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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考月底登場 學生證作答文具不可少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中考將於 4 月 30 日至 5 月 6 日舉行。
4 月 23 至 27 日下午 18 至 22 時；4 月 28、29 日上午 8 至 17 時開放 B119 教
室自習，請同學多加利用。課務組提醒，考試務必攜帶規定證件應考，未帶
證件者應提前至註冊組申請臨時學生證，同學應詳閱並遵守考場規則。修習
日間部「中國語文能力表達」者應參加中文能力測驗，修習日間部商管學院
「資訊概論」者應參加資訊能力測驗，請依考試小表排定時間應試；上述測
驗請攜帶 2B 鉛筆應試。考試相關訊息請至「校務行政資訊查詢系統」查詢。

學生大代誌4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學會和種
子課輔社於 3 月 31 至 4 月 1 日前往國立中興大學參加「107 年全
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共計有 258 個社團共襄
盛舉。大會邀請到 38 位評審針對組織運作、財物管理、社團活動
績效等進行選評，兩社團最終獲得評審青睞，資圖系學會贏得自
治性、綜合性社團特優獎、種子課輔社獲頒服務性社團優等獎。
　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劉宴汝說：「這次首度推派社團報名服務
性組別，且該組為全社評競爭程度最高，很高興看到種子課輔社
脫穎而出，資圖系學會更是蟬聯兩屆自治、綜合性社團特優獎，
表現相當出色。」
　資圖系學會會長、資圖三張宜婷說：「組織運作根據宗旨訂定
短中長程計畫、主題及目標等，因此我們準備社評以此為重，並
具體整理成書面資料，我想這也是獲評審肯定的關鍵之一。感謝
學長姊將去年參加經驗傳承給我們，未來我們會繼續為系內會員
服務，把系學會的價值發揮到最大。」

　種子課輔社社長、中文三梁文瑄說明，「我
們以『關懷弱勢及偏鄉學童，平衡教育資源與
提升學童競爭力』為宗旨，且因應社團發展方
向，將所有活動環環相扣，使其更具有整體
性。我們在準備期間了解到全社評不僅凝聚社
團情感，更督促我們建立起完善制度，「感謝
學校、指導老師協助，有了歷屆學長姐們的傳
承及夥伴們協力合作，使我們能一直走下去，
期待未來有更加傑出的表現。」

　

　【記者胡榮華專訪】「曾經學習古典詩只
為了應付考試，但現在創作古典詩變成我的
興趣，也是最喜歡做的事！」眼前這位長相
斯文、謙遜有禮的同學是中文碩二、驚聲古
典詩社創作長林宸帆，常在校內外古典詩比
賽看見他出色的表現，2017 年榮獲教育部文
藝創作獎學生組詩詞項（古典詩詞）佳作，
同年參加兩岸三地中華大專生詩詞徵稿贏得

中文碩二林宸帆

古典詩組優選，而今年初揭曉的第二十屆臺北
文學獎，他更是一舉奪得「古典詩組評審獎」，
成績斐然。
　剛進大一時，首度接觸古典詩是修習「詩選
及習作」課程，當時未發掘出興趣的林宸帆都
是隨意應付，直到大二參加了「立夏詩會」即
興創作比賽，發現自己的作品有入聲字與平聲
字弄混的錯誤，但評審之一的中文系退休教授
顏崑陽卻因他的詩深刻道出思家之情，且切中
題旨，便以此上臺鼓勵，「接觸古典詩的學生
越來越少，不應該因為小錯誤而扼殺了學生創
作的動力，反而要給初學者更多機會。」正是
這席話開啟了林宸帆在古典詩的長征之路。
　在創作初期，就讀大二夜間部的林宸帆在
打工之餘，時常拿著詩選課本向中文系教授
普義南請教，這時期的他常感嘆鮮少有同好引
起共鳴，「真正想要學習寫詩的人不多，身邊
幾乎沒有同儕可以分享，且有問題只能跟老師
討論。」在創作路上也曾一度想放棄，因為同
時準備文藝獎和學位論文的發表，兩邊的事情
忙得焦頭爛額，但他說：「還好有撐過來！雖
然兩邊的表現都還有進步的空間，但是最終能
完成，又都能獲得成果，反而更有動力堅持下
去，努力把不足的部分補充回來。」
　對於創作靈感來源，林宸帆說：「有時靈機

一動就會寫得很快，而且會很喜歡這個作品；
但有時是想法的產出，思考文意、段落及架
構等寫作方向，到最後會逐步拼湊成一首自
己覺得合格的作品。」但他不會為了寫而寫，
以免讓自己的作品變成「為賦新辭強說愁」。
　作品曾獲教育部文藝獎肯定，面對來自全
國詩學專研的競爭者，他謙虛的說：「獲得
這項殊榮，真的要感謝一路上鼓勵我的顏崑
陽、普義南、張韶祁老師。競賽多少還是有
點運氣，我自己也受寵若驚，感動付出最終
有了成果。」3 位恩師平日期勉要多加閱讀，
此時的他更能體悟到，原來最簡單的鼓勵就
是最大的幫助。
　林宸帆慶幸在賽場上偶遇志同道合的朋
友，他說：「藉由出賽機會認識同好，有助
於跳脫思考框架，且多聽取各方的意見，更
能拓展學習視野、收穫滿載。」他不怕其他
人的批評與指教，反而以此激勵自己創作，
快速修正成長之路。
　現在的林宸帆，從事古典詩創作之餘，同
時修習教育學程。他希望前往偏鄉教書，也
常在驚聲詩社的社課，透過自創的古典詩遊
戲來教導社員創作，「我想把古典詩帶到偏
鄉，教導小朋友認識文學之美，更期待透過
教育發揚古典詩。」

校園話題   物
創作古典詩 獲教部文藝獎肯定

圖為中文碩二林宸帆。（攝影／麥麗雯）

機車研究社參觀世貿展
　【記者林依妮淡水校園報導】機車研究社
一行 10 人於 4 月 15 日前往臺北世貿一館參觀
2018 年「台灣國際機車產業展」，逾 150 家廠
商共襄盛舉，展示零配件、動力供應鏈及車輛
等話題產品。機車研究社社長、航太二吳宗昇
表示，「為了解現代機車產業發展、駕駛安全、
車界新品及掌握流行時事，特地組團近距離參
與，除了認識產業現況、購買安全防護品，還
為 5 月參加桃園龍潭 UCRR 大專校際道路機
車賽提前做準備，屆時社內預計派員出賽。」
　吳宗昇期許，藉由觀展加深社員對於機車認
識的深度和廣度，並從中找到適合自己的騎車
風格，進而思考興趣的未來發展及優勢。

　（文承一版）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對國
家安全推動不遺餘力，首創戰略所、大陸所，
培育出不少國防人才。目前致力推動校務發
展，朝在地連結、區域合作、國際連結及創新
實踐之際，此次簽約以底薪逾 4.8 萬元鼓勵學
生將軍職納入生涯規劃，亦提供在學及即將畢
業生多元的求學和就業選擇。」蒲澤春表示，
淡江大學是國防部第 128 所簽約學校，ROTC
提供良好軍事教育訓練，希望培養有紀律、負
責任及具抗壓性的人才。陸軍六軍團指揮官中
將徐衍璞說：「與淡江簽訂 ROTC，讓就學
就業相結合，期待更多優秀人才加入國軍。」

本校攜手國防部育才

花式籃球獲全國大賽２獎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花式籃球社 5
人於 4 月 7 日、8 日參加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熱舞社舉辦「HUG Season 全國大學嘉年華」，
首日在花式籃球全國大賽中，資工系校友周志
承贏得冠軍、資工二林翰雨獲得亞軍，表現亮
眼。「HUG Season 全國大學嘉年華」於今年
突破街舞範圍，擴大舉辦花式籃球、饒舌創
作、滑板、互動魔術及電競等全國大賽，讓更
多大學生能展現自己在社團的努力成果。

　花式籃球社社長林翰雨說明：「花式籃球
（Freestyle Basketball）意喻沒有固定形式玩法，
融合音樂和舞蹈，把籃球變成玩家身體的一部
分，更能衍生出創新、多元的玩法。」他補
充，透過這次 HUG Season，除了與來自全國
各地的花式籃球玩家切磋、交流，也更加體會
到結合音樂能增進表演者和觀眾之間的互動及
共鳴，期待有更多人認識花式籃球，進而加入
表演藝術的行列。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4/16(一)
9:00

微光詩社
盲資中心、文館二樓

詩的識別證－我○○的世界

4/16(一)
10:00

資圖系學會、畢聯會
海報街

書中奇緣－愛心二手書義賣

4/16(一)
19:00

課外組
E310

【音樂X服務】旅行音樂講座～偏
鄉孩童課輔班

4/17(二)
10: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粵說越好」－
澳門文化及粵語學習技巧

4/18(三)
14: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那些我站在布
拉格廣場的日子」－布拉格查理士
大學遊學經驗分享

4/18(三)
15:00

諮輔組
T511

穿搭的加減乘除－衣櫥醫生的舊衣
哲學［乘除篇］

4/18(三)
18:00

諮輔組
Q306

電影播映「那個靜默的陽光午後」
及映後座談

4/18(三)
19:00

課外組
SG320

社團運作健檢室(二)：全社評參賽心
得分享暨檔本觀摩

4/18(三)
19:00

管樂社
文錙音樂廳

管樂社室內音樂會《晚安，四月的
淡水。》

4/19(四)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影片欣賞：鐵達尼號—大搜尋

4/19(四)
12:10

學發組
I301

學習策略工作坊：「如何踏出日語
學習的第一步」－日語學習技巧 

4/19(四)
12: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英文(一)TA研習

4/20(五)
10:30

轉聯會
海報街

轉轉市集

4/20(五)
14:10

學發組
L102

學習策略工作坊：「極速PPT」－高
效率簡報製作技巧（上機實作）

4/21(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影片欣賞：鐵達尼號—大搜尋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西洋劍社赴上海交流訓練

　【記者歐陽子洵淡水校園報導】西洋劍社於
4 月 1 日至 5 日前往上海金融學院、上海建橋
學院展開為期 5 天的交流訓練，此行由體育事
務處、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資助，擊劍隊教練王
順民、隊長中文三黃詩傑帶領 12 位隊員，與
當地兩校 46 位學生相互練習、切磋劍術，同
時安排走訪上海市熱門景點，增進對戰實力之
外，亦增廣見聞。
　西洋劍社社長、經濟三麥潔瑩說明，「今年
的交流訓練邁入第二屆，雙方教練擁有好交
情，且語言相通，所以更加方便溝通及進行訓
練；交流內容除了配合兩校訓練方式進行，亦
舉行團體友誼賽。」黃詩傑說：「這次是我第
二次帶隊出國交流，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訓練
時間較少，但選手們都很厲害，不僅基本功扎
實，更是遵守團隊紀律，值得我們學習。感謝
蕭淑芬體育長提供資源，讓我們可以出國拓展
學習視野，期盼往後能再持續赴校外交流。」

西洋劍社於 4 月 1 日至 5 日前往上海金融學
院交流、訓練。（圖／西洋劍社提供）
▲親善大使團二十週年團慶暨成果展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親善大使團
舉辦二十週年團慶暨成果展，4 月 9 日在黑天
鵝展示廳盛大開幕，學務長林俊宏到場共襄盛
舉，現場氣氛熱鬧非凡。林俊宏表示，「非常

親善大使團歡慶　 日本文化研究社展藤見の宴20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由單車社組成「蛋捲車隊」一行 32 人於 3 月
30 日展開 10 天 9 夜的單車環島之旅，出發首日上午 8 時在蛋捲廣場舉辦授旗
典禮，由總務長羅孝賢授予車隊代表校旗。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陳瑞娥亦到場
支持，並提醒鐵馬環島的熱血騎兵們在沿途欣賞風光明媚的景色之餘，更要注
意自身體力與安全。
　此次環島之旅於今年邁入第五屆，從淡水校園的蛋捲廣場出發，走西濱公路
南下，行經南迴公路到花蓮新城車站後，考量到地形險峻而改搭乘火車到宜蘭

站，再騎單車接回北海岸，以逆時針環島，返回淡水校園，總計約 1,000 多公
里路程。
　來自中國大陸的中文一張維維說：「參加環島能一窺寶島風光，正因自己對
世界了解太少，期盼能增加見聞。旅途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有隊員曾說：『總會
有人在前方等你，也會有人在身後照顧你，所以努力向前吧！』因此每當感到
體力透支，或是遇到爆胎等狀況，身旁都有夥伴們陪伴和支持，讓我在一路上
能堅持下去；旅途結束後，看見自己曬傷的皮膚，覺得這是此行的光榮印記。」

　西雪梨大學（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
位於雪梨西部，由尼頻高等教育學院、麥
克阿瑟高等教育學院、霍克斯伯里農學院
三所大學聯盟組成，於 1989 年正式改制成
為西雪梨大學，共擁有班克斯敦、布萊克
敦、坎貝爾敦、霍克斯伯里、帕拉馬塔及
彭里斯等 6 個校區，是澳洲公認的傑出新
秀大學之一，目前西雪梨大學擁有約 3 萬 2
千名學生，國際學生逾 4 千名，與本校於
今年 3 月 6 日締結為姊妹校。
　「把知識帶進生活（Bringing knowledge 
to life.）」是西雪梨大學的核心價值，該校
以就業及實務為主要教學導向，擁有創新
優越的教學研究水準，開設學士到博士學
位，提供翻譯、商業、傳播、工程設計、
健康科學、法律、心理學、生物科技、英
語教學、觀光及飯店管理等課程，因此吸
引大量國際學生就讀。此外，專業知識涵
蓋百種領域，供學生多樣化選擇，且皆有
澳洲政府及國際間認證；畢業生就業率超
過 90%，顯現其教育成果及學生素質。
　 根 據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THE） 世 界 大
學排名，西雪梨大學在 2018 年被列入世
界 大 學 500 強， 未 來 本 校 將 針 對 學 生 留
學與西雪梨大學制定更進一步的合作計
畫。（整理／林姸君、圖片來源／ www.
westernsydney.edu.au）
相關「姊妹校 On Air」介紹，請至淡江時報
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點選姊妹
校專區，就能搜尋到更多友校資訊！

西雪梨大學

　淡江熱舞社於 4 月 11、12 日上午 10 時到下
午 5 時在紹謨體育館一樓社辦廣場舉行兩天的
二手衣物拍賣會，除了社員擺攤之外，同時開
放社外同學參與，給大家「撿便宜、挑好貨」
的機會，約 10 家攤位共襄盛舉。主辦人熱舞
社退休幹部、教科三郭杰表示：「本次拍賣會
主要由退休社員設置拍賣攤位，獲利 10% 回
饋給社團，社外同學則是收取擺攤費 50 元，
此次拍賣為期末成果展籌措到 3,500 元。」
　參與擺攤的中文二麥麗雯說：「二手拍賣的
活動很有意義，家裡堆了許多不合穿的衣服，
但棄之可惜，轉賣給其他人，也是一種物盡其
用的概念。」（文／胡榮華、攝影／麥麗雯）

熱舞二手拍籌措成發經費

全社評資圖學會特優種子課輔優等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於 4 月 1 日圓滿落幕，本校資
訊與圖書館學系學會（左圖）贏得「自治性、綜合性社團」特優獎、種子課輔
社（右圖）獲頒「服務性社團」優等獎。（圖／國立中興大學提供）

▲

日本文化研究社於 4 月 9 日到 13 日在黑天鵝
展示廳舉辦成果展。（攝影／吳冠樑）

親善大使團 20 週年團慶暨成果展於 4 月 9 日
在黑天鵝展示廳盛大開幕。（攝影／吳冠樑）

感謝親善大使團一直以來對於各項校園活動的
付出，除了開學典禮、校慶及畢業典禮，也經
常接到校外單位的邀請，相信他們優異表現有
目共睹，期待未來有更多新血加入，讓親善大
使團持續發揚光大。」
　每 5 年舉辦一次的親善大使團團慶活動，今
年以「念 ‧ 廿」為主題歡慶 20 週年，同時回
顧親善大使的發展歷程及演變，亦以紅色「風
箏」為意象，象徵團員就像放風箏的人，且因
團員們的努力才使得親善像放飛的風箏翱翔天
際。親善大使團團長、企管三曾亭瑜分享，「透
過展覽及簡單的體驗邀請全校師生們認識親善
大使團的多樣面貌，期盼未來秉持『待人親切
有禮，服務盡善盡美』的精神，用創新的思維
帶領親善大使團越飛越高。」

日本文化研究社成果展
　【記者蔡宣穎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文化研究
社於 4 月 9 日到 13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成

果展「藤見の宴」，學務長林俊宏、社團指
導老師廖育卿皆到場支持。日本文化研究社社
長、日文二郭又瑄表示：「今年展覽以日本平
安時代色彩的藤見宴為主題，布置紫色花海以
重現當時人民喜愛、感知平安文學代表作《源
氏物語》情境，以及展現藤花的優雅和嫵媚。
平日社課重點之一的茶道，此次展覽亦透過茶
具、傳統服飾及表演推廣給師生，一同體驗日
本文化之美。」
　今年成果展打造日式茶室，由社團幹部搭配
新生進行茶道的點前表演及流程解說，現場亦
有傳授飲用抹茶的步驟及介紹和菓子種類。為
吸引觀展師生目光，展出護身甲胄、浴衣體
驗、富士山畫作，以及販售手工抹茶餅乾、抹
茶棉花糖布丁等食品。
　前來體驗浴衣的日文一劉佳芳說：「展覽規
劃很用心，連編頭髮都有，和朋友一起來觀
展，還可以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