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再度奪冠，去年身為主力的同學受傷，止步
季軍，今年成功拼回冠軍了！」
   機械系女籃隊長、機械二蔡昕昀表示：「我
們奪冠的關鍵在於鎖定目標和保持平常心，情
緒穩定很重要。平時練習最注重的是防守，能
比進攻的失誤率少。因為隊內有三位校隊成
員，也多跟校隊練習，增加隊上的實力。」
   產經系男排副隊長、產經三許嘉祐說，「我
們一開始目標即鎖定冠軍，所以除一週固定兩
天訓練，也有自主練習，時常安排和其他球隊
一起交流、切磋，現在主力大多是大四生，也
因學長較為嚴格，所以基本功扎實，也很有默
契。」觀眾、資工二鄭鈺宣表示：「今天看男
排的冠軍賽產經對資工，真的好刺激，產經表
現好穩，有種冠軍風範，資工的攻擊也不容小
覷，不看到最後真的不知道獎落誰家，在旁看
比賽真的腎上腺數都上升了！」

中華民國 108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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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4
地震來了謹記 3 步驟

  【本報訊】4 月 18 日 13 時 1 分發生芮氏規模 6.1 的地震，新北市最大震度 4 級，
正在前往教室上課的學生紛紛跑出建築物外，中文三林品玨說：「地震發生的當
下很可怕，走廊上很多同學也都驚慌失措，希望地震沒有帶來太大的傷害。」總
務處節能與空間組於當日下午完成校園巡檢，全校館舍均安，總務處組員楊信洲
呼籲，師生遇震掌握「趴下、掩護、穩住」抗震 3 步驟，切勿驚慌。軍訓室服務
組中校教官郭碧英表示，「張百誠主任教官在地震後立即指示，請各系教官確認
學生狀況，值班教官確認行政單位有無災損，並進行現場探視。」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4/22(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壓力哇襪娃】手作紓壓工作坊

4/22(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規劃職涯，掌握方向--職涯個人
諮詢

4/22(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職人工坊【可調式書架DIY】

4/22(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職人工坊【長方木板凳DIY】

4/22(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為關係加值-人際探索 藝療工作坊

4/22(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伴侶諮商門診：一起來健檢你們
的愛情！

4/22(一)
8:00

文錙藝
術中心
海博館

 數位e筆書畫展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最想求的上課筆記
土木三陳巧娟說：「我想借結
構學，因為老師課堂腳步較
快，題目講解時也較簡略，基
礎不好的很容易聽不懂，而
且這科學分很重，希望可以
過。」

網球校隊獲男雙冠軍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107
學年度校長盃於4月13日至17日於紹
謨紀念體育館、操場進行，本次報名
隊伍共有男籃34隊、女籃24隊、男排
32隊、女排30隊及壘球7隊。13日壘
球冠軍賽經過激烈的對決，由歷史系
蟬聯冠軍。男女籃和男女排的冠軍賽

則於17日中午開打，現場邀請校長葛煥昭
開球，最終賽果分別是運管系拿下男籃冠
軍和機械系獲女籃冠軍，男排冠軍由產經
系二連霸和女排冠軍由日文系奪下。
   歷史系壘副隊長、歷史三郭葦白說：
「我們是文學院碩果僅存的壘球隊，平時
以基礎訓練為主，隊員以大三學生為主，
也有少數的碩班生，實力穩定。畢業的學
長也會回來帶比賽，一邊在實戰中習得經
驗。因為有扎實的基本功，本持著以球會

友的心，希望可以得到校方更多的支持。」運
管系男籃隊長運管四侯建宇說：「我們睽違三

國企二 林文興

    【記者楊惠晴專訪】約訪時間來臨，迎面而
來這位笑容靦腆的男孩，是國企二林文興，說
著一口流利的中文，很難想像他是柬埔寨人。
他在今年寒假參加柬埔寨服務隊，他說：「我
在服務中成長、改變很多，這次的經驗更讓我
決心要持續力行，回饋更多給我的家鄉。」
   林文興有親戚居住大陸，所以從小學中文，
原是想去大陸唸大學，但怕麻煩親戚，因此隻
身前來臺灣讀書。剛來臺灣唸書時，林文興遇
到問題便會請教國際處境輔組組長李美蘭，因
緣際會下，他開始協助柬埔寨服務隊翻譯高緬
文，也被詢問加入服務隊的意願，「當時非常
猶豫，因為我沒有服務的經驗，但後來想說挑
戰自己，也剛好可以回家過年。」
   第一次參與服務隊，在培訓、準備教案與解
說都有點陌生，「我本來做事馬馬虎虎，但發
現自己的教案和別人差很多，所以開始積極去
修改，過程中受到很多夥伴的幫忙，給了我
很多的力量。」到柬埔寨服務時，林文興負責
中文應用教學班，來上課的孩子年齡都比預期

小，在教學腳步上要放得慢、重複更多遍。他
發現很多小孩的父母忙於工作無法照顧他們，
還有學員帶自己的妹妹來上課，「雖然她很認
真，但妹妹時常在課堂中哭鬧，當時翻譯人員
要請她別再帶妹妹來，但我跟翻譯說不用趕走
妹妹，我們可以換種方式，拿糖果來轉移她的
注意力，也希望她能夠乖乖聽課！」
   在服務以前，林文興自認脾氣不好，他笑著
說：「原以為服務中可能會失控生氣，結果學
員都很乖巧可愛也很認真，還會跑來和我說悄
悄話，慢慢改善了我的壞脾氣。」柬埔寨服
務隊指導老師劉彥君說：「文興剛開始加入團
隊非常害羞，但跟夥伴熟悉後越來越活潑。一
開始在準備過程中，遇到不習慣的事時容易焦
慮、不知所措，但他慢慢地有更多耐心去熟
悉、適應過程，和大家有夥伴的感覺。」
   林文興在服務時最感動的是在離別時有個小
妹妹抱著他，詢問他下次能不能再來，他強忍
住淚水腦海中浮現了老師說過：「我們只是過
客，不要帶給他們過多的情緒。」但看見小妹

妹再去擁抱其他夥伴時，大家都忍不住哭了，
他的眼淚也跟著落下，他告訴自己：「我一定
要進步，給孩子們更多幫助。」
  林文興決定今年暑假要再次前往柬埔寨服
務，期許自己能夠精進教材製作與教法，以更
簡單明瞭的方式來教學，他說：「未來只要有
機會服務，我都會全力以赴，貢獻出所學！」
（攝影／馮子煊）

  【記者李佳穎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於上
週評圖作業結束，建築系系學會於4月16日
起，連續3天晚間舉辦「方桌智能王」、「系
卡」、「想不到吧」和隱藏活動的小建築週活
動，來舒緩評圖的緊張氣氛。
   建築系系學會會長、建築四連奕堯說明，小
建築週是系上評圖後的傳統活動，因為評圖作
業是建築系系上師生的大活動，加上系上課業
繁忙，因此透過小建築週的活動安排，讓各系
級學長姊弟妹一起參與，除了抒壓也和大家一
起玩得盡興。
   3日活動中主要是夜間舉行，本次以「建
築」為主題，將結合變裝和抽獎活動，讓氣氛
更為熱鬧。首先登場的「方桌智能王」，是麻
將鬥智遊戲，經過一番切磋後由建築五樊光
矞獲得冠軍；4月17日的「系卡」是卡拉OK歌
唱大賽，在階梯教室中大聲開唱；4月18日的
「想不到吧」中有恐怖箱體驗，隱藏活動則是
安排租船夜釣小旅行。
   建築四黃奕恩說：「活動內容非常有特色，
大家也透過活動增進彼此感情，抒發壓力，是
他們每年都會期待，很有意義的傳統。」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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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題人物

學生事務會議加強校園安全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107學年度第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於4月17日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行，由學務長林俊宏主持，行政副校長莊
希豐、教務長鄭東文、總務長羅孝賢等師長出
席，現場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林俊宏致詞感
謝各位師長全力照顧學生，讓學生能夠順利的
在求學過程中充實自己，未來在職場上發光發
熱，並以本校為榮。
  各組業務報告中，生輔組組長王鴻展說明，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全校學生的請假人數相較
前一學期上升6%，學生應避免因為請假過多
而影響學習成效。對於校園安全問題，王鴻展
提醒師長多加宣導避免走路或騎車時滑手機而
忽視安全。諮輔組組長許凱傑表示學生困擾問
題以壓力因應調適、情緒困擾與管理為主，會
就此增開工作坊團體與諮詢時數。關於求職求
才部份，歡迎同學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參加職
涯諮詢與未來規劃。課外組組長陳瑞娥說明，
本學年獲得的社團榮譽包括在108年全國大專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詞創社在4月
12日晚間7點於覺軒花園舉辦新生盃比賽，現
場近50人前往參與。共有五組新人團隊登台演
出，其中「中國香腸」隊在演唱時，隨著旋律
搖擺，從衣服裡分別拿出了三支烤香腸，並
請觀眾們吃，現場互動熱烈，非常有趣。5組
隊伍表演完後，歡樂氣氛依然不減，主持人也
宣布這次新生盃第一名為「邊緣人組大隊」，
並頒發兩袋甜甜圈和泡芙作為優勝獎勵。表演
者、風保一謝鈞分享：「能上臺表演就是件
開心的事，只要是做自己喜歡的事都會很享
受。」詞創社社長、資工二林讓言表示：「希
望藉由舉辦新生盃，讓新生們有個舞臺發表，
而且表演最需要的就是多練習累積經驗！」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狂賀！本校網球校隊機械四李承融、西語四韋摯
4月10日至14日參加中華民國網球協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網球委員會
主辦的「Babolat盃全國大專排名賽」榮獲一般組男雙冠軍。
   李承融分享：「感謝教練和隊友和我一起投入半學期以來的練習，讓我們能
在這次報名比賽的40多組隊伍中取得最佳積分，希望能作為大專盃的前哨戰，

找到球感和默契並且更加提升水
準！」
   原先投入於單打的韋摯，也在這
次比賽中嘗試雙打，他表示：「很
感謝張嘉雄教練和隊友引導我雙打
的練習方式，我們前段時間都在密
集訓練，很開心能獲得好成績，也
希望接下來的大專盃能繼續保持狀
態！」

柬埔寨服務 送愛回家   

詞創新生盃烤香腸助唱

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中，種子課輔
社榮獲由教育部頒發「服務性」特優、微光現
代詩社獲「年度最佳社團特色活動獎」。衛保
組組長談遠安說明本校將持續與衞福部疾管署
合作，密切監察校園傳染病宣導及預防工作。
住輔組組長張文馨表示108年度起將「安心住
生活補助金」發放範圍擴及校外賃居的弱勢學
生，完成與住宿輔導員或軍訓室教官的學習輔
導晤談機制，即可獲得補助。
   會中，通過「淡江大學學生團體保險實施管
理要點」申請案。臨時動議中，學生會代表土
木三許宇軒提出關於女宿是否加設保全人員守
夜的疑問，張文馨回應已經送交評估報告並由
總務處編列108學年聘請保全預算。林俊宏補
充從8月份開始保全人員將設置在松濤館的前
門外，在此之前由工讀生負責守夜確保「一人
一卡」政策能夠順利進行。

   107學年度校長盃男女排冠軍賽於4月17日在
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開打，男排由產經系和資
工系爭奪冠軍。（攝影／羅偉齊）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英文系於
4月16日晚間18時3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辦「2019年度英語即席演講比賽」，全校共26
位報名角逐冠軍，英文系準備了與學生生活相
關的熱議主題作為考題，參賽者於比賽前3分
鐘抽取題目，便依序上臺演講，經過一番較勁
後，最後由英文三張庭謙奪下冠軍並獲得獎
金3000元、國企四葉佳銘拿下第二名拿到獎金
2500元、英文二謝書忻獲得第三名和獎金2000

元；另外英文二袁俊妮和英文一戴志豪各為第
四名和第五名，各獲獎金1800元和1500元。
   張庭謙表示，很高興這次獲得冠軍，去年
參賽獲得第二名今年想要再接再厲而繼續報
名，張庭謙指出，對於本次抽到「How to get 
rejected on a date?」題目有點驚訝，思索後將
演講內容分為約會前、約會中、和約會後的三
階段，以詼諧的方式闡釋這道題目。張庭謙感
謝評審的肯定。

  107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於4月17日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學務長林俊宏主持。
（攝影／黃柏耀）

校長盃產經歷史二連霸

期1085
   本 校 網 球 校 隊 機 械 四 李 承 融
（左）、西語四韋摯（右）4月10
日至14日參加「Babolat盃全國大專
排名賽」榮獲一般組男雙冠軍。
（圖／體育處提供）

　 越 南 阮 必 成 大 學（Nguyen Tat Thanh 
University），隸屬於越南國家紡織服裝集
團，源於教育社會化政策，再不斷投資、
建設和發展之下，成為了國家級大學，是
第一所與越南其他 24 所國家標準公立大學
一起參加的私立大學，在越南，只有 25 所
大學有資格獲得此認證，且已獲得 QS Stars
認 證 機 構 的 認 可， 擁 有 FPT 和 Ton Duc 
Thang 大學三星級，是越南裡僅有獲得 QS
三星級的三所學校之一，未來學校的目標
是達到 AUN 的認證，不僅要吸引學生，還
要確認培訓質量，逐步推進建設大學的質
量文化。
   阮必成大學共有 14 個學院，培育醫療保
健、工程技術、經濟管理、社會科學及人
文藝術 5 大領域，共逾兩萬名學生，致力
於促進城市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發
展，通過培訓、研究和社區服務活動，建
立與企業和研究機構的戰略聯盟，並與 140
多所大學和研究所合作，為學生們創造積
極的學習環境和實踐經驗，提供自學、創
造性的創業等，並根據學習者的需求進行
個性化培訓，在實際工作環境中解決情境，
培養其工作能力和集體創造力，幫助學習
者應用其學到的知識，獲得更多經驗，吸
取教訓，以提高其應用能力，使他們能夠
發揮其所有的潛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
以培育優質的人力資源，總佔地面積約 10
萬平方米，擁有 3000 多台電腦和現代化教
育設備，以及大約十萬本書名的圖書館，
100％提供空調和 Wi-Fi 連接的教室和實驗
室。學生就業率每年超過 95％，根據 QS
調查的 2016 年 11 月排名獲得三星級國際
標準證書。（文／李羿璇整理、圖片來源
／ http://ntt.edu.vn/web/）

阮必成大學

   107學年度校長盃慢速壘球賽於4月13日在操
場開打，冠軍由歷史系蟬聯，邀請體育處學動
組組長黃谷臣頒獎。（圖／體育處提供）

  【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之聲廣播電台
4月17日下午邀請到杰瑞音樂總監，音效師余
政憲以「戲劇影片實務音效製作與配樂流程概
述」為題進行演講。專事音樂、音效設計工作
的余政憲，作品涵蓋廣泛，曾於2014年獲金鐘
獎音效獎，2018年獲洛杉磯電影國際影展最佳
長片配樂獎，以及多項國際影展最佳聲音設計
獎，實力備受肯定。
   為了讓學生更能了解實作狀況，余政憲特別
透過iMac，利用正在熱播的「日據時代的10種
生存法則」、「如果愛重來」、「你有念大學
嗎？」等作品，操作並講解前期收音、剪接給
檔、對白處理、音效製作、配樂製作、混音等
流程。此外，余政憲也分享自己的心路歷程，
儘管非本科出身，但憑藉著興趣走到了今日，
更期盼大家日後能憑著滿滿的興趣和熱誠勇闖
影視圈，並為業界注入優秀新血。
   教科二江孟潔分享：「聽到老師的相關經驗
分享後，才知道一部電影重要的不止畫面，還
有配樂及各類音效。觀眾或許不會看到鏡頭，
但可以透過聲音來想像畫面，補足鏡頭無法呈
現的場景，這些經驗分享都很特別，讓我對於
配音師更加敬佩！」

余政憲談戲劇音效

小建築週評圖後抒壓

英語即席演講比賽張庭謙奪冠

   詞創社4月12日舉辦新生盃，「中國香腸」
隊演唱時，拿出烤香腸請觀眾們吃，現場互動
熱烈。（攝影／高振元）

   淡江之聲廣播電台4月17日下午邀請到杰瑞
音樂總監、音效師余政憲（右一）以「戲劇影
片實務音效製作與配樂流程概述」為題進行演
講。（圖／淡江之聲提供）

  【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生會選舉委
員會籌組於4月18日正式成立，專責辦理本校
第二十五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三十九屆學生
議會議員選舉。凡本校學生皆可登記參選學生
會正副會長、學生議會議員，候選人登記時間
為4月30日至5月3日，相關競選宣傳活動將於5
月6日至19日展開。
  此次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選舉於
5月21日至24日舉行，應選出學生會會長1名、
淡水校園副會長1名、蘭陽校園副會長1名，3
人以組為單位聯名登記競選；學生議會議員：
文學院6名、理學院3名、工學院13名、商管學
院22名、外語學院9名、國際事務學院1名、教
育學院2名、全發院2名。選委會主任委員、航
太四謝彥德表示，「今年預計採取電子投票，
期許透過24小時上網投票方式增加投票率，目
前正在和資訊處接洽中。」更多選舉資訊請
至淡江大學選委會粉絲專頁（網址：https://
www.facebook.com/TKUSAEC/）查詢。

 學生會候選人30日登記

  107學年度校長盃男女籃冠軍賽於4月17日在
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開打，邀請校長葛煥昭到
場開球。（攝影／高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