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教深耕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5/7(二)
10:10

學發組
I304

「成為豆瓣的豆廠工人」--北京
企業實習經驗分享

5/8(三)
13:10

學發組
I304

「一時『失智』不用怨嘆」--學
習規劃及記憶力訓練技巧

5/9(四)
10:10

學發組
I304

「考試一把罩」--學習策略與考試
策略技巧

5/10(五)
11:30

國際處
HC305

第五屆「淡江模擬聯合國安理會」
Model United Nations

舟勇奪「一般男生組柔道 第四級」冠軍，土
木三張展輝贏得「一般男生組柔道 第七級」
季軍。空手道項目，共得 1 金 1 銅，產經四黃
建源勇奪「一般男生組空手道 個人對打第五
量級」冠軍，土木三何柏緯贏得「一般男生組
空手道 個人對打第四量級」季軍。
  網球項目的個人雙打賽選手機械四李承融、
公行三崔佳珉奪得金牌。跆拳道項目「一般男
生組跆拳道對打 63 公斤級」法文二李柏炫奪
得一金。公開女生組田徑 800 公尺財金一沈佳
霓以 2 分 12 秒 46 分勇奪冠軍。羽球項目「一
般男生組羽球 團體賽」奪得亞軍。 
   奪下田徑 800 公尺金牌的沈佳霓說：「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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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4
租屋博覽會 8 日登場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學期將近尾聲，許多同學想搬出宿舍，或是換個
新家，軍訓室賃居服務中心將於 5 月 8 日起在書卷廣場舉行為期三天的租屋博
覽會。現場有房東坐鎮讓同學詢問租屋相關事務，並有租屋小百科及校外賃居
安全注意事項資訊。個別攤位以海報張貼介紹房屋資訊以外，現場看完海報還
可以拿走 DM。5 月 10 日中午在鍾靈中正堂舉行房東座談會邀請崔媽媽基金會
為同學作租屋諮詢，現場也邀請房東參與法律及建築安全講座，並且讓同學詢
問相關事宜。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6(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大專生公部門見習說明會

5/6(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職涯plus+】讓興趣為職涯加值

5/6(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求職必備】面試穿搭禮儀與技巧

5/6(一)
8:00

 學務處
網路報名

107學年度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5/6(一)
8:00

環安中心
網路報名

環安推動人教育訓練課程

5/6(一)
8:00

文錙藝術中心
網路報名

數位e筆書畫系統之應用-由書入畫I

5/6(一)
8:00

未來學所
網路報名

我的5G的一天—未來化競賽

5/6(一)
12:1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巴黎夜未眠」

5/6(一)
18:0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巴黎夜未眠」

5/7(二)
12:10

女聯會
海豚里程碑

「鳥語花香五月瘋淡江」校園生
態導覽

5/7(二)
14:00

學生會
海報街

【躲貓貓市集Ｘ沒有文青 軟筆手
寫課】

5/7(二)
12:1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巴黎夜未眠」

5/7(二)
18:0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巴黎夜未眠」

5/7(二)
19:00

學生會
Q306

《癮型人的瘋狂調酒世界》 經典
調酒講座

5/8(三)
10:00

 參考組
圖書館U301

Turnitin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5/9(四)
10:00

海博館
海博館

影片播放：搜尋海底城

5/9(四)
10:00

參考組
圖書館U301

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

5/9(四)
18:00

通核中心
V101

現代詩劇比賽

5/9(四)
19:00

學生會
 B713

《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文
學酒香講座

5/9(四)
19:00

淡江同進社
T402

性、性別、性慾：基本概念與常
見爭論

5/11(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

影片播放：搜尋海底城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理想中的學生會長
歷史二翁子棻說，我會支持的
學生會長要具有領導力，能引
領學生會成員，且他所發表的
政策需要有合理性，也要能夠
作為學校與學生之間溝通的橋
樑，爭取屬於學生的利益。

 健言社奪世錦辯論賽8強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10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 5 月 1 日閉
幕，本校代表隊抱回 6 金 2 銀 4 銅，
是非體育科系大專院校只計私校排名
第 1。
   此次擊劍隊搶下 1 金 1 銀 2 銅，在
團體賽部分，拿下「一般男生組擊劍
軍刀團體賽」冠軍、「一般女生組擊

劍軍刀團體賽」季軍，以及「一般女生組擊劍
鈍劍團體賽」季軍。在個人賽部分，國企二
涂政聿贏得「一般男生組擊劍軍刀個人賽」
亞軍。
   柔道項目，共得 1 金 1 銅。日文一丸山海

會計週鬼屋體驗 產經週夜市風
會計週 會計遊戲結合鬼屋體驗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會計系在4月
29日到5月3日在海報街舉辦「會計週」，共
設四個攤位，邀請有興趣的同學一起體驗會
計的樂趣。當中利用會計式資產等於負債加

權益，設計出「會計搖擺」與「會計恆等式」
兩個遊戲；「會計撕」的抽獎活動也吸引許多
人駐足參與，「會計濕答答答應」傳情活動更
準備了精美玻璃瓶，傳遞大家的感情。今年特
別在5月1日晚上於覺軒花園舉辦「會計屍」鬼
屋活動，讓同學們在炎炎夏日中也能感受到一
絲涼意。同時只要在現場消費滿一百元或是購
買鬼屋門票，即可參加抽獎，獎品豐富。
  活動負責人、會計二陳容佩說：「今年除了
以往的食物商品、傳情及遊戲外，還多了鬼
屋，也提高這次獎品品質，希望能吸引到系
內與系外的同學一同參與。這次籌備過程繁
雜，但是看到來玩的同學都很開心就覺得很值

得！」會計二吳宜臻分享：「去年也有參加會
計週，跟以前不同的是，這次特別有鬼屋，非
常期待，也期望明年學弟妹們會更好！」
產經週 夜市風格 吃喝玩樂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產經系於
4月29日至5月3日在海報街舉辦「產經週」活
動，此次活動的主題是「夜市風格」，現場除
了販賣各種小吃如彈珠汽水、枝仔冰、糖葫
蘆、棉花糖、花枝丸，還有各式各樣的小遊
戲，如撈金魚、彈珠檯、麻將賓果等，好吃又
好玩，只要符合遊戲規則還可抱獎金回家。
  產經系學會會長、產經二黃永媛說：「這次
的活動發想是因為我們身在的淡水除了老街文
化之外，附近幾乎沒有夜市，因此想讓大家藉
由這次活動體驗早上的夜市風情」而談到此次
活動是否遇到困難，她則說：「這次的活動預
算十分吃緊，但是即便如此，能和大家一起籌
備，是很棒的回憶。」

秘書長赴陸軍揭畫儀式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一金二銀一
銅，收入囊中！本校劍道社於4月27日參加輔
仁大學主辦的「第27屆輔大盃劍道邀請賽」喜
獲佳績！在來自全國大專15隊優秀參賽隊伍環
伺下，劍道社於團體過關賽獲大專男子組冠
軍、大專女子組亞軍；團體得分賽獲大專男子
組季軍、大專女子組亞軍。
    隊長、運管四余祐寧說：「本次輔大盃能
夠獲得良好的成績，絕對不是只靠大四學長姐
就能夠辦到，隊員們都有所突破，比起上次的
比賽都更加的進步！而第一次參加比賽新生們
也覺得比賽很有趣，或許沒有打贏，但這份不
甘與經驗會化為動力，讓他們更加精進自己的
劍技，相信明年同樣也能獲得良好的成績，擦
亮淡江劍道的招牌。」

   【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健言社於4月28日至5月2日至南京參加第9屆世界
華語辯論錦標賽，在4月28日至30日的賽程中以分組冠軍進入16強，5月1日、2日
進行8強、4強賽，最終賽果拿下8強！創下隊史國際賽的最佳成績！
   5月1日的16取8強賽程中，與杭州電子科技大學以「微信溝通讓人際交往更緊
密／疏遠」辯題，拿下5：0勝利，並由中文四洪惇旻拿下最佳辯手，前進8強
賽。5月2日的8強賽中，遇上馬來西亞國立大學，以辯題「青年人更應承擔責任

／追求夢想」最終以2：3落敗，雖無緣前
進四強，卻是健言社首次參加國際賽事進
入8強！
   獲得最佳辯手的洪惇旻說：「這次世錦
賽是我最後一次以淡江大學辯手的身份出
賽了，我曾錯過了三次，很想拿下4強回
臺灣，只有8強真的蠻遺憾的，但這次比
賽中我發現，原來我一直都這麼喜歡著辯
論！謝謝給我支持和鼓勵的大家，以及所
有協助我的師長、前輩們！」

全大運摘6金2銀4銅 

期1086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福智青年社參
與福青學堂聯合北台灣的福智青年們在4月27
日下午4點於新北市石門區的麟山鼻步道舉辦
「成功第一步，從淨灘開始」的淨灘活動，儘
管當天細雨連綿，但還是有近150位人共襄盛
舉。出發前在台北學苑有一場行前說明，除了
透過講師的講解與塑膠袋如何傷害海洋生物的
影片，更準備了鐵盒素食便當，讓大家了解淨
灘的意義及減塑的決心。 
   參與者、航太一張菀婷分享：「其實這次會
參與活動是跟同學有修一堂需要拍影片的課
程，由於我們想拍出有意義的影片，因此決定
透過淨灘、淨街宣傳環保概念。在淨灘完後，
撿了不少平常我們會用到的東西，所以之後也
會提醒自己盡量減少使用，更用自己的力量影
響別人！」

能得到冠軍，主要歸功於陳天文老師，他是全
國四百紀錄保持人，在我身上投入很多心血，
我們一起努力，才有進步並突破自己的紀錄！
這次公開組的第一名是一個榮譽，但這不是終
點，未來還有更多要達到的目標。」 
  體育長陳逸政表示：「這次全大運感謝選手
和教練的努力。在柔道項目，丸山海舟是大一
的外籍生，被徵召出賽的他很努力為淡江爭取
榮譽，初次迎戰全大運就獲得金牌的成績！
空手道項目的黃建源，大學期間共出賽三次，
皆為校獲得金牌。田徑項目的沈佳霓突破個人
成績，勇奪全國第一，在高中曾是全國第三的
她，選擇淡江就讀，雖然資源不如體育專業學
校，但她依然很努力，也為淡江奪下首面公開
組金牌。」

愛的同義詞市集 

    本校健言社於4月28日至5月2日參加第9
屆世界華語辯論錦標賽，最終拿下8強，
創下隊史最佳成績。（圖／世界華語辯論
錦標賽提供）

  【記者李柔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衛生保健
組與大傳系畢製行銷組舉辦「愛的同義詞」活
動行銷市集，於4月30日至5月2日上午11時至
下午4時在書卷廣場擺攤，衛保組營養師鄭婷
方表示：「這次大傳系的畢製議題剛好與我們
宣導的知識相關，合作上我們提供活動中的問
答題目、經費支援、協助宣傳，希望藉由活動
推廣給全校更多師生。」
   衛保組與囡女工作室和伴小食工作室合作，
「#愛是齡距離」以「銀髮關懷X擁抱老朋
友」為主題，讓參與者戴有色眼鏡體驗老花，
使年輕人了解長者的感覺，並期許和長者成
為關係緊密的「老朋友」；「#愛是最健的陪
伴」則聯合董氏基金會營養特區推廣「健康飲
食」議題，擲骰子正確回答健康議題，便可得
小禮物。
   參與同學化材二邱正虔表示，「在這次的活
動中，我看到各種議題，像是有關健康、有關
香味、香料，以及公平貿易等，可以讓淡江的
我們更關心社會。像我剛剛參與的『#愛是齡
距離』攤位，讓我們帶上變色眼鏡、體驗老
花，我覺得老花好恐怖，眼睛真的要顧好，但
也切身知道老人家其實是很不方便的。」

福智青年社淨灘活動 

  【本報訊】秘書長劉艾華5月1日出席陸軍關
渡指揮部八煙營區典藏田美秋老師畫作揭畫儀
式，會場獲邀致詞中表示，「田老師大作與實
景相仿，如夢似幻，有如仙境般，不僅提昇服
役官兵弟兄藝文素養，也正符合地靈人傑之意
涵。另本校於前山營區剛毅學園教學點，企管
系學分班亦在本日即將正式開課，適逢雙喜臨
門之際，期待與陸軍關渡指揮部合作關係能長
長久久，更歡迎田老師有機會蒞校實施文藝交
流，並祝福賴指揮官、田老師步步高昇，現場
的貴賓及官兵弟兄身體健康，歡迎踴躍進入本
校進修。」

  學務處衛保組與大傳系畢製行銷組舉辦「愛
的同義詞」活動行銷市集，於4月30日至5月2
日上午11時至下午4時在書卷廣場擺攤，吸引
不少同學前往參加。（攝影／黃可荔）

   108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落幕，本校擊劍隊在全
大運中獲1金1銀2銅。（圖／體育處提供）

   校長葛煥昭（右四）於4月27日至全大運現
場為參賽同學加油並頒發獎勵金。（圖／體育
處提供）

5獎學金聯合頒獎典禮 23生受惠
  【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於5月2日在B302A舉行獎學金頒獎典禮，由前
校長林雲山代表頒發林壽禎先生紀念獎學金、
周秋火先生紀念獎學金、何香先生紀念獎學
金、李宏志先生獎學金、榮譽教授林雲山先生
獎學金，學務長林俊宏和生輔組組長王鴻展也
到場支持，共有23位同學獲獎學金，會中由建
築四林冰萱致贈感謝卡片和花束給林雲山。
  林雲山首先介紹獎學金的捐款人動機，說明
各獎學金的成立與維持並不容易，「感謝校友
每年持續捐獻，也希望同學能懂得感恩，畢業

之後有所成就後能回饋、幫助在校生。」林俊
宏則表示：「感激林雲山前校長不辭辛勞親自
頒獎，獎學金能讓同學生活無虞，學業表現更
好，學校也持續再募款，協助、輔導學生讓課
業更加精進。期許同學畢業能有所回饋。」
  獲林壽禎先生獎學金的林冰萱致詞感謝：
「很榮幸能拿到獎學金，在買材料和學習上減
少壓力，雖然建築系的課業重，但我也一點一
點提升自己，學校是個你肯努力就能有所回饋
的地方，獎學金就是對於付出的肯定，我會更
努力堅持下去的。」

     本校劍道社於4月27日參加輔仁大學主辦的
「第27屆輔大盃劍道邀請賽」一金二銀一銅，
收入囊中！（圖／劍道社提供）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於5月2日上午10時在
B302A舉行獎學金頒獎典禮，由前校長林雲山
（前排中）代表頒發5項獎學金，共有23位同
學獲獎學金。（攝影／羅偉齊）

5A先鋒營培訓社團人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提升社團
的整體能力，向下扎根培訓社團種子幹部，
針對「社團儲備人才」進行培訓，課外活動
組於4月27、28日舉行「107學年度社團5A先
鋒營」，總計共有逾110位社團人參加。
  本次5A先鋒營共有兩天活動，邀請到中華康
輔教育推廣協會專任講師鄒翔年、林晁緯為
學員建立自我定位方向，包含問題思考、自
我探索、行為風格測驗等，並透過遊戲方式
帶入討論，讓同學們能夠更加認識社團經營
要素，再經由主題及形式，進行小隊的成果
發表，更扣合了所學課程及社團經營要素去
呈現表演，並讓學員進行討論，了解自己及
構築社團藍圖，許下對社團的期待。 
   中文一許聖傑說：「活動設計成闖關，每
個關卡都有對應到關於經營社團所需要的條
件，比如分工、溝通、人際關係等等。我覺
得這次活動除了認識不同社團的朋友，也交
換到彼此社團活動作為參考，課程也了解到
維持一個社團的運作需要非常多的元素！」

詞創大成發5團嗨唱
  【記者高苹芳淡水校園報導】詞曲創作社
於5月2日晚上7時於覺軒花園舉辦名為「花德
發」大成發表演，此次成發的名稱，出自社
團的吉祥物「羅德發」，藉其諧音去命名，
由社內成員組成的五組樂團「洨美」、「打
*10」、「詞創帥魁」、「瘋狂做愛」、「熱
島效應」登臺熱唱，吸引近50名觀眾聆聽。
  本次成發共演唱十首歌曲，每首曲都讓觀
眾有著不一樣的聽覺體會，像是以獨特的吼
腔呈現coldrain的《Envy》、展現肺活量演唱
LiSA的《Psychedelic Drive》、帶著輕快節奏
的麋先生《馬戲團運動》，其中還有社團成
員根據自己感受所興發靈感的自創曲《海拉
拉》和《遺落》；現場燈光交錯和舞台煙霧
繚繞下，襯托著台上表演者對音樂的熱絡和
喜愛，演奏著活潑明朗且貼入人心的音律，
讓觀眾身歷其中，隨著節奏賣力的擺動著。
  詞創社社長、資工二林讓言表示：「音樂可
以呈現演唱者和演奏者的靈魂和心情，因為
每個人都有自己所喜歡的曲風，藉由此次大
成發中可以表現不同人所喜歡的樂曲風格，
也能讓大家認識更多不同種類的音樂。」

舒米恩談原民音樂創作 結合韓流元素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我想做個
夢！」5月2日晚間，吉他社在文錙音樂廳舉
辦「音樂創作講座」，邀請到知名音樂人、
第27屆金曲獎最佳年度歌曲獎得主舒米恩開
講，吸引近80位同學前往聆聽。 
   講座一開始，舒米恩以輕鬆幽默的方式談起
自己進入音樂創作圈的歷程，令全場哄堂大
笑。「我們沒辦法選擇要出生在什麼地方，
但可以自己選擇夢想和未來。」認真奉獻於
製作原住民音樂的他，在創作這條路上遇過
許多困難與挫折，然而他對音樂的熱忱與愛
家鄉的心，使他有更堅定的動力持續前進。 
   舒米恩分享在「韓流」音樂正強勢襲臺時，   
家鄉部落裡的孩子們開始變得不愛唱自己的
母語歌了，於是他便以韓國流行樂的編曲方
式，融合原住民音樂，創作出獨特的原住民
電音音樂，希望讓部落裡的孩子們再次愛上
唱自己的母語，不要忘了自己的根。他也認
為，音樂的創作不應被族群刻板印象的框架
限制住，可以加入各種不同元素將文化發揚

光大，這是他一直秉持的創作精神。 講座的
最後，他也開放觀眾現場點歌，除了唱出他
一首首的經典之作外，也與大家分享了每一
首的創作理念，更以教唱的方式，讓觀眾學
習唱出阿美族的母語歌曲，場面相當溫馨。
　教科一郭潔蓉說：「一開始接觸到舒米恩
是因為聽了《眼淚不要掉下來》這首歌，當
時覺得相當感動，也認為在 大 學 階 段
的我們都應像歌曲中表達的 一 樣 ，
不要害怕困境，勇往直前 追 尋
自己的夢想。今天聽完講座 後 ，
我更學到，在前進目標的
過程中，也不要忘本，
並學習做最真實的自
己。」

   詞曲創作社於5月2日於覺軒花園舉辦「花德
發」大成發，由社內成員組成樂團，共演唱10
首歌曲，嗨翻覺軒花園。（攝影／游晞彤）

   課外活動組於4月27、28日舉行「107學年度
社團5A先鋒營」，總計共有逾110位社團人參
加。（圖／課外組提供）

   吉他社5月2日在文
錙 音 樂 廳 舉 辦 「 音 樂
創作講座」，邀請到知
名音樂人舒米恩開講。
（攝影／羅偉齊）

劍道輔大盃1金2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