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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大眾傳播學系
第 31 屆畢製作品《迷海龜途》繼上月獲得第
六屆松山文創學園祭創作青年交流計畫佳作，
上週再度拿下第一屆「全球華文永續報導獎」
學生組影片類首獎，和 2017 新北市學生影像
新星獎非劇情類第一名。《迷海龜途》是由 7
位大傳系校友曹雅涵、萬恩晶、郭珮君、洪益
華、陳冠妤、秦淳格及林芷安組成「塑塑去工
作室」製作，內容講述「垃圾的終點，不會在
丟掉的那刻結束」，從海龜誤食塑膠垃圾，帶
出海洋塑膠汙染的嚴重性。在「全球華文永續
報導獎」中是唯一的影片類首獎作品，評審團
表示，作品選材精準切題，且找到關鍵事件與
人物，完整呈現主題各個面向，訪談內容聚焦
而深刻，被評為水準之上。指導老師大傳系講
師林宏宜表示，全球暖化一直是目前的顯學，
《迷海龜途》以海龜小利之死，講述議題的重
要性，同時具備新意與可看性。

迷海龜途獲獎接二連三

新生問路 學長指點迷津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開學邁入第二 週， 新 生們開始熟悉校
園了嗎？記好各建築代碼，絕對讓你省下不少
時間。但如果看不懂地圖，路上還有許多熱心學長
姐，勇敢上前詢問吧！中文一王麗維說：「經過熱
鬧的海報街，幸好社團擺攤的學姐發現我迷路，盯
著手機看、卻依然找不到方向，最後貼心地指引我
前往教室，真的很感謝她。」（攝影／鍾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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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報名英文能力加強班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為協助程度較弱的學生擺脫英文恐懼，
重拾學習興趣與信心，特別開辦一系列「英文能力加強班」，包括「文法班」、
「發音與會話班」、「多益班」、「商用英文」及「新聞英文」等 6 種課程，
增進不同領域之英文能力。其中，「英語職達車－商用英文」課程於今年改
列入「英語能力加強班」課程，提供學生職場英文的訓練。承辦人、外語學
院編纂葉思德歡迎同學多加利用學習資源增強英文實力，名額有限，額滿為
止，有興趣者可至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報名。

　「不要再遲疑了！同學，快來加入我們就對
了！」社團博覽會於上週在海報街盛大登場，
各社團為展現特色，皆竭盡心思招攬學生，現
場熱鬧喧騰宛如一場社團嘉年華。
　樸毅青年團將傳單設計成手機模樣，外觀有
趣；創意造型氣球社製作科學家與科學怪人的
造型氣球，吸睛程度破錶。吉他社、熱舞社、
競技啦啦隊等，爭相表演拿手絕活，吸引眾人
圍觀；機器人研究社也擺放了機械夾扭蛋，讓
大家體驗操作樂趣。
　大傳一姜雅馨說：「樸毅青年團的熱情讓我
印象深刻！他們親切地介紹社團特色，但因為
我很喜歡小動物，所以一看到關懷動物社，就
立刻決定報名了！這次社博現場充滿歡樂與驚
奇，讓我感受到淡江人的活力！」
　在海報街也能看見淡江時報記者和「醋咪淡
江」FB 粉絲專頁小編的身影，記者們手拿背
板與報紙，向新生們宣傳網站、App 及電子報
等多元閱讀方式，活動亦邀請大家與背板合
照、上傳到活動頁面還能領取專屬筆記書、提
袋及限量贈品。（文／林嘉倩、攝影／陳柏儒）

海報街上演搶人大戰

　【記者林嘉倩淡水校園報導】歡迎來到社團
科學研究院！由學生會主辦、課外活動輔導組
指導的社團之夜於 18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熱鬧
登場，由 22 個社團使出渾身解數，用表演點
燃淡江人熱情，吸引近 1,300 人觀賞。課外組
組長陳瑞娥致詞表示：「希望大家用最激昂的
吶喊來度過一個愉快美好的社團之夜。」
　創意造型氣球社製作愛因斯坦與黑板造型的
氣球放置在門口，黑板上寫著相對論公式，十
分俏皮、可愛。競技啦啦隊以高難度彈跳動作
展現優雅的姿態，讓臺下歡呼連連；花式籃球
社用指尖旋轉兩顆籃球的巧妙技法，令全場師
生讚嘆；弦樂社流暢精湛的琴藝配上使人迷醉
的交響樂，將小提琴、大提琴的音色之美發揮
極致；鋼琴社帶來精彩的四手聯彈，並由主
唱帶來「可惜沒如果」一曲，唱腔神似歌手林
俊傑更讓全場無不驚豔。音樂文化社帶來日本
搖滾樂團「One Ok Rock」和英國創作歌手紅

髮艾德的多首知名情歌，引起臺下共鳴。Beat 
box 社的饒舌表演與精湛口技嗨翻全場，觀眾
沉醉其中、隨節奏揮舞手中螢光棒。
　二齊校友會以獨樹一幟的螢光舞，將晚會帶
入另一波高潮；竹苗校友會則是身掛 LED 燈，
以舞蹈表演變化出新層次；花式扯鈴社結合力
與美的精彩表演，令全場觀眾尖叫不斷、拍手
叫好。最後由舞研社、極限舞蹈社、熱舞社接
力演出，讓會場在音浪震撼與迷眩的霓虹燈光
中，畫下完美句點。
　社團之夜總召、航太三謝東錡說：「藉此活
動展現社團的活力與熱情，各組表演內容皆十
分精彩，感謝所有工作人員。觀眾們的回應也
很棒，人潮一路爆滿到最後，整體流暢度和內
容都非常成功！」財金二徐意筑說：「二齊、
竹苗校友會的表演令我印象深刻，本身是新竹
人、愛跳舞，看完熱舞表演後，我對兩個社團
都有興趣參與！」

歷史系領新生踏查淡水古蹟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歷史系於 15
日舉辦淡水古蹟踏查活動，落實大一新生對淡
水古蹟的了解，歷史一陳賢容說：「系上這麼
用心舉辦古蹟踏查，一定要來參加。這趟路走
下來開闊了我的人際關係，並認識系上教授，
深感獲益匪淺。」
　活動將 97 位新生分為 4 組，由歷史系主任
林煌達、助理教授李其霖、講師曾令毅、袁明
道分別帶隊前往鄞山寺、殼牌倉庫、福祐宮、

馬偕醫館、理學堂大書院等地進行踏查，並沿
途為新生講解古蹟歷史，幫助大一新生深入探
究淡水歷史古蹟。
　歷史系系學會會長、歷史二王鈞儀說：「作
為工作人員，參與古蹟踏查活動時，對於老師
們的良苦用心深有體會，參訪古蹟除了幫助新
生們了解淡水歷史，也能促進師生交流，凝聚
系上感情，同時期許明年能夠繼續舉辦類似的
活動。」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軍訓室建置
「遺失物查詢系統」，於今年 3 月起開放上
線。若師生在校內遺失物品，可至軍訓室網站
（ 網 址：http://www.military.tku.edu.tw/main.
php）點選右側的「遺失物查詢系統」（網址：
https://laf.tku.life/index.php）查詢。
　軍訓室上校秘書黃立夫說：「物品遺失除了
可到軍訓室詢問，我們也提供線上查詢。系統
會定時更新拾獲物品名稱、特徵及日期，建議
大家可先上網進行初步辨識，再到軍訓室認
領。」同時提醒同學，移動到不同教室或下課
時間，務必隨身攜帶貴重物品，離開座位前也
請多加留意個人物品，避免遺落狀況發生。

遺失物系統開放線上查詢

　【記者林嘉倩淡水校園報導】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加退選課程」，將
於 25 日（週一），至 10 月 3 日止。各年級加退選課程開放時間，請至課程
查詢系統（網址：http://esquery.tku.edu.tw/acad）「選課、註冊及繳費等須知」
查閱。自本學期起期中退選課程，退選科目仍須登記於該學期及歷年成績單，
且於成績欄加註「停修」字樣。課務組呼籲，「同學應審慎規劃加退選課程，
避免留下上述紀錄，並對修習之課程認真學習，努力不懈。」欲知加退選詳
情，請參閱本校「學生期中退選實施要點」。

本週起開放學生加退選課

學生大代誌4

  

（攝影／吳冠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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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9/25(一)
12:10

學發組
I501 學生學習社群行動方案說明會

9/26(二)
08:00

原資中心
B403

「原住民族語班－排灣族語」課程
報名

9/26(二)
12:00

學發組
驚聲國際廳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TA期初會議

9/28(四)
12:10

學發組
I304 TA專業成長社群運作說明會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記者楊喻閔專訪】「此行有如初開眼界
般驚豔，在學習表演、異國體驗上，更是猶
如一場震撼教育！」談起擔任外交部 106 年
國際青年大使，化材二劉守翔顯得神采奕
奕。今年交流計畫主軸為「臺灣新世代 展望
新南向」，共有 608 位報名參選的學生，錄
取全國各地 31 所大專院校、75 位青年大使，
他以「扯鈴」專長於上月 28 日前往菲律賓、
印尼，展開為期 10 天的文化交流訪問。
　劉守翔說，國中時因緣際會參加扯鈴社
團，到高中受學長邀請、進入鈴極限扯鈴團，
與專業好手一同研習，進而養成此一民俗技
藝專長。「在社團成員的推薦下，我決定報
名參加今年的國際青年大使計畫。雖然在複
試很緊張，用英文表達也沒有表現很出色，
但我試著使用簡單、易懂的詞彙，展現個人
獨特的才藝和想法。」
　扯鈴是華人文化中，最著名的童玩遊戲之
一。對劉守翔來說，雖不陌生、卻在首日排
練遇上挑戰，「出訪前的第一堂培訓課程，
助教一開始讓我們先來一段即興表演。在 10

人一組的團隊中，只有我是非科班生，表現顯
然不如預期。」劉守翔苦笑，「算是撐過去了，
但像是歷經一場震撼教育，他們看過一次示範
後，即可做出高完成度的表演，而我的學習力
顯得相對落後，只能戰戰兢兢的跟上進度。」
　前往海外深度參訪交流，不僅須具備專業知
識和才藝，更多時候是在考驗團隊默契。劉守
翔觀察，「組員們在練習時，皆保持高度專注
力，活動結束後也會繼續討論表演動作上的修
正，漸漸培養出合作氛圍。」為宣傳臺灣文化
與藝術表演，一行人在異國飯店、大學等地表
演，也與大學生及當地人進行交流，「兩國人
民都十分有活力，儘管偶遇語言不通，但他們
還是很熱情地提供我們協助。」
　劉守翔說，出發前已經對於兩國的文化有基
礎認識，但親身實地經歷後，對文化差異還是
感到十分衝擊。「例如在印尼參加宰牲節活
動，看到信仰伊斯蘭教的人們進行宰牲儀式，
過程雖是隆重，但仍會感到驚心。」劉守翔補
充，交流團隊在離開菲律賓前，來到海港旁的
一處貧民窟發放白米，「這是慈善團體安排的
捐輸活動，集中在廣場上發放給民眾。在高度
經濟發展的市中心，同時存在貧民窟，看到貧

化材二劉守翔
校園話題   物

青年大使赴菲印 傳遞扯鈴文化

（攝影／吳冠樑）

富差距讓我更加珍惜自己擁有的資源。」
　首度擔任國際青年大使的劉守翔，充分展
現對扯鈴的積極與熱愛，除了持續提升自己
的國際視野與外語能力，也為中華文化和臺
灣外交做出貢獻。他鼓勵同學積極參與國際
活動，「當初抱著嘗試的想法，但現在的我
真的很慶幸能參與這次計畫，讓我累積了許
多難得的經歷。」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小王子》說：
「真正重要的東西，只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充滿好奇心、對服務兒童有興趣、熱愛生活的
你，歡迎加入諮商輔導組的心靈園丁志工服
務，帶領小朋友一起澆灌心中的秘密花園。
　諮輔組提供社團認證和創意氣球班、療癒瓶
DIY 班等專業訓練課程，對於符合條件的園丁
們，亦將授予志工服務證明和嘉獎以示鼓勵。
學期內共兩次出隊前往醫院和國小服務，過程
中也會認識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即日起至
10 月 12 日開始報名，有興趣的同學可至活動
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或前往商管大樓 B408 室洽輔導員林昱芳報名，
校內分機 2491。

諮輔組招募心靈園丁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提升競爭力可
以「軟」、「硬」兼修！培養軟實力的同時，
也不能忽略硬實力的發展。新學期之初，職涯
輔導組規劃 MOS、TQC 及 ACA 等多項認證
研習課程，從網頁設計到商業數據分析軟體，
多元的課程種類，讓教職員生依個人能力和興
趣自由選擇。職輔組輔導員游凱甯表示：「近
幾年 Office 軟體 Excel、圖像軟體 Photoshop 及
視訊剪輯軟體 Premiere 皆是學生踴躍參加的
認證課程，意者可到活動報名系統（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查詢課程簡介和報名
相關資訊，鼓勵大家善用餘暇、充實自己。」

職輔組辦證照研習

TQC WORD 2016 認證研習
TQC POWERPOINT 2016 認證研習
TQC EXCEL 2016 認證研習
MOS POWERPOINT 2016 認證研習
MOS WORD 2016 EXPERT 認證研習
MOS EXCEL 2016 EXPERT 認證研習
TQC+ INDESIGN CC 編排認證研習
TQC+ Dreamweaver CC 網頁設計認證研習
ACA ILLUSTRATOR CC 認證研習
ACA PHOTOSHOP 認證研習
SPSS 商業數據分析師
ERP 軟體應用師
　－鼎新 ERP 基礎概念及配銷模組
　－鼎新 ERP 基礎與生產模組
TQC+ 程式語言 Python 認證研習
　　　　　（資料來源／職輔組提供）

社團大聲公

生命教育社
　透過生命影響他人，用心體會美好與獨
特。本學期新創社團「生命教育社」，以傳
播生命意義與價值為核心，帶領大家學習正
向思考。社長水環四郭胤余說：「我們在淡
水區鄧公國小和育英國小進行生命教育已
經超過 3 年了！配合不同學齡孩子的心智發
展，以圖畫、繪本及活動體驗來傳達生命
意涵。」
　郭胤余說，實地教學的課程分為「人與
己」、「人與人」、「人與生命」、「人
與環境」4 主軸，從具象說明到抽象思考，
教導小朋友感受生命的獨特與價值。「小
學生透過學習，可以提升理解能力，同時
在摸索思路的過程中，練習正向思考，相
信有助於培養看見未來的眼光。」
　新學期的社課將以讀書會和討論繪本為
主，先讓社員們熟悉教材、練習臺風及口
語表達等技巧，等累積足夠的專業知能，
再進行實地教學，屆時則是考驗大家臨場
反應、獨立思考及時間掌控的能力。
　郭胤余感性地說：「看見小朋友經由參
與，進而產生理解和認同，最後還能和我們
交換想法，是讓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事。」

她 期 待 新 血
加 入 志 工 行
列，「 有 些
事 不 做 不 會
怎 樣， 但 做
了 就 會 很 不
一 樣！ 歡 迎
每 一 位 新 生
來 到 生 命 教
育社。」（文
／ 張 展 輝、
攝 影 ／ 黃 耀
德）

計多元化課程，輔以
遊戲和實作，鼓勵學
生勇敢發言，希望他
們在活潑氣氛下快樂
學習。今年有外籍生
加入、分享異國文化
特色，體現國際化之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於 19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為期 4 天的「106 年
史懷哲暑期服務隊成果展」。本校校長張家宜、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陳劍涵、淡水正德國中校長林武龍等人應邀出席。張
校長致詞時肯定師生們持續在服務偏鄉教育的付出，並認同此一活動持
續 11 年，相當難得。她同時提出「共創大淡水，智慧大未來」的概念，
希望學生在成為教育者的過程能與在地連結、善盡社會責任。
　史懷哲教育服務隊是由師資培育中心修課的 30 位同學於暑期前往淡
水正德國中賢孝校區展開 3 週服務。他們先了解學生興趣和需求，設

餘，亦拓展學習視野。隊員中文碩三林培棻說：「當學生第一次稱呼我為老師時，覺得特別感動，
很開心能與夥伴合作進行服務活動。」（文／洪筱婕、攝影／吳冠樑）

師培30生展史懷哲服務隊成果

社博引爆人潮

（攝影／吳冠樑）

（攝影／陳柏儒）

  社團之夜 逾千人嗨翻全場

花式籃球社用指尖旋轉兩顆籃球的巧妙技法，
令全場師生讚嘆。（攝影／陳柏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