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音社獲日語配音殿軍

種歌曲，「音樂創作之路是十分艱辛的，未來
將會不斷努力。」
   創作組第二名臺灣科技大學郭宗瑋也拿下了
特別獎「最佳作曲」獎項。而第三名則是由
本校德文四徐孟琪等6人以自創曲《孤獨狂想
曲》拿下。主要作詞作曲人徐孟琪表示：「每
個人都要學會獨處和堅持自己喜歡的東西，孤
獨能使人茁壯，這首歌也寫給世界上不能自處
的人，更告訴自己『沒事的！』，不要怕獨
處，不要喪失信心。」特別獎由本校資圖四許
定洲等4人以《阿嬤說》抱回「最佳編曲」、
輔仁大學蔡文瑀等5人則以《出人頭地》獲
「最佳作詞」。
   評審邀請到河岸留言創辦人林正如、2008入
圍金曲獎最佳編曲人黃岳中、回聲樂團主唱吳
柏蒼、ID&MASA主唱兼吉他手游正彥、音樂
製作人李孝祖，協辦單位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
理事長李建復也到場支持。本活動由文化部影
視與流行音樂產業局指導贊助，並與校內媒體
合作，淡江時報進行即時報導、專題分析，並
在facebook「醋咪淡江」進行全程直播。
   開場表演由「原子邦妮」率先登臺，以《蒸
發的世界剩下我》揭開序幕，中場也請到「守
夜人」和「甜約翰」帶來精采的演唱，全場歡
聲不斷、沉浸在這股音樂盛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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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4
生輔組呼籲火災逃生 

  【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5 月 14 日下午 17 時 11 分校園周邊的社區發生火災，
經生輔組確認，本校學生無人受傷。學務處生輔組中校教官郭碧英表示：「學
生在校外租屋一定要特別注意逃生設施，包括鐵窗、滅火器等，平時也要維持
逃生路線的順暢，高樓需注意有無緩降機，若房子有隔間設計，應確認材質是
否防燄。在火災發生時一定要確保自己在安全的環境下，若火燒速度快且溫度
過高、濃煙密布，千萬要關門並堵住門縫，避免空氣流動使氧氣燃燒。最重要
的是一定要冷靜等待救援。」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0(一)
8:00

學務處
網路報名

107學年度提升導師輔導知能演講

5/20(一)
8:00

人資處
網路報名

「淡江大學教師教學獎勵作業管
理系統」上線操作說明會

5/20(一)
8:00

遠距組
網路報名

數位學習課程經營與分析研習會

5/20(一)
8:00

遠距組
網路報名

如何安心製作數位教材？(場次2)

5/20(一)
8:00

課外組
網路報名

跟著微笑旅人探索世界

5/20(一)
12:1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欣賞「追憶似水年華」

5/20(一)
18:0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欣賞「追憶似水年華」

5/21(二)
12:1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欣賞「追憶似水年華」

5/21(二)
18:0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欣賞「追憶似水年華」

5/22(三)
13:00

　圖書館　 
圖書館三樓

論文寫作催化劑系列講座：達人
不藏私篇－Emerald

5/22(三)
15:00

育成中心
R103

加拿大：打工度假/遊學/企業實
習一起來

5/23(四)
10:00

海博館
海博館

影片欣賞：深海探險

5/24(五)
19:30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廳

淡江音樂季-初夏沁音

5/25(六)
10:00

海博館
海博館

影片欣賞：深海探險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我聽畢業歌《火燒紙》
中文四林靜宜表示：「今年畢
業歌表達年輕人對於鄉土的關
注以及做自己、不畏懼的精
神，在MV中也給我們一直往前
奔去的意象，很正面也很符合
畢業生的心境。」

劍道社大專邀請賽獲一冠二亞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吉他
社舉辦的年度音樂盛事「第31屆淡江大學金
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於5月11日晚間在學生
活動中心進入決賽，現場湧進約500人觀看賽
事，國立臺灣大學凌子璿以創作的《熬》摘
下創作組冠軍，他也獲得特別獎的「最佳樂
手」。《熬》說明了每個人都有各自熬夜的
理由，他認為熬夜是一種沉澱心情的方式，
也希望時間能夠永遠用不完、不要有結束的
時候，於是便創作了這首歌，他受訪表示：
「希望能夠傳達出我的心情給大家，獲得這
樣的肯定真的非常開心。」
  獨唱組由本校英文三金怡君自彈自唱《New 
York State of Mind》獲得冠軍，她表示：「會
想自彈自唱是想要挑戰自已，並突破以往唱
歌都是放伴唱帶的方式，這次拿下第一名真
的受寵若驚，但是我認為自己還能表現的更
好！」第二名是中國文化大學杜偉民和東吳
大學張以謙、第三名則由文藻外語大學李兆
群等3人拿下。重唱組冠軍是由國立臺灣藝

術大學的鄧志峰及姚露欣演唱《Santa Monica 
Dream》獲得評審青睞，銘傳大學葉祐驊等6
人則獲第二名。來自澳門的鄧志峰去年也參加
金韶獎，拿下創作組的冠軍。他在舞台上受訪
表示，自己仍在挑戰不同的曲風，也試著唱各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配音與廣播社
於5月10日、11日參與由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應
用外語系主辦的「第12屆全國大學生日語配音
比賽」，通過初賽評選，並於10日決賽中，以
宮崎駿知名作品《霍爾的移動城堡》現場配音
獲評審及觀眾青睞，在主修日文組中，日文一
許庭瑜、林靖雅及日文二林君蔚、鄭怡倩、楊
士賢組團參賽，在21隊競爭隊伍中獲得團體組
第4名。其中，楊士賢及鄭怡倩分別在個人組
中奪下第3名及第9名的佳績。
    配音與廣播社社長楊士賢分享：「這次配音

比賽中飾演霍爾，能夠獲得大家的肯
定，我非常開心！之後也會繼續鑽研
配音，期待未來能帶給更多人驚喜。
對於沒能帶領團隊進前三名我深深地
感到遺憾。希望參賽的夥伴們能將比
賽中所學繼續傳授給下一屆。期勉大
家不要忘記當初入社的初衷，在社內
共同鑽研配音與廣播，開心地做出最
棒的作品！」    
  負責「蘇菲」角色配音的鄭怡倩說：
「在比賽片段裡9成台詞都是老婆婆的
狀態，因此嘗試了以往沒配過的老人
聲。不只變聲困難、也大多是又快又
長的台詞，練習過程真的很挫折，沒
想到可以獲得個人獎，感覺被肯定了
之前的辛苦，很感動。」

  【記者楊喻閔、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體育
事務處於5月15日在紹謨紀念游泳館熱鬧舉辦
「107學年度全校水上運動會」，此次有28項
比賽，共有1077人次、120隊參加。
  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出席勉勵選手，致詞表
示，「這屆水運會參與的同學依舊很多，能來
參與這樣的盛事，十分令人興奮，祝福同學拿
出100%實力應戰！」
  本次共有3人突破大會紀錄，水環四林子傑以
32”85秒破一般組男50m仰式紀錄並拿下100m
自由式冠軍；資工二林怡安以36”53破一般組
女生50m蝶式紀錄，並奪下50m自由式冠軍；
西語四童冠雙則以46”53秒破一般組女50m自
由式打水紀錄。
   拿下雙冠軍的林子傑表示：「這次能得到冠
軍真的非常開心，沒想到在大學的最後一年還
能保持以前的成績，甚至突破仰式的大會紀
錄！其實我長達三年沒有練習，但在上學期有
參加水上救生員的訓練，剛好有訓練體力。」
   除精采比賽外，也安排水域安全宣導演示，
藉由水上可能遇到的溺水、海難等實際狀況演
示並示範正確的救人與求救方式，並有水域安
全宣導有獎問答，讓同學熟記水上救命準則。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賀！劍道社於5月11日在本校體育處主辦、劍道
隊、劍道社承辦的「107學年度第34屆全國大專盃劍道邀請賽」喜獲佳績！在
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劍道社從來自全國大專13隊優秀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
於團體過關賽大專男子組A組獲冠軍、大專女子組季軍；團體得分賽大專男子
組A組獲亞軍、大專女子組亞軍，大專男子組B組獲得殿軍。
   為加強全國大專院校體育活動、提倡運動風氣、提升劍道精神及技術水準、
促進學生身心健康、聯絡文武青年感情，邀請到臺灣各大專院校劍道社、隊以
學校為單位報名參加比賽。
   隊長、運管四余祐寧說：「這次比賽是這學年度最後一場比賽，也意味著學

弟妹們要進入下一個階段了。
希 望 在 本 次 比 賽 中 獲 得 的 經
驗，能夠成為隊員們進步的養
分，明年帶領學弟妹們再創佳
績。」

星相社麻瓜市集成果展

金韶決賽凌子璿創作奪冠

期1087
  劍道社於5月11日在本校體育
處主辦、劍道隊、劍道社承辦
的「107學年度第34屆全國大專
盃劍道邀請賽」獲得1冠2亞1季
1殿。（圖／劍道社提供）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羽球社於5月
12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第一屆淡江大學
羽球公開賽」，共有8組隊伍、逾70名選手參
與。比賽以團體賽方式進行，分為男雙、女
雙、混雙，並採分組單循環制，進入複賽以淘
汰制進行，並在最後以積分總和選出優勝隊
伍。最終賽果為「淡江第一名」獲得冠軍、
「淡江水環」獲得亞軍、「透過損益按公允價
值衡量之債券投資未實現損益」獲得季軍。
  「淡江第一名」組員、電機三張恩豪表示：
「剛好有這一次機會就找了自己系隊的夥伴們
一起組隊報名，比賽的每位選手都很認真且投
入的打完每場比賽，還有工作人員的態度十分
友善，程序的編排與突發都處理得很不錯，感
謝他們這一整天的辛勞。」

  第31屆淡江大學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國立
臺灣大學的凌子璿以創作的《熬》摘下創作組冠
軍、特別獎「最佳樂手」。（攝影／游晞彤）

高教深耕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5/20(一)
10:10

學發組
I304

「起飛！交換生攻略」--中國山
東大學交換生 學習經驗分享

5/20(一)
12:30

拉美所
驚聲國際會

議廳

2019第二屆拉美外交情境模擬
營-拉丁美洲非法移民問題：衝
擊與挑戰

5/23(四)
15:10

學發組
L110

「一手掌Word自己的第一份
project」--Word 文書處理應用技
巧(上機實作)

5/24(五)
14:00:00

華語中心
D522

《時代華語》新書發表會

  「金韶音樂節」於5月10日晚間在覺軒花園
舉行，邀請到知名樂團貝克小姐、綠繡眼接連
開唱，還有去年獨唱組第三名的土木四黃志勛
及音樂文化社來表演，現場也販售金韶周邊商
品，場面十分熱鬧。

   第31屆淡江大學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
決賽中獨唱組由本校英文三金怡君自彈自唱
《New York State of Mind》獲得冠軍。（攝影
／游晞彤）

學生議員選舉22日開投

水上運動會3人破紀錄 

   體育處於5月15日在紹謨紀念游泳館熱鬧舉
辦「水上運動會」，此次有28項比賽，共有
1077人次、120隊參加。（攝影／高振元）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學生
會第25屆正副會長暨第39屆學生議會議員選
舉，於5月22日至27日投票，此次新增了電子
投票方式，只要登入淡江大學選舉委員會電
子投票網站中即可投票。系統將於22日中午
12時開放至 27日中午12時，投票期間系統24
小時開放，另開票時間是27日下午3時30分，
於「淡江大學選委會」粉專直播。
  本次正副會長無人參選，學生議會共有12
位參選人，文學院2名、理學院1名、工學院2
名、商管學院5名、國際事務學院1名及教育
學院1名。投票結束後可參加兩階段抽獎，
第一階段，到粉專按讚、分享抽獎文並標記
朋友；第二階段，投完票會得到一組代碼，
至對應的投票所換取抽獎券。選委會主任委
員、航太四謝彥德表示，屆時歡迎學校同學
參與，希望大家能夠掌握自己的權益，投下
神聖的一票。

  【記者黃棓榆淡水校園報導】星相社於5月
15日覺軒三廳舉辦「塔羅神話與麻瓜市集」。
麻瓜寓意為不懂塔羅神話的人們，當天有30多
位麻瓜參與活動，踏入塔羅神話的世界。現
場也有設置占卜區，原先需預先購票，因應
現場民眾需求，也開放現場購票。
  活動現場展出富有特色的塔羅牌，如萬聖節
風的塔羅牌等七副牌；牆上貼有北歐神話小
知識，讓觀展者大開眼界。麻瓜市集裡販售
盧恩符文、塔羅牌貼紙等多樣商品。星相社
社長、資圖二蘇梓慧表示：「此次活動很成
功，占卜為星相社的招牌，希望可以傳承下
去。」星相社社員、產經二樊靜融說：「成
果發表準備時間從開學就開始準備，過程很
辛苦，但看到成果覺得開心很值得。」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夏日「妝」
什麼？本校彩妝社於5月15日晚間7時在L201
舉辦「妝扮盛夏」成果發表，以浪漫海島婚
禮、夏日電音Party、夏戀果汁特調、夏日清
透水美眉、夕陽西下日不落、夢幻粉色美人
魚6種主題分組競賽，每三人一組，隨機抽選
主題，現場完成主題妝容風格，呈現整學期
的收穫成果，也提供社員互相交流、觀摩的
機會，增進彩妝知識。
  參賽組員絞盡腦汁，利用手邊各式眼影、

羽球公開賽70好手爭冠

彩妝社妝扮盛夏成發 6主題競賽 

  本校彩妝社於5月15日晚間7時在L201舉辦
「妝扮盛夏」成果發表，圖為獲得「令人屏息
獎」小組。（攝影／麥麗雯）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國企系系學

會於5月13到15日在海報街舉辦國企週，以中
國古代曾經繁華的宮廷為主題，體驗異國文
化視覺與味覺交織而成的享受！除了美食攤
位，還可以玩遊戲，有水裡有企、萬事通 、
國語也通等五大關卡，完成闖關後即可抽沖
繩雙人來回機票、Airpods與Mac唇膏等獎項。
   16日晚上在學生活動中心迎來重頭戲「國企
之夜宮妃傳」，參與者穿著正裝入場，也邀
請到DJ狂歡，以及精彩的表演與闖關抽獎活
動，中場還有交際舞環節，近百名學生一起
隨音樂漫舞，共度美好的夜晚。
   國企系系學會會長、國企二郭庭溦表示，
「思考了很久什麼是國企系核心價值，號召
了外國學生一起籌備，希望國企週有傳遞到
我們國企融合各國文化，也讓大家玩得開
心。」會計四林玳羽表示，「除了好吃好
玩，還有好看的耳環飾品，這次的國企週真
的包羅萬象，十分有趣。」

國企之夜百生正裝共舞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5月10日大陸
學生校友會主辦的第四屆「陸友好聲音」唱
歌比賽在文錙音樂廳舉行，吸引共150位觀眾
及15位選手參加，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
成、鄧公國民小學校長謝芳儒、財團法人海
峽交流基金會文教處科長許力仁等嘉賓也出
席了本次活動。
  活動如火如荼，15位選手中取8位進入決
賽，最終由中文一楊淩沁以一首莫文蔚的
《愛情》摘得冠軍，她說：「這是我第一次
參加此活動，選擇這首歌是因為覺得很適合
自己，彩排的時候很緊張，但是站上台之
後，心裡只想演繹好這首歌也就克服了緊張
的情緒。」總召、電機二許鈞豪說：「較往
年，本次活動參賽選手水平更是令人驚艷，
我們對設備及舞台環境也做出了更新。今年
我們更是為選手們準備了專業的燈光設備，
使得整體的舞台效果與選手的表演更加契
合，從而呈現出更完美的表演。」
  觀眾、土木二朱燁晨說：「整個活動氣氛很
高漲，明年有興趣也想大展歌喉。」

陸友好聲音楊淩沁摘冠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忘卻30度的
高溫，一起來享受場獨立音樂的洗禮吧！本
校詞曲創作社於5月16日晚間7時30分在覺軒
三廳舉辦「覺軒Live house」，邀請到「白頻
率」以及甫入圍今年金曲獎的「YELLOW」
2組獨立樂團登臺演唱，即使演出前下起小
雨，仍然無法澆熄現場80餘名觀眾的熱情。 
  開場「白頻率」帶來《殘酷》、《蘋果》、
《如果你能到我的雨裡面》、《搖滾樂》等
歌曲，渾厚嗓音、具爆炸力的伴奏征服現場
每一位觀眾的耳朵，其中《如果你能到我的
雨裡面》一曲更是主唱感情往事的寫照。
而隨後登場的「YELLOW」，一連演唱了
《Meniere's Buzzing》、《羊皮先生》、《不
開燈俱樂部》等多首歌曲，將R&B、SOUL、
JAZZ等黑人音樂的元素玩弄得淋漓盡致，挑
逗著現場每雙充滿慾望的耳朵。 
  觀眾、資圖三黃敏慧分享：「這是我第一次
接觸獨立音樂，最喜歡白頻率的《如果你能
到我的雨裡面》，歌詞中對於感情結束的心
態詮釋得非常到位。」 

Yellow白頻率覺軒開唱 

  詞 創 社 於 5 月 1 6 日 晚 間 舉 辦 「 覺 軒 L i v e 
house」，邀請到甫入圍金曲獎的獨立樂團
YELLOW開唱。（攝影／馮子煊）

   第31屆淡江大學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由臺灣
科技大學郭宗瑋拿下了創作組第二名、特別獎
「最佳作曲」兩獎項。（攝影／游晞彤）

   星相社於5月15日覺軒三廳舉辦「塔羅神話
與麻瓜市集」，吸引30多位麻瓜前來參加，現
場展出富有特色的塔羅牌和北歐神話小知識。
（攝影／黃可荔）

唇膏、眉筆等彩妝用具替擔任模特兒的社
員添上色彩粉嫩的妝容，比賽最終由幹部擔
任評審，頒發「自我風格獎」、「創意無限
獎」、「時尚簡約獎」、「歐美妹眉獎」、
「俐落乾脆獎」和「令人屏息獎」，並贈與
彩妝禮品。
  獲得「令人屏息獎」的小組參賽主題為「夕
陽西下日不落」，擔任模特兒的英文一彭瑀
晴相較於其他組別，在後腦勺多綁了兩條辮
子，小巧思備受幹部肯定，整體彩妝也夏日
感十足，她分享，「我平常喜歡畫橘紅色系
的妝容，手邊就有這種色系的眼影盤，在化
妝的過程中我們也參考網上有關夕陽妝容的
教學文章，以完成這個主題。」活動總召、
管科二許婷淇說：「這次的活動其實有很多
遺憾，但事後檢討會大家都能夠虛心接受錯
誤並持續精進，不失和氣，為此次活動畫下
好的句點。」 

  國企系系學會於5月16日晚上在學生活動中
心舉辦「國企之夜宮妃傳」，近百名學生穿
著正裝隨音樂漫舞，共度美好的夜晚。（攝
影／高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