社團人共襄盛舉。課外
組組長江夙冠表示，很開心此活
動將社團夥伴再聚首，並引用約
翰藍儂說過的話「一個人作夢，
夢只是空想；但當一群人一起作
夢，夢就會成真」來勉勵大家，
更期許社團人將在社團所學能力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
狂賀！本校103學年度運動代表
隊獲獎紀錄戰果豐碩，各類代表
隊共強摘17金10銀12銅，其中，
全大運在161支隊伍中拿下全國
第九佳績，扣除設有體育系所之
院校，戰績僅次臺灣大學、清華
大學，更是私校第一。校長張家
宜特此慰勉代表隊教練與選手辛
勞，11日於淡水富基采儷宴會館
席開12桌宴請參賽選手教練，學
術副校長葛煥昭及各院師長也共襄盛舉。
　張校長於致詞中表示，除感謝帶領各隊征戰
的領隊與指導教練外，稱讚選手年年進步！本
校雖無體育相關學系，但依然在體育競賽項目
中脫穎而出值得鼓勵。培養良好運動精神非常
重要，更鼓勵師生養成固定運動習慣才能強身
體魄。餐會中張校長也一一頒發獎金，慰勞各
代表隊辛勞，選手也不吝分享榮耀，將金牌獎

　【記者王子承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由
體育事務處主辦
「第一屆院際盃
籃球賽」歷時一個
月、10日於紹謨體
育館落幕。當日中
午的冠軍積分資格
賽 中 ， 工 學 院 以
77:52擊敗商管學
院，奪下冠軍寶座，積分排名第二的外語學院
獲亞軍。
　工學院隊長資工四王則文表示，有鑑於院際
盃首戰輸了，因此與團隊做心理建設，並彼此
相互信任，紮實地打好每一場。在最終與商管
學院的比賽中，因得知他們體格較好，故採用

獎勵優秀運動員 張校長請客 !

及抗壓性應用於未來生活。
　首先茶敘時間，社團負責人彼此寒暄問候，
氣氛融洽熱絡。緊接著「成長日記」影片播放
「淡海同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各社團活動
照片，搭配淡海同舟主題曲的巧思，種種回憶
引起現場共鳴。更將社員為社團負責人的感性
話語製成影片，氣氛十分溫馨。活動尾聲，新
任幹部將玫瑰花獻給卸任社團負責人，說出感
謝與祝福，活動圓滿落幕。
　活動承辦學務創新人員李慧柔表示，活動以

為染病老樹祈福

吉他社成發獻成果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為展現住宿學
院特色，蘭陽校園主任室於9日舉行本學期住
宿學院成果展「樂宿蘭陽，吾居吾宿」活動。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
華及各系系主任與80餘位師生參與，共同回顧
這學期的活動。
　活動由擊劍社同學對決揭開序幕，林志鴻致
詞時表示，「住宿學院並非只是提供住宿的場
所，而是延伸通識教育的實踐。如：國外的澳
門大學投入大量經費設置住宿學院及相關活
動，除能凸顯校園特色外，更能聯繫師生間的
感情。」他特別感謝老師們的辛苦付出。
　接著頒發活動達人獎，由政經四楊宗叡獲
得，他興奮地表示，「除學習到許多課外知識
外，最開心的是與師長更密切。」他認為老師
們都用心地辦活動，希望大家不要錯失任何一
場活動。同時也頒發圖書館主辦的「城市文學
主題書展」在臉書上發表留學城市
的心得文章，經評審評定第一名為
觀光三王苡璇，獲圖書禮卷300元。

蘭陽住宿學院展碩果

迅速靈活的防守策
略 。 非 常 感 謝 隊

員在課餘時間一
起練球，及教練
劉立青的辛勤指
導。 
　體育長蕭淑芬
表示：「舉辦比
賽目的初衷在於
院際之間能在過

程中享受聯誼、對抗及培養團隊精神。雖然有
時候比數稍有懸殊，但每隊都認真看待比賽及
團隊運動態度讓我深受感動，相信學生能從中
有所收穫。」蕭淑芬補充，希望明年有機會能
推動女子院際盃賽，讓大家看到女同學在球場
上的   表現。

座親獻張校長，場面熱絡且金光閃閃。
　擊劍隊代表隊隊長數學碩一李盈臻表示，非
常感謝學校重視體育代表隊，校長的勉勵對隊
友而言是極大激勵也倍感榮幸，為此會更加努
力。對於擊劍隊為獲最多金牌隊伍，她也感謝
團隊的努力與教練的指導，本屆有許多大四選
手即將畢業，期望招募更多新血加入。

　社團新任幹部將玫瑰獻給卸任社團負
責人，場面溫馨。（攝影／何瑋健）

　校長張家宜（前排左四）宴請擊劍校隊等優秀運動選手，
並頒發獎金以茲鼓勵。（攝影／張令宜）

　工學院拿下首屆院際盃冠軍並獲得2萬元獎金，開心地
拿獎盃與工學院院長何啟東（中）及體育長蕭淑芬（左
四）合影留念。（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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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人獎

學業獎

服務獎

操行獎

體育獎

青出於蘭畢業獎

畢業典禮為主題歡送卸任幹部，也讓下一屆幹
部藉此機會交流。
　卡波耶拉社社長資工四段為康表示，活動可
與夥伴相聚也能讓下屆交
流，這不是一個結束，而
是另一個開始，希望
未來有類似活動可擴
大到學生活動中心舉
辦，建議時間也能
更充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