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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防災落實創新 獲優異獎 總務處贈碗公 新生讚環保 長期海廢監測 寵愛貝殼海岸
【記者詹雅婷淡水校園報導】21 日總務處資產組於松濤館前發放限量免費
100 個大碗公，松濤館新生們熱情打卡、排隊領取。
總務處資產組組長林永吉表示，藉此活動宣導環保理念，亦方便學生在美
食廣場用餐時使用。27 日（週二）中午 12 時，同一地點將持續免費發送限
量 100 個，歡迎松濤館新生踴躍索取。
英文一曲芝以認為：「碗公非常實用，且減少使用免洗餐具。」中文一洪
筱婕表示：「在美食廣場使用這款碗公會有折扣，很環保又方便。」

【記者詹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104 年度防災避難掩護演練表現優異，
於 5 日獲頒教育部「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獎狀。本校一向重視校
園安全及災害防救，為全球第一所「國際安全學校」認證大學，每學期均舉
辦防災演練及宣導活動，期盼師生們不管在何處都能保護自身安全。
學務處生輔組組長孫守丕表示，「感謝每學期各單位的積極參與！期盼透
過不斷地宣導及演練與實地體驗，使全體教職員生對於防震、防災知識有更
深入的了解，有效達成平時減災的災害防救目標。」

【記者詹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淡水區羊稠子海岸長久以來一直沒有單位認
養，因此在 19 日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推動的海岸認養活動中，由生輔組
組長孫守丕代表本校簽署海灘認養同意書，正式認養被本校暱稱為「貝殼海
岸」的羊稠子海岸。
孫守丕表示，「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每學期都會在羊稠子海岸實施
淨灘及海廢監測，很高興能配合新北市環保局海洋保育政策，認養在地海岸，
藉由實際的海廢回收再利用行動，培養學生愛護地球，服務在地的學習態度。

1011期
用愛環抱海洋
認養羊稠子海灘

新北市環保局局長劉和然 ( 左二 ) 與生輔組組長孫守丕 ( 右
一 ) 簽署新北市海岸線環境維護認養。（圖／環保局提供）

15社團迎新 拚破冰陣勢
舞蹈研習社 21 日迎新安排 6 組表演，舞者們活力四射，引起全場熱烈迴響。（攝影／閩家瑋）
【記者陳岱儀、林佳慧、張書涵、胡昀芸、
張力堃、周怡霏、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19
日開始，晚間的校園充滿笑聲，15 個社團精
心設計迎新活動，歡迎新夥伴的加入。

遊戲開發社 分享實戰經驗

19 日，遊戲開發社舉辦迎新，由社長化材
三沙英翔簡單說明社團活動後，提供自製的
VR 遊戲供參觀者體驗。並藉由許多小遊戲來
增加社員們間的認識，其中類似知識王的「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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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家辛卡米克賀校慶
從 19 日起，在覺生紀念圖書館出口處有一
系列 66 校慶的打卡上傳照片活動，打頭陣的
是學生時期繪製〈阿蛋與阿薑〉的新銳漫畫家
辛卡米克（校友高商議）賀校慶活動，並以電
腦抽出 6 位參與活動的幸運兒，均贈送辛卡米
克貓奴系列 line 貼圖。
同時，淡江時報社延續社團博覽會中宣傳
「TKU 學生大代誌」App，立即閱讀〈阿蛋與
阿薑〉漫畫的熱潮，除打卡活動外，並將於校
慶前邀請辛卡米克來校分享創作歷程。
26 日（週一）上陣的是搭配校慶公關文宣
組「尋找五虎崗上的青春歲月」活動，只要拿
起相機手板和釣魚竿與「牧羊魚池」老照片合
影，即有機會抽 line 貼圖代幣，請大家快去圖
書館打卡！（文／陳品婕、攝影／何瑋健）

江 IQ 通」融入淡江周邊資訊，使新生對校園
有更深入的了解。沙英翔表示，「遊戲開發社
是個能讓社員們多方面學習的社團，像是程式
設計、企劃書撰寫等等。很開心有許多對遊戲
開發有興趣的朋友來到這裡，未來將努力去培
養更多遊戲開發人才。」社員資圖三褚岳霖表
示，很高興參加迎新，也體驗了一些有趣的遊
戲開發，希望之後能做出屬於自己的遊戲。

聆韻口琴社 重奏名曲迎新

19 日還有聆韻口琴社的迎新，除以團康活動
拉近彼此的距離外，還安排新社員帶領口琴技
術交流，學長姐以重奏方式，演出灌籃高手片
尾曲「直到世界的盡頭」等多首知名歌曲，來
歡迎新生。社長管科二詹巧歆表示，「感謝學
長姐回來協助活動，也感謝全體社內夥伴的幫
助才能成就這場活動，期待更多學弟妹加入，
一起體驗口琴的樂趣。」

日本文化研究社 浴衣初體驗

20 日，日本文化研究社舉辦「浴衣體驗活
動」，邀請著付師駱慧珣教導正確的浴衣穿
法。她表示，「浴衣屬於較輕便的日式傳統服
裝，多為日本人參與夏日慶典或煙花大會的穿
著。」她補充說：「善用毛巾綁在腰際或使用

關詩敏來校演唱

束胸能讓身形更加勻稱，且前襟一定要交領右
衽，如果穿反就變成壽衣了。」社長財金二黎
方雯表示，希望透過體驗活動讓新社員了解日
本文化。土木三沈錦宏說：「第一次體驗才知
道浴衣蘊含著哲學，步驟及摺法皆有巧思！」

享用，並進行與性別、動畫及電影有關的遊戲
來活絡氣氛，吸引逾 50 人參加。社長中文四
陳佳蓉表示，「我們希望能推動性別友善和
平權，期許社團能讓更多人了解性別的相關知
識，創造一個自在友善的多元性別空間。」

舞蹈研習社 爆米花營造電影院氣氛

國際事務研習社 交流世界觀

21 日舞蹈研習社舉行「Dancing popcorn 首
映會」迎新表演，現場發放爆米花，營造身處
電影院的感受。6 組表演輪番上陣，舞風多元，
舞者們活力四射，引起全場熱烈迴響。此外，
特別安排「老人舞」，邀請上屆學長姐們同樂。
社長大傳三江培瑜表示，「這是新任幹部首次
舉辦的活動，看到成果，覺得很開心，期待舞
研更發展。」即將加入舞研社的保險一吳季芸
表示，「看得出來學長姐花了很多時間和心力
來準備表演，很喜歡她們跳舞的樣子。」

禪學社 傳承心靈環保

21 日還有禪學社的迎新茶會，先以小遊戲
進行破冰，讓社員熟悉彼此，接著介紹社內活
動與禪定的好處，最後邀請三芝國中專攻禪學
的國文老師盧玫如分享禪定的經驗並教導打坐
的技巧與秘訣。社長保險四曾瀅先表示，盼能
透過迎新茶會讓社員了解，禪學社有許多豐富
的演講及心靈課程幫助大家更加認識自己。尖
端材料二陳岱延說：「這次的活動比預料中還
豐富有趣，期待未來的社課！」

iPower 社、美術社、鐵道社 聯合迎新

21 日，iPower 社、美術社及鐵道社聯合舉
辦迎新，安排團康大地活動，讓新生們在校園
內進行闖關，透過 3 個社團不同的性質及文化
讓新生感到新鮮，也一同認識校園。美術社社
長土木二鄭丁豪表示：「這是第一次舉辦聯合
迎新，不僅新生能認識彼此，各社夥伴也能在
合作中相輔相成。製作道具是我覺得最辛苦的
部分，不過非常高興活動圓滿落幕！」
ipower 社社長西語碩一林書維分享：「整個
活動中人事上的調度是我認為最大的難題，但
我們仍舊努力地克服，很開心大家享受闖關遊
戲的過程，也感謝前來支援的社員。」鐵道社
社長運管二徐偉豪提到：「今天來的人數比我
們預期的還要多，非常感謝付出心力的工作人
員。自己也從辦活動中學習到許多。」

國標舞社 活力四射嗨整晚

臺灣知名華語流行音樂女歌手關詩敏 ( 右
一 )21 日來校演唱，在海報街以「別說」等 3
首歌曲，吸引許多同學駐足聆聽，同學們並把
握難得的近距離，拿起手機拍攝關詩敏演唱過
程。（文／許允季、攝影／許允季）

21 日，國標舞社透過節奏輕快的 Cha cha 排
舞讓新生體驗國標舞的樂趣，也邀請歷屆學長
姐帶來一連串的專業國標舞表演，並分別介紹
各種不同舞風類型。社長企管二黃銘靚分享，
「新生們在排舞體驗時，都很熱情與投入。」
並預告社課將邀請到全國頂級的職業國標舞選
手！新社員機電一呂佳怡說，「印象最深的是
和大家互動的排舞，很快地認識新朋友。」

同進社 推動性別友善注新血

同進社的迎新茶會在 21 日，會中介紹幹部
及本學期將舉行的活動，同時提供點心讓大家

21 日國際事務研習社的迎新活動有 30 餘人
參與，除社團簡介與遊戲讓大家熟悉彼此外，
更安排內容包含社團資訊、國際時事、國際組
織等等題目的機智問答競賽。社長經濟三宋威
頤表示：「希望能有更多臺灣的學生願意去接
觸、了解國際事件和各項議題，因為這個世界
有許多事需要我們去參與。」
陸生們初來臺灣，難免感到陌生。陸友會會
長財金二許力緯表示，陸友會希望讓陸生能儘
快熟悉臺灣。22 日，在淡水老街舉行「食字陸
口」迎新，由學長姐帶著新生大啖臺灣小吃。
大傳一姜一凡參加迎新後表示，「活動讓我們
體驗了臺灣飲食，很有趣，希望以後還有更多
類似的活動。」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 華麗演奏吸精

曲曲動聽的古典吉他樂音迴盪在宮燈教
室，22 日共鳴箱古典吉他社的迎新吸引 20 多
名 新 生 參 與， 社 團 幹 部 們 獻 上「Farewell to
Tahassie」等多首吉他演奏曲，以獨奏、重奏
穿插主持講解的表演方式呈現，讓新生更加了
解古典吉他之美。社長航太二張耘碩表示，很
高興能透迎新讓社員們更加認識古典吉他。

樸毅青年團 好玩好嗨團康破冰

22 日，樸毅青年團舉辦「成為樸可夢大師」
迎新，以影片的方式介紹社團，團康活動則讓
彼此破冰。新團員中文二王新智表示：「從團
康活動中能感受社團的用心與努力！參加後也
更了解社團運作與活動。」團長教科三邱子瑜
說：「希望能從新社員的角度去了解他們的需
求，讓他們享受活動更融入社團！也讓社團新
幹部了解彼此的看法，學習辦活動的細節。」

攝影社 百餘位新社員同歡

22 日還有攝影社舉辦破冰迎新，百餘位新
社員擠爆 L214 教室，社長運管二何敏鈴表示：
「雖然開場時因為參加的人很多，我很緊張，
幸好活動順利。希望未來可以營造一個讓喜愛
攝影的人一起玩攝影的平台。」現場除安排團
康活動外，也備有小點心供社員享用，新舊成
員交流氣氛熱絡歡愉。

日 研 社 20
日浴衣體驗
由著付師教
導浴衣穿法
（攝影／鍾
子揚）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師生快來一起
展歌喉拿獎金吧！為促進校內師生間的互動關
係，66 週年校慶社團活動組將舉辦校園師生
歌唱大賽「師生頌」，只要是本校教職員生、
退休人員及校友皆可參加。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0 月 13 日，前 3 名將
獲獎金及獎盃，第一名獎金 3 萬元、第二名獎
金 2 萬元、第三名獎金 1 萬元，另外選出最佳
台風獎、佳造型獎、最佳默契獎，各得 3,000
元及獎狀，詳細資訊請上課外組網頁最新消
息 查 詢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3，或洽課外組劉豐齊，校內分機
2226。

挫折與艱辛，他頓了頓說，「因為我的碩士論
文正緊鑼密鼓地進行著，自己對時間控管也沒
拿捏好，導致網路票數曾一度停擺。」但後來
透過一對一溝通，獲得使用許多使用臉書朋友
的支持，票數終於大幅躍升。
熱愛運動，也是羽球校隊的邱偉哲說，「本
以為這只是一場比賽，但後來覺得自己有一種
使命，宣傳世大運不知不覺間變成我的習慣，
向別人介紹世大運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邱偉哲特別感謝本校體育處活動組組長黃貴
樹的鼓勵，「因為老師，我才會參加志工 U
大使的甄選，非常感謝老師在過程中鼎力協助
拉票！」他補充說，「老師提醒我，在大學生
活中除了念書和社團外，可以做一些服務、回
饋社會的事。能在世大運這麼重要的賽事中服
務，真的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成為校園志工 U 大使之後，邱偉哲說，「我
認識了世大運的工作人員和志工夥伴們，發現
他們都很辛苦，幾乎每天都是忙到深夜。」他
深深感動著，「覺得大家都共同努力地朝著理
想前進。」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本 校 羽 球 校 隊 邱 偉 哲， 榮 獲 臺 北 世 大 運 會 校
園志工 大使男生組第一名！（攝影／何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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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世大運宣傳先鋒
物

【記者張力堃專訪】「志工們就像是同艘船
上的成員，朝著共同的目標付出與前進，每位
志工都是螺絲釘，雖小卻都不能鬆脫。」管科
碩二邱偉哲這麼說著，他參加 2017 臺北世界
大學運動會校園志工 U 大使選拔，歷經 3 階
段審查，加上 16 小時訓練，最終在 42 天的網
路票選中，榮獲男生組第一名！
帶著陽光般笑容的邱偉哲表示，「能獲得第
一名的關鍵在於我遇到很多友善的陌生人，不
論是網路上或是面對面，當他們聽完我說明世
大運志工的資訊後，總能支持我。」
在網路票選過程中，邱偉哲不僅在網路上宣
傳，更採取積極行動，走向人群，「我站在學
校公布欄前，拿著自製的世大運說明牌向同學
們說明世大運志工報名、培訓、網路投票的方
法。在大雨滂沱的日子，也在西門町街頭，
一一請託行人們的支持。」
這場甄選開始時，邱偉哲並不順利，加上甄
選審查和訓練也很疲累，「剛開始的時候，我
就像汪洋中的一條船，很孤單。」談起過程的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校園書香－
與書為友，天長地久」書展 19 日在黑天鵝展示
廳揭開序幕，財經類、人文歷史類、翻譯文學
及藝術設計類等圖書皆有，展出至 30 日止（每
日 9 時至 19 時，30 日僅至 16 時）。
松竹梅圖書公司職員陳乃勤表示，語言學習
類用書廣受同學喜愛，其中以多益用書最為暢
銷。另外，各類鋼筆正夯，供同學們選購。現
場除了購書享優惠外，還有集點折扣活動，愛
書人千萬別錯過！
法文三許婕妤開心地說：「書展展出種類非
常多，還有代訂教科書服務，非常方便！」

陸友會 淡水老街啖臺灣美食

管科碩二邱偉哲

校園話題

好書@黑天鵝
讀冊人潮挖寶趣

U

邱偉哲分享，「將來會參與各學校社團的社
團博覽會，推廣世大運資訊，也邀請同學們共
襄盛舉，更會舉辦一系列的宣傳活動，如快閃
表演活動。」兼顧課業與志工任務自然不輕
鬆，「這段期間必然辛苦，但一切都很值得，
也為我的求學生涯增添一筆難得的經驗。」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19 日起至 30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的「校園書
香」書展吸引許多愛書的師生流連忘返，盡
興地挑選自己喜歡的好書。（攝影／閩家瑋）

資圖63生響應國際淨灘

【記者詹雅婷淡水校園報導】喜歡親近海洋
嗎？除了游泳、衝浪，還可以選擇彎腰淨灘呢！
本校於 24 日上午參與新北市政府環保局響應
「國際淨灘日」所舉辦的「我樂沙灘淨起來－
105 年度秋季聯合淨灘」活動，在臺灣、澎湖
及連江等 27 處海岸，同時共同喚起大家對海岸
環境重視。
生輔組組長孫守丕表示，根據環保局歷年分
析，海洋廢棄物以「塑膠袋、免洗餐具、吸管」
名列前茅。「本校十分支持環保活動，本次參
與萬人淨灘活動，希望能為守護海洋盡力。」
孫守丕當天帶領資圖一Ａ修習「校園與社區服
務學習」課程的 63 位學生，在臺 2 線 39 公里
處的金山區沙珠灣海灘，以實際行動清理沙灘，
他更盼望師生能養成「愛護環境從生活做起」
的習慣。

社團大聲公

花式籃球社

想要體
驗不同表
現形式的
籃球嗎？
請注意結
合音樂與
舞蹈，本
學期新成
立的花式
籃球社！
身為全臺第一個成立的花式籃球社，社長土
木三游聖城表示，希望藉由學校活動表演和
拍練習影片來宣傳花式籃球，更希望藉此讓
更多人知道這項運動。
游聖城說明，花式籃球可分 4 大類，轉球、
運球、多球、體技，以這 4 種技術再搭配音
樂與肢體的舞感進行表演。不同於一般籃球
和街頭籃球，在 Battle 賽制推廣下的花式籃
球不需要投籃得分和防守，比賽方式是一對
一競賽，以音樂拍子與招式強弱來評分。
社課方式主要教導體技與轉球，這兩項技
術在花式籃球中為基礎。體技是與球融合一
體，讓球在身體上流動來顯現美感；轉球的
基本是在手指上轉，然後進而在身體不同地
方轉，更進階的還有反手轉球與背後轉球。
指導老師則是曾在 TSD 花式籃球團體專攻體
技的玩家，該社規劃與職業團體進行交流，
將會在耶誕節舉辦大型活動。
游聖城接觸花式籃球是因為影片引起興
趣，而後認識體技老師陳勇勝，讓他更沉醉
其中，「每個人都有好奇心，如果花籃引起
你的興趣那就快來參與，我們在等你們！」
（文／楊喻閔、攝影／朱樂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