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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籲留意租屋居家安全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日前在社子島發生一起火災事故，因逃生陽
臺鐵窗緊鎖、無法開啟，而釀成住戶無法逃脫的悲劇。軍訓室上校秘書黃立
夫藉此向在外租賃、住宿的同學們宣導，務必注意和定期檢查居家逃生路線，
若是有裝設鐵門、鐵窗，記得要和房東索取鑰匙，確保逃生路線的暢通。另
外，滅火器、火災警報器等避難設備，也是居家必備防災器具，亦需定期確
認功能得以正常使用。目前新北市政府推行火災警報器安裝補助，建議同學
們可以向房東申請安裝，維護自身居住安全。

萬獸西音 7 組樂團粉墨變裝登臺 接力演唱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不給糖就 Rock and Roll ！響應萬聖節，西音
社於 7 日晚間在宮燈覺軒教室舉辦「萬獸西音」，以怪獸為題，由 7 組樂團
粉墨變裝登臺，馬頭、老虎、鬼怪面具等各式扮相，加上室內布景、藍色燈光，
成功營造出黑暗的節日氣氛。
兩 個 小 時 間 接 力 演 唱 西 洋 樂 團 Drowning Pool 的「Bodies」、 東 洋 樂 團
Crossfaith 的「Monolith」，爆炸性的嘶吼使現場氣氛澎湃；臺灣獨立樂團茄
子蛋的「浪子回頭」，道地的鄉土發音充滿在地情感，令人動容；還有樂

團 Gorillaroove 演唱耳熟能詳的經典老歌、歌手 Bruno Mars 的「Just The Way
You Are」等，總計帶來 13 首不插電、重金屬、搖滾及抒情風格的樂曲，為
全場約 50 位觀眾帶來一連串聽覺饗宴。
西音社社長、教科三許書瑋欣慰地說：「雖然演出過程中設備出了問題，
但西音社幹部們竭力找出解決辦法，讓活動能順利進展，真的非常感謝！」
大傳二陳彥均分享，最喜歡的表演是「浪子回頭」和「Ms. Doremi」，曲子
詮釋得十分深情，令人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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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優秀青年精銳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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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優秀青年獲獎人（從左至右排序）：王聖華、葉子平、林儷竹、張景竣、黃昶智、曾澤淞、林怡仲、蕭明凱、 獲 獎 紀 錄， 課 餘 時
王妘宴、嚴祺瑋、皮韻和、根田文平、俞麒、黃克禮、周儒婷（圓圖者）。（攝影／吳冠樑、麥麗雯、劉芷君、戴先怡）
間多次參加志工服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106 學年度優
木碩一曾澤淞、水環碩一黃克禮、電機博三林
務，從關懷照護、環保淨灘到社會議題等。大
秀青年獲獎名單出爐！全校共計 15 名學生獲
怡仲、國企四林儷竹、財金四俞麒、運管四黃
三出國赴波蘭華沙大學，曾自助旅行 26 國 88
獎。優秀青年由各系、所導師、教官等舉薦，
昶智、公行三嚴祺瑋、管科碩一王妘宴、國企
城，將不同文化的想像轉化為實際閱歷，她感
依各學院人數分配比例，文、理、外語、國際
二葉子平、日文四根田文平、外交與國際二皮
謝學校給予的肯定。
研究、教育、全發院各 1 名、工學院 3 名，商
韻和、教心碩二王聖華、語言四周儒婷。
黃克禮自馬來西亞飄洋而來，大學時期畢業
管學院 6 名。今年優秀青年品學兼優，在學術
來自日本的根田文平表示，高中時以交換生
成績為系級排名第一，曾獲工學院大禹獎及 3
研究、競賽、社會服務、社團及國際活動等領
來臺兩個月後就決定留臺讀大學，加上對日語
次學業獎學金。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在水環
域大放異彩，均具有創建及具體優良事蹟。
教學有濃厚興趣所以選擇了日文系。求學中亦
系教授張麗秋協助馬來西亞以人工智慧建置區
獲獎人有歷史四蕭明凱、化學三張景竣、土
精進中文能力，曾在高雄餐旅高中教導日語，
域淹水預報系統的計畫中擔任兼任助理，並於

諮輔組擺攤 賽咖樂基小鎮 海報街好好玩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諮商輔導組於
7 日到 9 日在海報街舉辦聯合擺攤活動，總計
有 6 個攤位分別呈現生涯探索、性別平等、情
感教育、生命教育、憂鬱暨自我傷害防治與網
絡沉迷 6 項議題，另設計有孔雀化妝師、彩虹
小馬、老闆娘兔、信差鴿鴿等攤位動物代表組
成「賽咖樂基小鎮」，透過遊戲與同學互動。
諮輔組約聘輔導員歐陽靖表示，「此次擺攤

是希望能增加全校師生對心理衛生的認識。即使生活中遇上不如意的事，也
能找到排解、抒發的管道，鼓勵大家正面思考。」現場活動有明信片交換、
彩鹽 DIY、心理健康操及諮詢服務外，大傳系畢製行銷團隊「軟靈魂」設計
「Running a day keeps sadness away」活動，推廣建立運動習慣來對抗憂鬱症。
豐富多樣的獎品、設計精美的攤位及好玩的闖關遊戲吸引同學駐足參與。會
計三朱庭瑩說：「今年最喜歡『彩鹽祈願、御守未來』，抽取能量圖卡後，
得到相對應的御守籤，可以掛在自己創作的彩鹽罐上，讓我感覺更認識自
己。」資圖二王琳瑩說：「諮輔老師們講解詳細，讓我對性平更加認識。」

諮輔組於上週在海報街擺攤，以「賽咖樂基小鎮」為主題，設計
闖關遊戲與同學互動。（攝影／陳柏儒）

墨墨陪你 僑聯會赴仁濟安老所探訪長者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華僑同學聯誼
會於 11 日前往仁濟安老所進行「墨墨陪你」
探訪活動，逾 20 位社員服務約 18 位老人家，
現場氣氛溫馨且互動熱絡。活動內容有「十巧
手」教學，透過 10 個手部動作邀請長者一同
活絡筋骨，使他們在寒冷冬季來臨時，可以藉
由活動來促進血液循環；同時讓他們發揮創意
在現場揮毫、書寫中楷及繪畫水墨。
總召化材四梁致成說明，比起單純陪長者們

（圖／華僑同學聯誼會提供）

英文四洪立楷
校園話題 物

玩遊戲，更想讓他們留下有紀念價值的作品，
因此選擇以書法為主題，也是活動名稱的由
來。「其中特別的是，有一位長者原本不想參
加活動，因為他突然想起兒女的冷漠對待，但
我們跟他聊天後，讓他感受到社會中還是有一
群人願意付出關懷，他也漸漸展露笑容。」
華僑同學聯誼會會長、國企二張桐然說：「長
者其實需要大家的陪伴和聊天，非常開心他們
喜歡我們的關懷和服務。」

IG 街拍攝影師 捕捉光影瞬間

【記者劉必允專訪】在 Instagram 上，從
2012 年累積至今發布逾 1,300 張照片、擁有
2.7 萬人追蹤，以 Jerry 之名廣為人知的街拍
攝影師，他是英文四洪立楷。當初接觸攝影，
笑說一切都是誤打誤撞，起初是自學繪圖軟
體 PhotoShop，培養出後製技巧，「後來想
說可以拍些影像，也剛好家裡有一臺微單
眼，於是就轉移學習焦點，讓自己走出去拍
照好了。」就這樣開啟了攝影之路。
翻開過往拍攝的作品，風格與題材不斷在
變化，像是他對於攝影的審美變遷史。構圖
從街景到人像，調色從飽和到自然、彩色到
黑白，甚至也從數位轉向底片，「每隔一段
時期，我就會回頭來看近期的作品，思考還
有哪些地方可以進步、可以繼續作調整，慢
慢建立起的風格也是多方嘗試後的呈現。」
「街拍」是洪立楷擅長的風格，總是讓自
己處於第三人的角色，記錄街頭的自然樣
貌。「以前走在熟悉的街道，不會發現有何
不同。但是透過影像，讓我觀察到很多以前
被忽略的事情，從路人轉換到攝影的身分，
以更多元的角度看見你我熟悉的臺灣。」他
也在 Instagram 創建「小人物大城市」標籤，
除了看見他的作品，其中更有許多創作者的

分享，讓大家都能看見城市的角落，「正因為
感受到偌大的城市，是由無數個無名小卒所組
成，所以想集合眾人之力，逐步構築城市的印
象與風貌。」
除了街拍，洪立楷也致力於表現光影之美，
把街景和光影變化相結合，「有時候為了讓視
覺能聚焦在光影上，我也會嘗試把畫面調成黑
白，因為臺灣的街道較為雜亂，若有太多顏色
在其中，視覺很容易被色彩帶走，儘管這會使
構圖的難度增加，但黑白的單純能完美的突顯
出光影的變化，很令人著迷。」
在攝影上，洪立楷分享個人喜好及深受紐約
攝影師 Brian Alcazar 的啟發，「不知道為何，
每次看到他的照片就會很感動，他拍攝的照片
相當具有感染力，真的是用照片在說故事。」
曾赴紐約遊玩的他說，當年和偶像 Brian 見面
聊天，甚至作品被肯定，都是他難忘的經驗。
「以前拍照就是一種嘗試的心情，當作興趣
經營。到了現在，我的生活已經離不開攝影
了，或許我會有一段時間沒有拿起相機，但絕
對不會停止拍攝！攝影儼然成為我心靈上的支
柱，也是不可或缺的養分。它促使我最大的改
變，是對週遭人事物的觀察力、光影變化有很
細膩的體會，透過照片的紀錄連記憶力都變得
很好。」洪立楷十分慶幸當初接觸到攝影，「大
學讀英文系只是因為英文不錯就選了；唯有拍

（攝影／馮子煊）
照，讓我能發掘自己真正喜歡的事物，且能
在大學時期培養出個人興趣，是一件相當幸
運和重要的事。」
明年，他將遠赴布吉納法索的霖恩小學拍
攝。這趟遠行不是去體會貧富差距，或是體
驗環境有多艱困，而是想把當地的影像帶來
臺灣，讓大家知道此時此刻的地球另一角
落，正在發生你我難以想像的生活，例如一
群認真的小朋友面對資源貧乏仍努力求學。
未來，洪立楷想成為一位紀實攝影師，把世
界上發生的事情，呈現給更多人看到。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今年成為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皮韻和於今年 3 月代表臺灣赴紐約參加全美
模擬聯合國 NMUN2017，和世界各地大學生
交流全球議題，並擔任外交與國際系系學會會
長，辦理國際學院週、演講等活動，同時協助
新生適應大學生活。
林怡仲在校致力研究機器人，曾任機器人研
究社社長，屢次與團隊合作在「FIRA 世界盃
機器人足球賽：人形機器人組」贏得冠軍。
王妘宴活躍於跆拳道校隊，擔任不同職位及
協辦活動，並以優異成績入選中華民國斐陶斐
榮譽學會之榮譽會員及教育部學海築夢實習計
畫，赴波蘭華沙研究機構進行兩個半月實習。
曾澤淞積極參與國際交流活動，曾任學生學
系 社 群「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社 團
召集人。課業表現優異，為建築資訊建模與工
程資訊管理授課小老師。
林儷竹擅長企劃撰寫，為 106 學年度通識教
育課程未來學學門課程委員會委員，且通過科
技部 106 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案，及擔任
台灣文創基金會、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第
五屆華文朗讀節」工作人員。
嚴祺瑋曾獲商管學院獎，屢次在中國大陸期
刊中發表論文，並擔任 105 學年度通識教育課
程公民社會及參與學門課程委員會委員。

活動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11/23(四)
12:30
11/25(六)
08:00

教發組
T307

活動名稱
英語研習工作坊－Theme 1：
Pedagogies for Tertiary Teaching

日文系
2017年度台灣日本語教育國際學術
有蓮國際
研討會（年底大會）
會議廳

登山社攀合歡群峰

登山社 20 位社員於 3 日到 5 日舉辦「初嚮—
合歡山」登山活動，前往適合登山初學者的合
歡群峰 4 座百岳，其中的東峰、主峰與石門山
皆有步道，難度相對較低；而通往北峰的路程
則是要經過荒山野嶺與攀爬岩壁，考驗社員們
的體力和耐力。
路途除了欣賞山林之美，還得時刻留意腳步
與調整呼吸，夜晚山上低溫下探 10 度，且要
在天黑前趕抵營地，完成帳篷搭設、野炊等，
讓大家學習團隊生活及技能。登山社社長、管
科二黃仲崎表示，本次活動是近年來人數最多
的一次，爬百岳需要考量到體能和高山症等限
制，建議大家平時多到郊外山區訓練，累積體
能和增加肺活量。
產經四徐崇凱說：「第一次背重裝爬山，是
一次很新鮮的體驗。爬山很累、也很辛苦，但
沿路能飽覽美景，實在令人難忘，尤其是高山
上的日出，讓人忘記一切煩惱。而人生就像登
山，要先領略過程中的辛苦，才能享受山頂風
景的美好。」（文／張展輝、圖／登山社提供）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攝影／黃耀德）

學生代表共聚研習

（圖／學生議會提供）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學生議會於
10、11 日舉辦「議事深化研習營」，由學生
會行政中心、學生議會及課外活動輔導組學務
創新人員王璽雯等 19 人，透過立法院參訪、
校內聆聽課程講座及模擬議事等，強化學生議
員們對於法治概念與架構的理解、思考，以及
權益與職責的認識。
立法院座談邀請到立委吳玉琴辦公室法案助
理張裕焯、助理柯雅齡分享匯整選民意見的過
程、轉化成法案、進行審議的程序，以及審列
預算的重要事項等。在校研習的講座課程則是
由學生會評議會前主席、歐研碩一李柏儒談法
規的創立與其歷史淵源及時代背景，並進一步
討論現行法規的困境。
此外，學生會行政中心前執行長謝易宏、教
育部大專校院學生會專題研討講師吳律德也為
同學們帶來行政與議事實務解說。學生議會議
長、經濟四宋威頤說：「為國家社會付出是
我的志向，社會上仍有許多議題有待解決，聽
到案例分享才知道原來還有很多人在為這塊土
地著想。此行參訪立法院讓我獲益良多，也讓
學生議員們更加了解權責和法規，期待在任期
內，能讓制度更加完善。」

社團大聲公

產業分析實習社
想要一眼看透企業經營的潛力嗎？想要看
懂財務報表內的秘密嗎？本學期新創立的
「淡江大學產業分析實習社」是由綜合知識
經濟研究社在北部跨校聯合成立的社團，提
供學習討論的平臺。產業分析實習社社長、
電機三陳威宇說明，透過大學社團學習和經
營，不只能汲取基本、專業知識，還可以培
養團隊溝通能力，以及企業、職場所需要
的軟實力。
社團課程以閱讀財務、商業雜誌及分析
財務報表數據為主，社員經閱讀後相互討
論、分享想法及解讀觀點，藉此培養大家
的觀察力、解析力及思考力。陳威宇說，
閱讀可以幫助獨立思考，為提高大家閱讀
數量，近期與臺北市立圖書館簽署合作「閱
讀大富翁」活動，邀請大家來文山區圖書
館使用自助借書機借閱圖書。且為了提升
民眾閱讀意願，社團也邀請附近商家合作，
持單據可在約 30 家商店享消費優惠。
產業分析實習社於本學年規劃大學生活
講座，藉由講座盼同學們得到啟發，且透
過講師分享和討論學習取向，進而從互動
中體悟未來發展方向。陳威宇預告，為了
方便各校社團可以有更加緊密、有效率的
聯繫，將在今年底創建一個大學社團 App，
同時歡迎有想法、創意及熱情的同學們加
入產業分析實習社。（文／歐陽子洵、攝
影／周舒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