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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 日4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2( 一 )
8:00

師培中心
網路報名

全國師培大學暨師培中心教師「iEARN」
工作坊 (http://enroll.tku.edu.tw/)

11/2( 一 )
8:00

大陸所
網路作答

中國大陸研究所 105 學年度招生
活動 (http://enroll.tku.edu.tw/)

11/2( 一 )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外交決策模擬營 - 難民的悲歌
(http://enroll.tku.edu.tw/)

11/2( 一 )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戰略所陸委會參訪活動(http://
enroll.tku.edu.tw/)

11/2( 一 )
8:00

教發組
網路報名

【TA研習】教學助理才能課程－活用圖
書館教學資源(http://enroll.tku.edu.tw/)

11/2( 一 )
8:00

教發組
網路報名

【TA研習】英語授課教學助理研習-讓學
生Eye上英語課 (http://enroll.tku.edu.tw/)

11/2( 一 )
8:00

教發組
網路報名

【TA研習】教學助理才能課程－Excel教
學應用與實作(http://enroll.tku.edu.tw/)

11/2( 一 )
8:00

教發組
網路報名

【TA研習】教學助理創意課程─用App
輔助課堂互動(http://enroll.tku.edu.tw/)

11/2(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職涯主題月講座-一試就上的面試
必勝秘笈(http://enroll.tku.edu.tw/)

11/2(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職涯主題月講座-成功求職策略
(http://enroll.tku.edu.tw/)

11/3( 二 )
12:00

師培中心
ED201 翻轉你的簡報世界

11/3( 二 )
18:30

管樂社
文錙音樂廳 室內音樂會─織音

11/5( 四 )
8:10

學發組
I601

學 習 策 略 工 作 坊 ~ 「 輕 鬆 做 筆
記」-課堂筆記摘要技巧

11/5( 四 )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4樓

影片欣賞-工程大突破：布希號
航空母艦

11/5( 四 )
12:00

文錙藝術中心
驚聲2樓川堂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正義－一場
思辯之旅1-1、1-2

11/5( 四 )
14:10

學發組
L110

學習策略工作坊~功能強大的PS，你
玩過了嗎?-PhotoShop圖片美化技巧

11/5( 四 )
14:1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全面攻佔－
倒數救援

11/6( 五 )
12:00

學教中心
T307 學教翻轉教室揭幕式暨範教學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4( 三 )
18:30

蘭陽校園主任室
學餐1樓

華麗冬季 爵士旋律(Fabu lous 
winter with jazz)

　學期末總會見到有位老師捧著一堆卷包與
成績卡到註冊組繳交，該組同仁都知道這是
現任英文系系主任黃永裕。除了自己的，他
也幫同系兩位兼任講師：妻子賴麗玉與二女
兒黃羽璿繳交。一家 5 人就有 4 人畢業於本
校，且 4 人先後任教英文系，傳為美談。
　走進黃永裕的研究室，書櫃上貼滿全家出

遊照，言談中不時流露幸福滿溢的樣子。談
起與妻子如何認識，黃永裕搔頭害羞地說：
「我們是班對啦！嚴格說來，得感謝大一時
的語練老師。」他回憶，「我們都是南部鄉
下小孩，當年淡江是以地區為分班原則，我
們就被編在同一班。」而英文語練課則是以
發音程度安排座位，那時連國語發音都不標
準的黃永裕，在語練課的表現自然差強人意。
好學的他拚命地勤練英文發音，因為進步顯
著，座位便換到妻子旁邊。「我打從心底感
謝語練老師，他是我們的媒人。」
　許多人都很好奇，一家有 80% 英文系畢業，
那用什麼語言溝通？他笑說，「我講臺語啦，

她們多回我英語。」談到 3 個寶貝女兒，黃永
裕的眼角藏不住笑意，嘴角上揚地說，「我太
太赴紐約求學時，我身兼母職留臺帶小孩。」
與女兒們感情極緊密的他，更是女兒們的英文
家教，為了尋找孩子的英語教材，「我無意間
發現，自然發音比起我們當年學的 KK 音標還
要容易。」也應用在大學教學上，「這就是教

學相長啊！」在教育方面，他強調，「女兒
求學過程中從不補習，我注重適性發展，想
讀什麼學系我也不干預。她畢業時，系上的
老師還訝異地說，『原來她是你女兒啊！』」
　黃永裕分享，「家人雖以我為重心，不過
每個人都是獨立自由的個體，我很尊重她
們。」但女兒念大學時交男朋友呢？他哈哈
大笑，「我當然會默默地關切對方啊！要認
真交往才行！」
　女兒初執教鞭時，難免緊張，一向正向思
考的黃永裕以自己超過 30 年教學經驗給予提
醒，他說：「老師的外表與發音是吸引學生
的主因，但也要親切幽默，更要有原則與耐
心。人都有情緒，身為老師就不可說出激怒
學生的話，與學生的關係也不要鬧僵。」他
指出，老師很重要，會影響學生的學習態度。
　「心胸坦蕩、問心無愧，心存善念、盡力
而為。」這是黃永裕與家人的座右銘，他相
信以誠懇、認真的態度教學，「日後學生才
會回饋系上。」（文／林妍君）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活動看板

為青年尋路論壇    淡江

　英文系系主任黃永裕全家關係親密，圖為與同系
兩位兼任講師：妻子賴麗玉（左一）、二女兒黃
羽璿（右二）及家人快樂出遊。（圖／黃永裕提供）

　（ 攝影／何瑋健）

英文系副教授黃永裕我家好多淡江人 不說“菜”英文

　你今天吃蔬菜了嗎？上月 27 日至 30 日，福
智青年社在黑天鵝舉行「蔬食展覽」，期待藉

　【記者陳羿郿、李宜汀淡水校園
報導】65 週年校慶蛋捲節將於週六
（7 日）在書卷廣場及海報街熱鬧登
場囉！而一年一度的校慶運動大會
也將於 5 日（週四）熱烈展開。
　今年蛋捲節以「蛋捲夢遊仙境」
為主題，分別有 4 個項目：「夢尋
樂歌」邀請到知名歌手李唯楓、曾

尋路論壇鼓勵學生追夢

　【記者林妍君、陳岱儀、杜歡、秦宛萱淡水
校園報導】上週萬聖節氣氛籠罩淡水校園，從
上月 26 日開始，各社團便挖空心思，舉辦著
多樣活動，隨著此起彼落的尖叫聲，歡度西洋
鬼節。

烏克麗麗社在琴聲中尋找覺軒妹妹
　覺軒妹妹到底在哪裡？一群手繫螢光環的學
生來回穿梭在校園內奔走，尋找失蹤的覺軒妹
妹。這是烏克麗麗社於上月 26 日晚間舉辦的
萬聖節活動「鬼烏」，一系列跑關遊戲，結
合烏克麗麗琴聲，製造出詭譎緊張氛圍，加上
各關關主可怕妝容以及精湛的嚇人功夫，參與
各隊都被嚇得尖叫連連。社長會計三趙瑞恩表
示，未來將融合更多烏克麗麗的元素在活動當
中，讓更多人能感受其魅力。中文二廖吟萱分
享，「我覺得開場的活動設計很有創意，設定
的主題也很吸引人！」表示活動不僅結合社團
特色，也達到驚嚇效果。

鋼琴社屍琴化藝顛覆古典印象
　鋼琴社結合萬聖節元素，於上月 28 日在文
錙音樂廳舉辦期中音樂會「屍琴化藝」，除以
南瓜布幕及棺材道具布置點綴外，工作人員也
畫上鬼妝，顛覆了大眾對鋼琴的古典印象。音
樂會由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第三樂章」揭開
序幕，而電影「曼哈頓戀習曲」配樂「Begin 
Again」及動畫寄生獸主題曲「從結束的世界」
為音樂會增添了流行氛圍。會中邀請弦樂社社
長土木二周華言，與鋼琴社社長德文二邱天心
合奏輕快的「小提琴第三十六號奏鳴曲」，為
音樂會亮點。數學二石亞宗說：「整場音樂會
的設計十分創新，可以感受鋼琴社的用心！」

國際大使 3 社團 400 人
聲勢浩大

　上月 28 日晚間，畫著恐怖
妖魔鬼怪裝扮的 400 餘位同
學，以南瓜等萬聖節特色裝扮，
將學生活動中心渲染出一片節日氛圍。
這是國際大使團聯合馬來西亞校友會、外籍同
學聯誼會所舉辦的萬聖節派對，開場的鬼屋遊
戲讓大家過足了癮。活動由 DJ 帶 high 氣氛，
隨後更有大家一起舞蹈的場面，氣氛甚為歡
樂。團長資傳三張恩婧表示，「400 張的派對
門票全部售罄。看到在活動中不論國籍，每個
同學都很享受這次派對，我很高興。」保險三
胡瑾悅表示，「化妝過程近兩小時，雖然很辛
苦，但活動好有趣，很值得。」

西音社詭譎蛛網伴搖滾
　覺軒花園被蜘蛛入侵了？西音社一年一度的
「萬獸西音」活動讓覺軒花園舞台佈滿蜘蛛
絲，氣氛詭譎。並與彩妝社合作，以「不化妝
不進場」為主題，為觀眾畫上特效彩妝，吸引
逾 100 人入場。7 組樂團 20 首歌，包含重金屬、
死亡金屬、流行搖滾等多樣曲風，帶給觀眾一
場音樂盛宴。台上樂手賣力演出，台下觀眾熱
情回應，尖叫聲不斷。當樂團「憤怒可樂」演
唱 Bon Jovi 的「Always」時，觀眾更是陶醉，
不時一同哼唱。加上主持人即興 RAP，讓現
場笑聲不斷。社長教科三黃冠誠表示，這次的
活動首次與彩妝社合作，並加強美宣與現場布
置，希望能給觀眾更佳的視覺感受。國企二張
怡文開心地表示，非常喜歡這次的現場氣氛，
「QWER」樂團的主唱魅力尤其吸睛。

諮輔組捕夢祝福一起來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諮商輔導組於
上月 29 日下午，舉辦 3 場「捕夢網製作與冥
想體驗」，邀請格雷工藝老師陳韶盈指導捕夢
網製作，活動共吸引逾 75 人參與。
　陳韶盈介紹，相傳捕夢網是流傳於北美洲印
第安人之間的一種祝福，他們相信只要將捕夢
網掛於床頭，它就會網住那些不好的夢，當早
晨第一道曙光照射其上，惡夢便會被帶走，而
智慧將會成為珠子留於網上。
　參與此次活動的財金一徐詩涵表示，當初會
來參加活動是由於同學間相約一同前來，在活
動中印象最深的是編織網子時，「想起韓劇曾
出現捕夢網片段而感到很夢幻，覺得自己好像
是主角。」由於活動緊湊，大家都抓緊有限時
間手做捕夢網，雖導致前兩場壓縮了冥想體驗
時間，但參與的學生都很開心地帶回捕夢網。

980期

校慶 　　    活力登場

水上救生社                習救生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水上救生社於
上月 24、25 日舉辦年度救生員培訓的實地訓
練，分別至白沙灣及坪林的北勢溪，共有 26
位社員一同參與這難得的體驗。
　海訓包含海邊救生、魚雷浮標及蛙鞋的使
用，並在沙灘進行搶水管的活動，不僅從遊
戲中達到訓練效果，更培養伙伴間的默契和情
感。溪訓首次在坪林的北勢溪進行，增加了授
課的難度，為顧及安全，教練及幹部必須事先
下水察看水中的狀況。儘管當天飄著細雨，在
教練的帶領下，社員依然氣勢高昂地完成訓
練，包括溪流游泳、攻擊式游泳、撐竿渡河、
拋繩以及放流等技能培養。
　社長俄文四趙韋博表示，「從最初什麼都不
會，慢慢進步到足以指導他人，不只自己成長
了許多，更是傳承社團所學及精神，希望這次
結訓的社員能夠循序漸進的進步，參與教練
班，成為一位優秀的救生員。」

福智青年社黑天鵝推有機蔬食

白沙灣
北勢溪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大雨阻撓，卻
澆不熄造夢者社社員們的熱情！上月 24 日至
新北市愛維安養中心服務。當天安養中心長者
們多染感冒，該中心希望社員們不要有接觸性
的交流活動，於是一群人便協助清潔環境。總
召經濟二李廣德表示，「即使無法和長者們互
動，大家仍希望能為長者們做些什麼，那些在
我們看似舉手之勞的清潔活動，對他們而言都
是協助。」國企三黃庭儀分享，「雖然飄著毛
毛雨，依然抵擋不住我們做公益的熱血！」她
也表示，從服務的過程中體會為別人付出的感
覺有多麼快樂！

德瑞克領隊社熱血過節
　德瑞克領隊社於上月 28 日要求每位社員穿
上紫色服裝，並在臉上畫出萬聖節相關妝容。
沒有著紫色服裝的同學必須接受懲罰，在進
場時被其他人用人體彩繪筆在臉上畫上逗趣的
圖案。笑聲充滿現場，將萬聖節的氣氛變得很
高亢。社長英文二黃詩涵表示，「透過活動，
給予社員們一個實作機會，讓他們上台帶動氣
氛。這樣以後出團就會知道如何炒熱氣氛。」
歷史二邱偉傑分享，「今晚超嗨，大家輪流上
台很有趣！也減緩面對群眾的不安。」

國青團驚悚故事應景
　與國際青年交流團一同歡慶萬聖節！國青團
於上月 29 日夜晚舉辦「Halloween Party」顛
覆萬聖鬼節戶外闖關及鬼屋探險的傳統，邀請
磐石咖啡館的美國、挪威、印尼……等外籍朋
友一同慶祝萬聖節。派對中精心設計話劇「童
話大亂鬥」，外國朋友們則介紹了萬聖節的由
來，以及有關萬聖鬼節驚悚的小故事，讓派對
的氣氛更加刺激及真實。團長俄文二林子芸表
示，盼能透過活動讓社員享受到與國外一樣的
節慶氣氛，並經由外國朋友的介紹讓社員更了
解萬聖節。俄文二倪湙淳說：「派對很有趣，
藉由與外國人聊天及玩遊戲也認識了不同的文
化，希望以後能再有類似的活動！」

彰眼建鬼萬聖金湖夜
　你見鬼了嗎？彰友會、金友會、澎友會，以
及建北校友會費心策劃，於上月 27 日晚間舉
辦「彰眼建鬼萬聖金湖夜」。參賽隊伍一男
一女用手環銬在一起，破關的路上則有獵人出
沒。彰友會會長資圖二柯岱均表示，此次活動
結合「全員逃走中」、「running man」還有「密
室逃脫」，並且融合萬聖節的恐怖氛圍，「可
說是一個創新的活動 !」也希望藉由合辦活動，
讓大家有機會與其他校友會交流。產經一顧家
瑜表示，「感受到學長姐辦活動的用心！」

由展覽提升師生們對自我生活及環境健康的認
識，傳達有機概念以及碳足跡與水足跡對地球

的影響。
　校長張家宜也到場給予支持，
表示這是很有意義且對健康極好
的活動。離開前還不忘打卡拍
照，和學生互動零距離。
　社長物理四潘冠瑋表示，「食
用過多的肉類會造成環境更惡
劣！」盼推廣吃蔬食，為大地盡
份心力，「讓我們留給後代子孫
的不單只是科技的便利性，還有
一片生生不息的土地。」中文二
馬悅禛分享，「疏食便當美味又
爽口，滿足味蕾之餘，又能為地
球盡一份心力！很有意義。」
（文／林妍君、攝影／吳重毅）

造夢者服務長者快樂多

社團裝鬼搞怪 萬聖瘋趴 挑戰驚嚇指數

　蛛網滿布舞台，伴萬獸西
音台上台下鬼妝嗨搖滾。（攝
影／陸瑩）

　文錙音樂廳鬼影幢幢，鋼琴社悠悠
琴聲過鬼節。（攝影／林俊廷） （

攝
影
／
吳
國
禎
）

　學生活動中心 400
人鬼妝共舞勝群魔。
（攝影／林俊廷）

　兩人手銬一起勇闖「彰眼建
鬼」關卡。（攝影／何瑋健）

　國青團團員與外籍友人互
畫鬼妝。（攝影／何瑋健）

學生大代誌

蛋捲節   日
運動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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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文
承一版）論壇由夢想學校創辦人王
文華主持，邀請獨立公民媒體沃草
負責人林祖儀、臺灣童心創意行動
協會創辦人許芯瑋、銘宇興業董事
長楊博宇分享逐夢心路歷程，台灣
微軟營運暨行銷事業群總經理康容
則分享經驗與見解。
　校長張家宜稱讚：「這是非常有
意義的活動！」並表示是特別力邀
該團隊來校舉辦。「為了讓同學畢
業後能順利進入職場，學校與兩百
多家企業產學合作，希望同學多加
利用資源並積極參與實習。」也指
出淡江能多年蟬聯 Cheers 雜誌私校
第一，在於同學團隊合作、敬業精
神與解決問題的能力都有傑出表現。
　聯合報社長項國寧表示，媒體的
責任在於報導社會現象，指出「若
僅是報導並無法解決社會問題。」
所以舉辦本論壇，「盼能為問題找
出解決方案。」

　在王文華幽默風趣的主持下，現場氣氛極為
熱絡，還有同學當場推銷自家鳳梨酥。首先上
台的是 31 歲的林祖儀，他曾一度徬徨，不知
人生的方向，花了幾年時間摸索才尋出自己理
想的未來，創業至今，公司已走過低潮期，他

分享自己最喜歡的一句話：「確定目標堅持到
底，繞遠路也會到達目標。」
　「你的力量超乎你的想像。」許芯瑋原在師
大附中擔任英文代理老師，看見學生眼中的光
彩在考試堆中逐漸消逝，讓她不禁懷疑教育到
底是什麼？於是創立臺灣童心創意行動協會，
並強調「感受、想像、實踐、分享」。
　由「富二代」變成「負二代」的楊博宇分享
自己的人生故事，他在逆境中突破自我，尋找
出路，並勉勵在場同學遇到挫折千萬不要害
怕，「挫折是年輕人最好的禮物。」
　康容鼓勵在場學生，「夢想要大，你們的潛
力無限！」並表示每個成功者都有夥伴、有團
隊，如此才能更強大，同時要不斷學習，以及
善用工具和科技。
　活動尾聲，王文華請同學把握機會提問，大
部分學生關心畢業薪水、學歷和薪水關係以及
企業面試取材的標準，4 位講者也給予中肯的
回復。最後活動在大家歡樂的合照中畫下句
點。企管三葉琮文分享，「聽完楊博宇的分享，
我期許自己未來也能成就一番大事業。」

靜玟、楊凱琳、謝沛恩等來校表演；另外，「遊
樂王國」結合品德教育及淡江文化，藉由遊戲
闖關方式，推廣品德教育。
　此外，「仙城滿愛」與創意氣球社合作，鼓
勵捐發票換氣球，及透過氣球義賣來行善。同
時協助新北市立八里愛心教養院義賣桌曆，以
及花蓮縣私立原住民少年兒童之家勸募。
　不僅如此，「境遇奇緣」將有高雄校友會、

澎湖校友會、馬來西亞校友會等社團販售在地
名產，學生個人擺攤則有二手服飾、手工創作
等商品。另有校外攤商進駐校園，販售手工豆
花、沙威瑪等美食。
　活動總召中文四陶子璿表示，「今年以夢遊
仙境為主題，是希望同學們都能有個像愛麗絲
夢遊仙境般既歡樂又繽紛的校慶，歡迎同學共
襄盛舉！」
　為迎接運動大會，體育健將們是不是都在摩
拳擦掌了呢？當天上午 10 時將由男女趣味競
賽，包括「手忙腳亂」、「三人兩球」與「勁
爆九宮格」揭開序幕。

　下午 2 時，競技內容更為豐富多彩，男女跳
高、跳遠、男子鉛球、短跑、大隊接力等競賽
也將馬拉松式的在操場展開，如此精彩絕倫的
賽事怎麼能夠錯過呢？
　此外，104 學年度新生盃籃球、排球賽也將
於 5 日，分別在體育館 7 樓和 4 樓進行冠軍爭
奪戰，將由校長張家宜親臨現場並開球。
　體育長蕭淑芬開心地表示：「今年運動會與
往年一樣，將透過重頭戲『趣味運動』拉近同
學間的距離。同時，籃球、排球新生盃也會照
例在體育館舉行，讓同學能夠近距離地感受比
賽氛圍。」

i Power 社製造愛心機傳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把你的愛心傳
出去！ iPower 社於上月 26 至 30 日在商館前
舉行義賣活動「愛心製造機」，募集大家所捐
贈的物品並同時義賣，所得將捐助弱勢和偏鄉
學童。
　社長機電四李易庭分享，「這是個有意義的
實作經驗，無論在募集物資或是義賣當中，參
與的社員們可以發揮行銷膽量。」他也希望藉
此活動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讓更多人能夠看
見需要幫助的人。
　資工二吳佳全分享，「能夠將自己不需要的
有用物品捐出來，又可以用少許的錢，買到自
己想要的東西，這樣做公益覺得很環保也很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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