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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快來投下神聖的一票吧！本校「第 37 屆學生
議會議員補選」於 26 日（週四）到 27 日（週五），每日上午 11 時到晚間 7
時進行投票，凡本校在學文學院和工學院學生皆具有投票資格，選舉人持學
生證領取選票，依所屬院系到文學館 2 樓中庭和工學大樓 3 樓大廳進行投票。
選委會主委、歷史三楊士豪呼籲，「學生議員代表全校同學參與校務會議、
監督校務政策及監督學生會運作等，大家快來投票選出適合議員。用你的力
量，為自己爭取權益。」選舉結果於 27 日晚間 8 時在體育館 SG220 開票揭曉。

中華民國 106 年 10 月 23 日 

高爾夫球聯誼賽報名開跑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67 週年校慶盃高爾夫球賽來囉！體育事務處
於 11 月 27 日在大屯高爾夫球場開賽，凡本校教職員工生、退休人員及校友
皆可報名，歡迎大家踴躍參加，一起切磋球技、提升高球體適能。
　體育長蕭淑芬說：「高爾夫球賽不同於其他項目比賽，重點是邀請淡江人
一同交流，增加彼此間的情誼！」此次比賽採用新新貝利亞差點計算公式競
賽，賽後餐會將頒發總桿冠軍、淨桿前 3 名、幸運獎、BB 獎、技術獎及特別
獎。報名自即日起至 11 月 17 日中午 12 時止，請洽體育活動組黃子榮辦理。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苦無揮灑青春汗水的機會嗎？想被聲嘶力竭
的加油聲圍繞嗎？本校 67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將於 11 月 8 日登場！即日起開
放報名，競賽項目有跳高、跳遠、鉛球、各項短跑和長跑，以及大隊接力，
還有「拔河趣味競賽」、「飛耀 67」及「勁爆九宮格」3 項趣味競賽！比賽
各組前 3 名頒發獎金、獎牌，田徑賽破本校或全國大專校院紀錄者，另頒發
獎金，等待各路運動好手來挑戰！報名至 27 日（五）下午 17 時止，詳情請
洽體育事務處網站（網址：http://www.sports.tku.edu.tw/main.php）。

快來挑戰校慶盃各類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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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25(三)
14:10

學發組
L102

學習策略工作坊： 「托福點題衝刺
班：讀」－TOEFL檢定應試技巧

10/26(四)
10:10

海事博物館
海博館4樓

影 片 欣 賞 ： 男 人 們 的 大 和 號
YAMATO

10/26(四)
14: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 「從旅遊學簡
報」－簡報技巧

10/27(五)
9:10

學發組
I304

TA3C研習與培訓：「台上台下不再
冷冰冰！」班級經營之關係建立及
破冰技巧

10/27(五)
14:10

學發組
I304

TA3C研習與培訓：「戰勝上台的恐
懼」提升表達力技巧

10/28(六)
10:10

海事博物館
海博館4樓

影 片 欣 賞 ： 男 人 們 的 大 和 號
YAMATO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為促進社會大
眾對於跨性別族群的能見度與認識，同進社在
18 日晚間 7 時舉辦「跨越性別後遇見自己」
講座。透過同志諮詢熱線跨性別小組，邀請了
盤、阿寶、阿辰、筱潁 4 位跨性別講者分享他
們的人生經歷，吸引逾 25 位社員出席聆聽。
　「社會上對男性、女性有一套概念。但其實
性別還有很多複雜的可能性。」講師「盤」指
出，一個人出生時會依性徵決定性別，但跨性
別者卻會依內心感受來認同性別，所以跨性別
的定義是生理性別不同於心理性別。盤補充，
同、雙性戀與跨性別不能劃上等號，因為前者
思考「我喜歡誰」，後者則是探討性別認同。
　4 位講者陸續分享發現自我是跨性別者及出
櫃後的心路歷程，並表示同感生活上的困擾，
例如住宿、如廁及法律層面仍需要克服，但人
生只有一次，應該勇敢活出自己；他們也很感
恩遇到許多給予理解和支持的朋友。社員公行
四左左說：「講座提供了更多關於跨性別者的
知識，也讓我發現其實這個族群沒有我們想像
中那麼遠。」

同進社辦跨性別講座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於 18 日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學務長林俊宏主持，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等師長出席，現場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林俊宏致詞表示，「暑假至今，陸
續出現需要成立春暉專案輔導的同學，而目前輔導都有好的成效，期望師長們持

學生議員補選本週投票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第三屆淡大盃
排球全國邀請賽於 14 日、15 日在紹謨紀念體
育館完美落幕！ 32 隊來自不同大專校院學生
參賽，經過激烈廝殺後男子組由「瑋瑋」隊奪
冠，女子組由「清大」隊奪冠。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淡大盃排球賽邀請來
自校外各方強勁對手一同切磋球技，此次比賽
很開心同學們能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應戰，期
待同學在排球聯賽時再獲佳績！」
　男子排球代表隊隊長、保險四陳重宇分享，
「這次比賽由校內大一升大二的學弟妹們出
賽，提供他們磨練的機會，很高興大家全力以
赴，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前進！」

淡大盃排球賽高手雲集

續加強拒菸、反毒、反酗酒
等宣導。」
　學務處由各組進行業務報
告，生輔組組長王鴻展說，
近來吸食毒品的年齡往下
降，新興混合式毒品在年輕
族群中蔓延，請各位師長協
助、主動通報。諮輔組組長
許凱傑指出，近兩年學生諮
詢以壓力調適和情緒困擾居
多，而本週透過大學學習課
程進行「大專學生身心適應
調查」，請教師協助從中關
懷學生身心狀況。

1047期

社團大聲公

花式扯鈴社
　你也喜歡扯鈴嗎？本學期新成立社團「花
式扯鈴社」希望打破傳統民俗技藝的刻板印
象，向同學們推廣扯鈴的趣味。社長、航太
二陳晟然說：「扯鈴是一種適合男女老少的
運動，想藉由社團帶領大家探索新玩法。目
前正積極和輔大民俗體育社、環球科大扯鈴
社等國內社團聯繫，期待揉合多元雜技、學
習高超技法，也讓更多人看到扯鈴之美。」
　副社長、化材二劉守翔說：「歡迎新手
加入，不用擔心練不好，社團會提供示範
教學、完善指導及表演機會。」劉守翔回
憶起自己在高中時因為興趣而接觸扯鈴，
後來由學長邀請、加入了專業社團，才有
了練習、切磋及進步空間。他鼓勵有興趣
的同學，「一個人練習可能很無趣，但是
來這裡，跟著大家一起練習會很有趣、效
果也會更棒，我們會帶著大家學習和成長，
出去參賽相信會很好玩。」
　劉守翔補充，「花式」是一種心態和想
法上的跳脫，想讓大家了解到「扯鈴」的
特殊性。其實在外國會把扯鈴歸類成一種
雜耍特技、極限運動，甚至是表演藝術，
這也是社團積極尋求變化的地方。陳晟然
說，未來透過他校社團合作，將會引進更
多成果發表的機會，期待有更多新成員加
入，一同推廣扯鈴運動。（文／胡榮華、
攝影／陸瑩）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因應「國
家防災日」逃生演練活動，今年由軍訓室和
工學院於 19 日上午實施「複合型防災疏散演
練」。10 時 15 分開始進行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在工學大樓、工學館、建築系館各辦公室及教
室，逾 2,000 位師生在原上課教室觀看避難疏
散示範影片，並聽從指示進行「蹲下、穩住、
掩護」的就地避難掩護動作，藉此提升學生面
臨地震時的反應力及現場臨場感。
　由於當日遇上大雨，演練暫停疏散至戶外，
並接續進行模擬物品掉落砸傷路人、機房失
火、化學有機溶劑外洩等狀況演練。中校教官
王鵬程表示，今天透過實地演練學習逃生知
識，師生能更加熟悉避難動作，在災害發生時
也能迅速找到逃生方向。統計一楊允喬說：「透
過此次演練，讓大家遇災時能臨危不亂，也對
逃生路線更加熟悉。」

　【記者林妍君專訪】「你有Free Style嗎？」
這是藝人吳亦凡於日前在選秀節目擔任評審
的經典提問，近來成為最熱門的話題，更幾
乎是每位選手都會被考驗到「即興說唱」的
能力。眼前這位散發出溫文儒雅的書生，他
是饒舌歌手、教科四王煜開（YK），秀氣
的臉蛋、戴上金邊復古框眼鏡，大大顛覆了
眾人對饒舌的刻板印象。在全臺首屆饒舌積
分制選秀節目「團戰 B.W.B」中，王煜開從
上百名參賽者中脫穎而出，經過連續 4 週、
共 8 場競賽，以穩健臺風、特色創作及獨特
個人魅力，技壓群雄稱霸總冠軍。
　王煜開說，高中時因緣際會下參與學長的
期末演出，因而對饒舌產生共鳴，洗腦的旋
律、歌中透露的真實情感、酷帥態度及氣勢
等皆讓他深深著迷，也開始投入饒舌世界。
不過家教甚嚴的他在就讀大學前沒有手機、
個人電腦，只有一臺勉強還趕得上潮流的
MP4，「當時為了下載音樂，還要瞞著爸媽
去網咖呢！」回想起這段時光，他眼角彎成

教科四王煜開
校園話題   物

淡江有嘻哈 唱出饒舌總冠軍
一彎新月。
　他進一步分享，「其實我原本連一句話都沒
有辦法好好說。」很難聯想舞台上快嘴饒舌的
王煜開，曾經有嚴重的口吃，為了克服這個問
題，王煜開下了不少功夫，他坦言：「一開始
不斷吃螺絲的過程的確令人相當挫折。」但憑
著獅子座與生俱來地好勝心，他勤練咬字、挑
戰高難度旋律的抑揚頓挫，以及利用直播平台
練習面對觀眾的抗壓性，漸漸地發展出個人風
格，除了將臺灣本土電音融合韓國流行樂曲元
素，清楚咬字的駕馭能力更是成為王煜開表演
的一大特色。
　談起家庭、課業與興趣 3 者間的平衡，他坦
言有難度，因此家住板橋的王煜開除了把握通
勤時間在捷運上蒐集題材、尋求靈感，更在創
作的同時試著揣摩想要呈現給觀眾的畫面與方
式，他充分地善用每分每秒；即使再忙，孝順
的王煜開仍會留時間和父母聊天，對他來說，
父母是他的心靈支柱。
　隨著人氣的高漲，受到的關注也越來越多。
面對外界批評空有外表、過度包裝的質疑聲
浪，王煜開看得很淡，「無論是讚美或是批評，

（攝影／戴先怡）

我都虛心接受。」他認為，在完成夢想的過
程，不被人看好都是在所難免的，他將這些
批評視作成長的養分，在黑暗中堅定自我內
心、站穩腳步；未來王煜開除了做好歌手的
本分，亦想挑戰演戲、主持，朝全方位藝人
戮力前進，帶給觀眾歡樂、成為父母的驕傲。

　12 日晚間，文學館 L204 花香四溢。插花社
於本學期安排社課以教授「日式池坊花藝設
計」為主，社團指導老師葉寶詡和陳杏枝在每
週都帶來不同的花型教學。當天的花藝設計造
型以蝴蝶蘭與玫瑰為主體，以紫孔雀、文心蘭
與新西蘭葉點綴，葉寶詡說明，「蝴蝶蘭整支
泡入水中幾分鐘後，讓花瓣吸足水分，就會變
得飽足、美麗。」插花社社員、公行一張雅筑
分享，「以為插花是婆婆媽媽才會做的事情，
但經過社團實作和系列教學後，覺得對身心靈
都具有抒壓作用，是一項年輕人也會喜歡的活
動。」插花社社長、統計二莊世欣說：「插花
可以幫助放鬆心靈，也能培養大家對事物的美
感與創意，我們將於 12 月在黑天鵝展示廳舉
辦花展，到時歡迎大家前往欣賞。」（文／楊
喻閔、攝影／吳冠樑）

插花社實作日式池坊花藝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風雨無阻搖滾
魂！西音社於 17 日晚間在宮燈覺軒教室舉辦
「組團茶會」，由 5 組樂團、6 首歌曲輪番上
陣，奮力演出各式風格的樂曲，藉此讓新進社
員選定喜好的曲風，進而在茶會中尋找志趣
相投的成員組團。開場由幹部組團帶來不插電
的抒情曲、歌手謝震廷的「你的行李」及樂

團 Who Cares 原創曲「煙癮」，輕柔的曲風成
功擄獲台下 60 餘名社員的耳朵；緊接著是獨
立音樂樂團草東沒有派對的「山海」，非主流
曲風令人耳目一新。隨後由 5 名社員帶來獅子
合唱團的「最後的請求」，畫面猶如呈現歌曲
意境般引人深思，主唱飆出高音使現場情緒漸
增；東洋樂團 Pay money to my pain 的「Rain」

西音社組團茶會 喚醒新人音樂魂

呈現活潑輕快的搖滾風；最
後一首歌曲演唱西洋樂團
While she sleeps 的「Seven 
hills」，重金屬曲風與低沉
嘶吼聲點燃氣氛，嗨翻全場
社員。
　英文三林威均分享，「一
直很喜歡搖滾風格的音樂，
不但抒壓又熱血沸騰！」西
音社社長、教科三許書瑋表
示，「很感謝社員們沒有因
為下大雨就不來看我們的表
演，希望接下來的萬獸西音
能帶給社員更棒的體驗！」

西音社於 17 日晚間在宮燈覺軒教室舉辦「組團茶會」，由 5 組
樂團、6 首歌曲輪番上陣表演。（攝影／佀廣承）

違正當性與必要性。」住輔組組長丘瑞玲回
應，在 106 學年度開放申請住宿時，已告知增
設第二道門禁；且考量門戶安全，雖然取消了
進門監督，但有設置通報系統，再請大家發揮
自律。
　另外，學生議會代表、公行進學二宋亦晉
說：「未來停課能否提早宣布，讓同學提早準
備。」教務長鄭東文回復，本校依照政府部門
公告標準進行宣布，請同學多加體諒。最後，
胡宜仁建議住輔組應與同學多加溝通，逐步達
成共識。

　會中，通過「107 年度教育部獎助私立大專
校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
申請案。臨時動議中，學生會學生代表、外交
與國際三鄧絜云說：「女宿增設第二道門禁有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共有 5 樂
團入選由文化部主辦、河岸留言承辦的 2017
年尋光計畫「流行音樂校園樂團培訓」，從
30 餘組樂團中脫穎而出，分別為吉他社「芒
果醬」和「混日子」、詞創社「淡海純愛組」
3 團正取；詞創社「亂緒」和西音社「調澀盤」
2 團備取。正取將參加尋光列車課程，最後篩

本校５樂團入選文化部        尋光計畫２０１７
選出 10 組校園樂團將錄製尋光合輯。
　「淡海純愛組」團長、產經四劉人豪說，這
次參加尋光計畫和當初成立樂團理念相同，
「想讓全世界聽見我們的聲音，希望把自己喜
愛的音樂發揚光大。」他補充，樂團特色是讓
人聆聽時感到放鬆、無壓力，且主流市場很少
出現以生活為主題的歌曲，例如這次投稿的曲
名「晚上的生魚片」，創作之初是因為有一天
晚上很想吃生魚片，但又覺得食物不新鮮，讓
人在口腹之慾與拉肚子之間舉棋不定。劉人豪

期待未來創作更多令人愉快的音樂，展現舞臺
魅力。
　「芒果醬」團長、國企四郭佐治說：「我們
是一群熱愛音樂的人，還在尋找特色，以創作
題材來說，多數是寫愛情相關的題材，所以我
們自稱是戀愛樂團。」他補充，這次寄去參加
徵選的作品「抱歉」，由全員共同創作，因在
戀愛中遇到種種摩擦，進而把感受抒寫出來。
談到未來規劃，郭佐治表示未來會努力創作，
想帶給聽眾更有動力、療癒的歌曲。

　緊握劍柄，氣勢磅礡！臺大劍道社 14 人於
15 日來校交流，在紹謨紀念體育館淡江劍道
館與本校劍道社社員進行切磋，總計逾 40 人
藉此機會鍛鍊劍道實力，以及培養社員間的感
情。劍道社社長、資圖三林怡君表示，由於兩
校在劍道姿勢上有些差異，選手的出賽風格也
很不同，對於新進社員來說適應上較有困難，
還好他們在過程中都十分認真的投入。
　會中，另由劍道隊隊長、日文三沈育宣帶領
兩校社員進行熱身和基本練習，並安排 1 小時
的交流賽。林怡君說：「在交流賽中，發現許
多學弟妹仍有待改進的地方，希望他們再多加
練習，未來賽場上的表現值得期待。」（文／
丁孟暄、圖／劍道社提供）

淡江劍道館 40 人交流

學
生
事
務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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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員演練複合型防災
學生會學生代表、外交與國際三鄧絜云認為，
松濤館女生宿舍於本學期增設了第二道門禁有
違必要性。（攝影／馮子煊）

學生議會代表、公行進學二宋亦晉建議學校在
宣布停課一事，能盡早發送通知，讓同學能及
早應變。（攝影／馮子煊）

（攝影／吳冠樑）

（攝影／吳冠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