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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悅區】

學習外語可擴
大 交 流， 校 園 中
透過境外生及學
習外語區域幫你
拓 展 國 際 視 野，
圖為驚聲紀念大
樓 10 樓 大 廳。
（攝影／何瑋健）

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5 日

106全大運淡江獨佔私校鰲頭 啾咪媽咪 感恩一日花店夯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捷報！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 10 日
閉幕，本校代表隊 135 位選手與全國 1 萬 2 千多名好手同場競技，抱回 10
金 5 銀 7 銅，在無體育科系的私校中排名第一！ 4 日網球男子團體組奪下首
金後，擊劍隊、羽球隊、桌球隊及空手道隊等也陸續傳出捷報，尤以擊劍隊
5 金 3 銀 4 銅最為突出。體育長蕭淑芬表示，能有這樣亮眼的成績實屬不易，
除了要感謝選手、教練及領隊平時努力的訓練外，也要謝謝校長張家宜及各
單位對運動代表隊的支持。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有多久，沒有對媽媽說：「我愛您」？ 12
日上午 10 時開始，插花社與美術社於海報街合辦「一日花店」母親節感恩
活動，販售代表母愛的康乃馨花束，而美術社則準備創意刮畫卡片，用牙籤
刮出彩色的線條，讓同學發揮心意，帶著康乃馨和卡片對媽媽說句：我愛您。
插花社社長中文二黃郁庭表示，「希望藉由我們做的花束，祝福母親們幸福
快樂！」美術社社長土木二鄭丁豪表示，「選擇刮畫卡片是想讓大家知道刮
畫的繽紛色彩，而我們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參與同學比我們預期的多。」

1038期
大聲說我愛媽媽
（攝影／林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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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5/18(四)
海博館 影片欣賞：鄭和下西洋(六)海納百川
10:10
海博館四樓
5/18(四)
學發組 「方言學習真簡單」-馬來西亞文
12:10
I304
化與外語學習技巧
5/19(五)
學發組 「時間管理大奧秘：是你管時間？
10:10
I304
還是時間管你？」-時間管理技巧
5/20(六)
海博館 影片欣賞：鄭和下西洋(六)海納百川
11:10
海博館四樓

萬安演習 18 登場
MAY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注意！ 106 年
軍民聯合防空北部地區萬安 40 號演習，將於
18 日（週四）下午 1 時 30 分至 2 時實施，屆
時行人將接受警察指揮，進行人車疏散、避難
及交通管制等演練。
軍訓室中校秘書文紹侃提醒，行走或行駛在
一般道路上的師生和車輛，皆需就地疏散避
難，而校園也將進行管制進出校區人車。課務
組也提醒同學，務必要提早出門到校，避免因
為管制而延誤上課時間。

百位班代表座談發言踴躍
面對面溝通的機會，
此外，平常也可透過
系主任、師長，洽詢
相關單位或校長信箱
投書等方式表達意
見，她非常鼓勵
同學提建議，
讓學校更進
班代表座談會由校長張家宜主持。（攝影／閩家瑋）
步。
會 中， 班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生輔組於 9 日
代表及學生議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會發言
十分熱烈，有關教
「全校二、三年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座談會」，
務方面，數學三喻聖為建議考慮廢除二一預警
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座談會由校長張家宜
單，因為許多教授會通盤考量學期成績，但家
主持，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
長收到預警單會非常緊張，造成親子溝通困
及相關教學、行政單位主管與班代表逾 120 位
擾；俄文二溫貞菱認為線上查詢考試小表十分
出席。
方便，為環保考量，建議紙本只需提供給需要
張校長表示，班代表大會是個能和學生直接
者；航太二毛思堯希望針對未來選課新系統多
做說明。
教務長鄭東文回應，預警制度是提醒同學能
在期中考後補救成績，目前只有針對可能連續
已十多年，在網路上享
兩學期二一者，才會寄送信件通知家長。至於
有盛名。
廢除考試小表的建議，會納入考量。針對選
B713 現場座無虛席，

健身教練 陳之漢人氣爆棚
館
長

同學們積極回答陳之漢
的提問，把握機會與他
熱絡互動。陳之漢也帶
來創業經驗分享，「年
輕一代的競爭是以往的
數倍，成功路千千萬萬，
同學們可憑自身才藝，
學生會舉辦「預健人生」講座，9 日邀請成吉思汗健身俱樂部集團 擺脫既定學習方式突圍
創辦人陳之漢（前排中），分享健身專業知識 。（攝影／蔡晉宇）
而出。」
學生會會長陳信宇表示，健康非常重要，
【記者鄭浩雲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於 9 日
「大學生常熬夜、吃宵夜，難免傷害身體，相
舉辦 B 計畫認證講座「預健人生」，邀請到人
信透過陳之漢的分享，大家得到很多健康與健
稱「館長」的成吉思汗健身俱樂部集團創辦人
身資訊。」英文四李豪說，這場演講讓他獲益
陳之漢，分享健身專業知識。他曾擔任多項體
良多，希望陳之漢願意再來淡江演講。
能戰技教官，投身健身健美搏擊格鬥運動領域

學生會生活節舒壓大解 Fun
【記者鄭浩雲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生活
節」熱鬧登場！這次主題為「解 fun」，於 4 日、
5 日及 8 日至 12 日分別在書卷廣場和牧羊草
坪熱烈
展開各
項舒壓
活動。
4、5
兩日與
金韶獎
合 體，
（攝影／吳冠樑）在 書 卷

日文系助理教授內田康

【記者陳品婕專訪】你聽過競技歌牌嗎？或
許有人是透過漫畫《花牌情緣》認識它的：
在日式榻榻米上，一群人全神貫注，眼睛盯
著前方 50 張紙牌，耳朵專注聆聽和歌內容，
「煞！」一聲，快速地從眼前飛過一張張的紙
牌，它又被稱為「榻榻米上的格鬥技」。本校
歌牌社為全臺唯一，指導老師是日文系助理教
授內田康。
競技歌牌的入門門檻很有趣，「除了要熟背
紙牌上的和歌外，還要訓練搶牌速度」，內田
康解釋，「比賽使用的歌牌只有和歌的下半
段，玩家必須依照聽到和歌內容的上半段，搶
走相對應的牌，速度快的為勝。」
早在 30 年前，內田康還是高中生時，就開
始學習這項技藝，「我很喜歡古典文學，歌牌
上的和歌正是古典文學的教材，加上我就讀高
中的歌牌競技社十分有名，於是我加入社團學
習，沒想到就一直玩到現在。」
回想高中的社團時光，內田康印象最深刻的
是高三時擔任全國團體賽主將，並拿下優勝，
「當時許多學弟妹都是新手，為了不讓他們在

初次參加大賽中緊張，做了好多訓練，我也告
訴自己要多搶牌，減少學弟妹們壓力。」
來本校任教後，教導日本古典文學的他使用
《百人一首》和歌集做教材，「我也將競技歌
牌帶到課堂上讓學生嘗試，透過遊戲方式更能
認識和歌。但對於臺灣學生來說，和歌是外文
又是古文，入門前須熟背五十音。」於是內田
康改變競技玩法，「我的課堂遊戲規則是聽完
上半部的和歌後，再去搶奪相對應的牌，玩法
較簡易，更能學習聽力。」
由於課堂上的推廣，吸引了一群有興趣的日
文系研究生們成立同好會，並邀請內田康指

向整合的目標前進。
有關校園環境問題，毛思堯反映教室過於擁
擠，也表示學校申訴管道暢通，但不知意見是
否有完整傳達與立即處理。張校長回應，有任
何問題隨時都可向相關單位提出，但學校有經
費、政策等考量點，硬體建設並不一定能立即
處理，至於學生名額是由教育部核定。鄭東文
補充說明，熱門課程會規劃多開相關課程，以
舒緩選課人數。
資管三許以誠表示，通報教官校園內有人抽
菸，但教官僅勸導，建議能實施懲處。軍訓室
中校秘書文紹侃答復，若校外人士抽菸將會勸
導離開，若校內同學則登記身份、依校規處理。
外交與國際二徐肇昇反映，游泳館健身區空間
狹小、器材老舊，體育處代表羅少鈞回應，健
身區使用量大、損壞頻率高，已隨時通知廠商
更換。
蘭陽校園資創二廖威博反映，蘭陽紹謨活動
中心常有積水問題，總務長羅孝賢回應，活動
中心漏水問題已聯絡設計師做相關處理。觀光
二黎家霖則建議簡化蘭陽校園外出程序，中校
教官李國基說，目前透過繳交外出單，教官可
藉此提醒同學注意事項。

金韶獎決賽 本校芒果醬隊獲創作第三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5 日，近千人
湧進學生活動中心，參與吉他社年度盛事「第
29 屆淡江大學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決
賽。開場邀請到好樂團 Good Band，一連演唱
3 首自創曲目，為來自全國大專校院的唱作選
手加油。中場表演嘉賓則邀請創作歌手鄭宜
農，柔美的嗓音令觀眾陶醉其中。參賽者竭盡
所能演出，現場加油歡呼聲此起彼落。
在不分軒輊的較勁後，獨唱組由真理大學張
筱萱以「Alive」拿下冠軍，重唱組則由中央大
學盧上緯、臺北教育大學史斯宇與葉世康組隊
演唱「Something new」獲得第一名。
盧上緯又與葉世康、東吳大學林昱伶 3 人，

社團繽紛樂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性別平等是本
校長期推廣的觀念！ 5 月份，性別平等工作坊
與同進社以「徹夜玫瑰」為名，展開為期一個
月的「彩虹月」系列活動。
同進社社長國企二蘇柏睿表示：「本次以『何
以流浪、何以沒歸』點題，帶出臺灣同志、性
別弱勢朋友在生活中面臨的困窘及希望解放的
心境。」透過市集、老照片展、講座、影展等
形式，讓師生能更了解性平重要性。
系列活動中以在文館橋、海報街與書卷廣場

導，之後便成立了「歌牌社」。內田康將自己
的經驗與技巧傾囊相授，他說，「最重要的就
是記住『決字』，也就是和歌上半段開頭的字
詞，每一張牌的決字字數不同，最多 6 字，記
住決字更能快速反應出對應的紙牌。」
在臺灣，競技歌牌的專業人士微乎其微，內
田康曾在 2015 年應聘赴日本臺灣交流會授課，
他分享，「當時主要是分享如何使用《百人一
首》教導和歌及競技歌牌技巧給日文系老師，
讓他們能在課堂中教導。」為了推廣競技歌
牌，內田康也應邀帶著社團學生在 2016 年國
際夏季旅展中的日本福井縣攤位表演。現任歌
牌社社長日文碩四張修齊說，「因為在學校積
累不少表演經驗，那次演出還獲頒推廣獎，真
令我難忘。」
張修齊分享，「由於老師的推廣，目前有兩
位日僑學校小學生固定和我們一起學習、練習
歌牌，已持續 1 年了。」內田康期許，「透過
和歌讓更多人認識日本古典文學之美，這項競
技運動不但能訓練集中力、記憶力，也能體驗
日本文化，期許未來有更多學生能夠加入我們
的行列。」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以臺語自創曲「裁縫車」奪下創作組第一及最
佳作詞，盧上緯表示，創作靈感來自對阿嬤的
孺慕之情，藉歌曲感謝撫育之恩。本校同學也
有佳績，由國企四郭佐治、土木
三蔡有倫、英文三李皝達、
化材四黃聖智、俄文二林稚
翎所組「芒果醬隊」以「抱
歉」獲創作組第三名。
此次邀請河岸留言創辦人
林正如等 5 位重量級評審，同
時擔任頒獎人。現任音樂人交流協會理
事長李建復更到場鼓勵，並頒發最佳作詞、作
曲、編曲獎，以及創作組冠軍。

第二十九屆金韶獎決賽民歌手李建
復（左一）擔任頒獎人。 歌手鄭宜
農擔任表演嘉賓。（攝影／陳柏儒）
壓軸請到 Vast & Hazy 演唱多首曲目，同
學們蜂擁至台前聆聽，為活動劃下完美句點。
金韶總監化材二鍾浩哲說，「舉辦金韶獎對我
們而言都在突破，感謝所有參與活動的人。」

淡江彩虹月徹夜玫瑰推性別平等

榻榻米上歌牌格鬥一瞬間
內田康（右）致力推廣競技歌
牌。（攝影／何瑋健）

校園話題 物

廣場有音樂性表演，還有美食、音樂與文創攤
位。8 日起更展開為期 5 天活動，分別有以吃
西瓜為遊戲重點的「當紅榨汁機」，帶給同學
消暑的清爽感；9 日的「生活講堂」啓發同學
在學習過程中呈現自我；10 日在牧羊草坪，
享受微風與美食的「生活野餐日」人氣最旺；
11 日在書卷廣場有許多同學玩著夾爆氣球遊
戲，這是「終極爆破」，讓大家發洩情緒；最
後 12 日的「猜歌達人」則充滿音樂的律動。
數學二楊士豪表示，「由於參與踴躍，野餐
日食物一掃而空，建議下次增加食物量。」他
很感謝工作人員的活動安排。

課，目前正與資訊處規劃以預選志願方式進行
通識課程選課，避免軟體及網路速度問題造成
不公，希望 106 學年度能順利實施。
文學院議員歷史二王懷安指出，有同學不實
填寫教師教學評鑑；運管三魏儀毅建議可線上
借用當天教室。鄭東文表示，若有不實評量，
在查證後當還老師清白，希望同學據實以答。
至於當天借用教室問題，將和總務處研議。
關於學務方面，學生會權益部部長資管四王
國豪提出，有部分師長不承認請假系統的請
假；王懷安則針對松濤女宿將設置第二道門，
建議再審慎評估；工學院議員航太三林琬庭建
議簡化女宿信件的處理程序。
學務長林俊宏表示，師長並非不承認系統，
學務處尊重師長對請假假別的認定。至於，女
宿第二道門是因應許多家長的建議，加上考量
安全性而建置。住輔組組長丘瑞玲補充，為增
強住宿安全，請住宿生多一道刷卡程序；若攜
男生進入可依相關法規懲處。
關於資訊方面，王國豪再建議整合教師課程
中所使用的平台，也認為新推出的 iClass 設置
不完全。資訊長郭經華回應，目前 iClass 正建
構中，等穩定後教學支援平台將漸漸退場，朝

接續展示的「性別運動史，日行權與夜行權」
主題老照片展，吸引許多師生駐足。展覽講述
「女權火照夜路遊行」由來，和婦權運動者彭
婉如努力推動性平教育及其在婦運歷程的故
事；也重溫臺灣 20 多年平權運動的足跡。
接著 17 日（週三）由女人迷專欄作家蔡宜
文主講、24 日由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主任
釋昭慧主講的兩講座，18 日（週四）的影展「愛
人怪物」，內容包括探討戀愛、佛學與性別觀
點等，有興趣參與的同學千萬不要錯過。

樸毅青年團 校友返校齊聚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樸毅青年團於
7 日舉行「樸毅王國繼承人爭奪戰」活動，迎
接校友回娘家，並凝聚各屆社員間的情誼。為
了讓校友們回憶在校時光，活動關卡融入許多
校園元素，例如：蛋捲神殿、校園留犬大花、
宮燈姐姐等。活動後，校友們更針對往後活
動內容給予建議。活動總召歷史二林晏表示，
「活動設計很受學長姊肯定，給予我很大鼓
勵，謝謝夥伴的支持，讓活動順利進行。」

網球社 百位選手公開賽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網球社秉持著
以球會友的精神，於 5 日至 7 日舉辦「淡江網
球公開賽」，吸引逾 100 位學生與校友分組參
賽。學務長林俊宏、教務長鄭東文均出席開幕
式，熱愛網球運動的鄭東文除了為比賽開球
外，並代表接受贊助廠商的水壺和有氧飲料。
最後賽果，男單甲、乙組冠軍分別由機電二
李承融、電機一林政穎奪得，男雙第一名則由
李承融和電機二林瑞嘉拿下。女單冠軍由校友
蔡孟倫獲得，女雙由經濟三姚茵、財金二陳品
蓁奪魁，混雙冠軍則是歷史三邱靖景、保險四
蔡家美。
社長經濟三蘇博駿表示，「很幸運 3 天都是
好天氣，讓比賽能順利地進行。」賽事中李承
融表現突出，分別獲得男單甲、男雙冠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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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地說，「社團夥伴們非常用心，還為了選
手的體能狀況適度調整賽程。」他特別感謝搭
檔林瑞嘉，因為彼此的默契才能奪冠。

弦樂社 安老所義演慰長者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弦樂社於 7 日
以琴聲陪伴安老所長者愉快地提前度過母親
節！當天 10 位社員赴淡水區仁濟安老所義演，
演奏長者熟悉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望春
風」等樂曲，讓弦樂演奏不只是單純的表演，
還帶給長者溫暖的感動。
社長運管二陳佩琳感動地說，「能走進長者
群，對我們來說是可貴的體驗。長者們從頭到
尾都給我們熱烈的掌聲，聽到他們熟悉的曲子，
就跟著開心歌唱。」對於表演結束後，長者們
的讚美與感謝，社員們覺得很受鼓勵。

Beatbox社 期末成發了不起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9 日在學生活
動中心，百餘位同學一同享受 Beatbox 口技社
的期末成發「了不起，負責」，由社師及社員
共 20 組輪番上陣表演 DJ、Beatbox、饒舌 3 種
音樂，曲目皆是表演者自行填詞完成。
社長產經三連中愷表示，「這次成發遇到連
假及期中考，籌備期較短，過程雖辛苦但看到
活動順利就頗有成就感，對於自己的表演也覺
得滿意。」中文二林妤說，很久沒有站上舞台
表演，「這次幫忙唱副歌，除了興奮緊張外，
也覺得新鮮。」

Beatbox 社期末成發「了不起，負責」9 日
嗨翻學生活動中心。（攝影／朱樂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