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畢業歌上線破萬點閱

純帶來自創曲「爸爸叫我不要闖黃燈」和「碎
吧，睡吧」，兩首截然不同曲風的歌曲令人耳
目一新；許莉潔演唱林俊傑的「不為誰而作的
歌」展現優美的歌喉和實力，並和臺下觀眾互
動、合唱，場面壯觀；接著人氣超高、來自泰
國的13歲女孩Gail，演唱歌手魏如萱的「你呀
你呀」、李千娜的「心花開」，可愛活潑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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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4
畢業生難忘的淡江？ 

國企四徐珮榕表示：「大
學生涯最難忘的是擁有各
種豐富資源的學生身份，
還有始終都覺得很美的淡
江校園！」

活動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院際盃開打
  由體育處主辦的「107學年度院際
盃」於5月23日中午在體育館7樓開幕，
本次共有男、女子籃球、男、女子排球
共4組競賽，精彩賽程從5月23日至6月6
日，於每日中午在體育館7樓籃球場、4
樓排球場進行。歡迎全校師生一起來欣
賞刺激的比賽。（文／陳品婕）

400師生響應熱血捐獻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學生會
協辦的「2019聲林之王校園巡迴演唱會」於5
月20日晚間7時在學生活動中心開唱，邀請臺
灣音樂選秀綜藝節目「聲林之王」人氣參賽選
手張若凡、吳東翰、許淨純、許莉潔、Gail和
歌手Erika輪番帶來精采演出，吸引約1000人一
同歡度「520」的夜晚。
  首先由張若凡帶來歌手袁惟仁的「坦白」、
「走了嗎」等三首比賽時所演繹的佳作，嘹亮
高音和濃郁情感率先炒熱現場；吳東翰演唱歌
手小安的「憂愁」、陶喆的「二十二」等輕快
的歌曲，使觀眾不知不覺跟著旋律擺動；許淨

   【記者王俊文淡水校園報導】108級兩首
畢業MV於5月10日、17日在畢業生聯誼會
Facebook、YouTube和畢聯會instagram上線，
《火燒紙》點閱率已在YouTube超過1.5萬人次
觀看，《再見》點擊數也破萬人。
  《火燒紙》導演、法文四林海璇，作詞、外
交四陳湘玲、黃柏綜，作曲、後製、外交四蘇
恩浩分享：「我們都不是本科生，拍攝和製作
都是大挑戰。初衷是希望能在歌中做自己，所
以跳脫大眾主流的方式呈現。歌曲也選擇使用
臺語來詮釋。」《再見》導演、大傳三施宥全
表示，「這次畢業歌的製作從寒假就開始做規
畫和接洽。影片內容的故事主要站在已經踏入
社會的畢業生的角度回想到自己大學生活，回
憶學生時代的美好。」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107學年度全
校足球賽於5月21、22日開打，共有9隊報名
參加。經過激烈廝殺，最終由「The Palomos 
F.C.」奪得冠軍、「Superf ly」奪得亞軍、
「The Invicibles FC」奪得季軍和「航太系足」
奪得殿軍。冠軍隊隊長、國企二包天祺說：
「這次是我們第一次參加校際足球賽，沒想到
就得到冠軍，很好玩！」

  【記者呂宗翰淡水校園報導】「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本校童軍團每學期
皆與醫療財團法人台灣血液基金會台北捐血中心合作，於5月21日至5月23日10
時30分至18時，在海報街及福園前展開捐血活動，參與捐血者能獲得轉扭蛋的
機會，最大獎還可將動漫抱枕帶回家。為期三日共有423位師生捐血，合計募
得502袋。
  這次由羅浮群、資深女童軍團、五虎崗童軍團、歷史系系學會四社團攜手合
辦。資深女童軍團副主席、德文四高渝婷表示：「相較於上學期的捐血活動為

線上公布得獎名單，這學期則透過扭蛋
機抽獎，更添趣味性。」
  來參與捐血活動的機械一趙倧義分
享：「因為之前沒有過捐血的經驗，所
以好奇地想嘗試看看，捐血除了有助於
自身的新陳代謝外，更能幫助他人，未
來也會持續地捐血助人。」

聲林之王開唱千生歡度520

期1088
   本校童軍團與歷史系系學會於5月
21至23日舉辦捐血活動，為期三日共
有423位師生捐血，合計募得502袋。
（攝影／廖英圻）

英文系 訪談身聲劇團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於5月
21、22日在FL122舉辦「大四英文翻譯頂石課
程成果展」，本次由英文系副教授吳怡芬指
導，介紹在淡水地區成立11年的身聲劇團，分
成三組介紹該劇團的藝術總監吳忠良、導演黃
麗珍，以及演員愛美麗亞，進行深度訪談並將
專題內容以中英文方式呈現。英文四康雅亭、
陳千愛、王璦葶、王玥均分享，「本次與團員
克服困難終於完成這次專題，感謝怡芬老師多
次為我們修改與指導，還親自陪同觀賞該劇團
現場表演示，讓展出順利。」
法文系 展法國文化產業
  【記者黃于真、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
法文系在5月21、22日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Françai2!」法文系頂石課程成果展，共有18
組介紹法國文化和產業，法文系教授梁蓉、副
教授鄭安群、助理教授馬朱麗，以及系上多位
指導教授在場關心學生的展示。梁蓉致詞提及
學生於此次展覽中，展現出創造力、執行力及
團隊力，嘉許學生的進步與突破，也為尚在海
外參加研討會的法文系系主任朱嘉瑞，現場念
出為此展的祝賀詞。資管四朱宣穎說：「走進
展場感動浪漫優雅，最吸引我的主題是『香間
行旅』是介紹法國香草香料，我學到很多。」
西語系 淡水景點西語導覽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西語系於5月
22、23日在外語大樓大廳舉行「107學年度頂
石課程成果展」，本次是對淡水景點進行中文
和西語導覽介紹，以文字簡介和影片內容呈
現。於5月22日開幕式中，外語學院院長吳萬
寶認為，頂石成果展不僅讓同學有所成長，同
時也讓學生認識淡水的寶貴經驗。西語系系主
任林惠瑛勉勵同學的辛勞外，希望藉專題製作
的過程，幫助學生拓展學習上的收穫。這次指
導老師為西語系講師陸孟雁，她感謝同學發揮
專長展現這四年來的學習成果。

高教深耕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5/27(一)
12:00

境輔組
驚聲國際會

議聽

107學年度第2學期境外生導師座
談會

5/29(三)
10:00

遠距組
HC305

數位學習課程經營與分析研習會

5/29(三)
12:00

教發組
覺生國際會

議廳

107學年度教師社群成果展示暨經
驗分享

   本校學生會協辦的「2019聲林之王校園巡迴
演唱會」於5月20日晚間7時在學生活動中心開
唱，「聲林之王」選手Gail上臺演唱，活潑的
模樣「甜」翻全場。（攝影／游晞彤）

The Palomos F.C.足球賽奪冠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想知道如何
透過未來學與國際接軌嗎？2019未來學國際
會議徵選開跑囉！本校未來學所將於9月前
往泰國參加第五屆亞太未來學聯盟年會，
未來學所所長紀舜傑表示，亞太未來學聯
盟是由本校自2015年主導成立，成立初期2
年均由本校主辦，之後則由同盟國韓國、
泰國接手舉辦，年會關心的議題是以亞洲
為出發點作為全球未來化議題，紀舜傑說
明，透過年會的演講及工作坊，即可接觸
到第一手未來學的國際學術資訊，亦能與
各國未來學專家、各國青年交流，是一個
難得又可貴的多元學習、跨境學習經驗，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第35屆五虎崗
文學獎決審會議5月17日在B302A舉行，本次
投稿件數高達184件作品，在評審們公開並充
分討論後，分別選出散文組、新詩組及小說
組各組首獎1名、推薦獎1名，以及佳作3名共
15位得獎者。中文二黃博英以《樂透與法會》
奪下散文組首獎 ；新詩組首獎則由法文碩一
馬藤萍《無常》拿下；法文四駱憶欣《鄉間記
事》一致獲得評審青睞，獲小說組第一。
　主辦人中文系助理教授林黛嫚表示，五虎崗
文學獎迄今舉辦已歷第35屆，歷史悠久，並且
誕生出不少知名作家。舉辦文學獎的意義，在
於支持對文學創作有熱忱的同學們持續走在文
學的道路上，同學們也可藉此訓練自己的寫作
能力，了解如何與臺灣現代文壇接軌。
　黃博英分享：「當初創作的動機只是單純想
把家中發生的事情，以一種親情散文的形式紀
錄下來，描寫自己與父母親三人拉扯、牽動的
情感世界，作為一個抒發的管道，因為文字是
很有力量的。從沒有想過會得獎，獲獎當下有
種飄忽的感覺，但對於評審的肯定並說出作者
是個成熟的人，讓我覺得很感動。」

3系頂石課程成果展

畢業生離校注意事項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7(一)
8:00

人資處
網路報名

108學年度「專任教職員工及眷屬
團體保險說明會」

5/27(一)
8:00

境輔組
網路報名

境外生職涯輔導系列- 「夢想這
件事：不滾動，就滾蛋！─從魯
蛇到廣播金鐘獎的第二人生」

5/27(一)
8:00

創育中心
email徵件

新創企業實習心得徵件

5/27(一)
8:00

國際事務學院
網路報名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學院107學年度
第1類重點研究補助計畫成果發表會

5/27(一)
8:00

英文系
網路報名

基礎英文寫作練習-由新聞英語出發

5/27(一)
8:00

遠距組
網路報名

 如何安心製作數位教材？(場次2)

5/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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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一)
12:1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小王子」

5/27(一)
18:0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小王子」

5/28(二)
12:1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小王子」

5/28(二)
18:00

圖書館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小王子」

5/28(二)
18:30

學生會
書卷廣場

紙飛機計畫

5/29(三)
9:30

學發組
I501

好學樂教週-學生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5/29(三)
10:00

大陸所
驚聲國際會

議廳
校園專題演講計畫

5/29(三)
15:00

創育中心
R103

澳洲打工度假教戰守則：簽證／
租屋／找工作小知識分享

5/30(四)
10:00

海事博物館
海事博物館

影片播放「深海底生物：吸血鬼
烏賊」

5/30(四)
11:00

創育中心
 R103

給這些公司一個認識你的機會！新創
企業媒合會—淡江育成openhouse

5/30(四)
13:10

編輯與出版
研究室

L201
文學編輯的任務與挑戰

5/30(四)
13:10

學發組
I601

「上台報告我也行」--表達說服
技巧

5/30(四)
19:00

大傳系
Q409

第三屆淡捲影展閉幕片【必須過
動】暨映後座談會

5/30(四)
19:00

創育中心
R103

發現新視界，航拍運用無限可能/
新興職業-空拍師

5/31(五)
12:00

學務處
I501

107學年度提升導師輔導知能演講

5/31(五)
18:30

學生會
書卷廣場

紙飛機計畫

6/1(六)
10:00

海事博物館
海事博物館

影片播放「深海底生物：吸血鬼
烏賊」

樣「甜」翻全場；最後由歌手Erika帶來「哪
邊涼快哪邊待」、「繞」和「擁有我」3首歌
曲，穿透力十足的歌聲引起觀眾歡呼喝采，大
飽耳福。
  教科三楊詠庭說：「最喜歡可愛的Gail！有
這樣免費的演唱會可以看真的很棒，平常很難
可以那麼近的看到他們，覺得非常開心！」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課外組於5月
18、19日E416教室舉辦「急救訓練－急救員
考照」，本次邀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高級急
救教練葉冠凡、盧麗娜、葉守程，展開為期2
天、總計16小時的急救培訓。課程包含急救概
述、心肺復甦術及異物哽塞處理、心肺復甦
術加自動體外電擊去顫器適用性的示範操作
及演練等內容。現場以安妮假人、AED、三
角巾、木板等工具示範，並於5月19日課後完
成學科及術科測驗，總計23位學員參加培訓。

急救訓練23生培訓考照

   你是否曾走在路上收到七彩的氣球，受邀寫
下來不及告別的遺憾，或者用斑斕的色彩勇
敢揮灑出曾經受到的傷害？實驗劇團為宣傳6
月3日至6月6日的期末公演《漫長的告別》及
《 女；子 》兩齣戲劇，於5月20日至24日在小
小麥前方木桌擺攤，擺設告別板，以便利貼張
貼的形式，讓觀眾寫下曾經來不及告別的人事
物，聊表遺憾，以及設立長方形的畫布，讓觀
眾以畫筆或任一身體部位，沾取顏料塗抹於畫
布，書寫曾經因為身體被開過的玩笑及傷害，
活動內容皆與戲劇相關。（文／鄭少玲、攝影
／黃可荔）

企管土木週玩闖關 社團期末展成果   
企管週  遊戲闖關抽機票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系學會
於5月20日至24日在海報街舉辦企管週活動
「遙控企爭BA戰」，將海報街的攤位佈置成
一個個電視螢幕，讓參加者逐個闖關！遊戲攤
位包括企管小賣部、企管體育台、我是你老闆
等，並邀請12家廠商進駐售賣文創、衣服、食
品各式商品，另外有美食攤位，企管系更祭出
韓國首爾雙人來回機票、澎湖住宿卷、Sudio 
耳機、精美桌遊、皮革零錢。現場同步進行系
學會會長選舉，正在逛海報街的企管系同學在
遊玩中也不忘投下神聖的一票，場面熱鬧。
土木週 展示雲霄飛車軌道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土木系於5月20
至24日在工學大樓3樓中庭舉辦2019土木週，
土木系助理教授蔡明修於開幕致詞時表示，
「感謝系學會帶領學弟妹們完成一年一度的土
木週盛事，現場的所有布置都是他們因為有
『夢』，把一群人聚在一起，進而完成，相信
土木系的同學都實力無窮，只要願意發揮想像
力與創造力，就能夠築夢踏實。」
   工學大樓3中庭展示大型雲霄飛車軌道，這
具軌道是在工程實作課中，學生們花費3個月
設計、1個月搭建的軌道，在每節課下課時
間，讓同學以車子模型體驗雲霄飛車的樂趣，
還有土木之夜「辦桌」與大家同歡。中文三陳
宸說：「在『測量儀器』關卡中有類似望遠鏡
儀器很有趣，可惜因為儀器較高，對不準鏡
頭，但整體活動很棒。」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畢業生看過
來！離校手續和領證注意事項報你知。畢
業生領取學位證書前應完成離校手續，包
括至圖書館歸還所借圖書、結清學雜費、填
寫「應屆畢業生流向問卷」等，即日起開放
「畢業生離校手續查詢平台」（網址：http://
sinfo.ais.tku.edu.tw/tkuGrd/）查詢。教務處
註冊組提醒，同學查詢結果為「尚未完成」
者，需列印畢業生離校程序單，至各相關單
位完成離校手續後，始得領取學位證書。
  境外生（僑生、外籍生、陸生）至國際暨
兩岸事務處境外生輔導組，辦妥離校手續取
得境外生離校單。領證日期請詳見各學期領
取學位證書注意事項公告，畢業考後成績及
格可畢業者，於畢業典禮（6月15日）領取證
書；修習非大四畢業班課程，須待成績及格
可畢業者，7月17日始可領取。更多資訊詳見
註冊組網站（網址：http://www.acad.tku.edu.
tw/RS/stu/news.php?Sn=1814）。

未來學會議英檢講座報名開跑

愛心團國際大使志工服務
華僑聯誼愛心團 動物之家服務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華僑同學聯
誼會愛心團於5月18日到五股動物之家志工服
務，近45名境外生與本地生參與。透過與動物
散步玩耍、幫助牠們洗澡，使團員明白「以
認養代替購買」的重要性。來自香港的英文
四何善韻分享，看到有隻小狗被送到動物之
家，聽說是主人覺得牠太活潑而棄養。養寵
物前要考慮清楚，因為這是一輩子的責任！
國際大使團 舊鞋救命志工服務傳遞愛心
   【記者李佳穎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大使團於
5月18號至伯利恆倉庫，協助整理物資將捐於
非洲的物資。18位社員當日整理超過200雙鞋
子。總召、外交二李翎表示，舊鞋救命從簡
單的送鞋行動，演變成一連串不停增生的計
畫，不再受限於金錢救濟，透過此次行動學
習給予。

藝像獎攝影賽楊承翰第一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會舉辦
的「淡江藝文季-藝像獎攝影大賽」於5月24
日中午12時在書卷廣場舉辦頒獎典禮。比賽
邀請到本校大傳系畢業校友、現任台灣光華
雜誌攝影組召集人莊坤儒以及影像工作者、
《百歲容顏》作者張國耀擔任評審。本次比
賽以「親密關係」為主題，有來自校內外共52
件投稿作品，並從中取出10件入圍作品於5月
20日至23日在覺軒花園三廳展出。
   第一名為法文四楊承翰、第二名中文三麥麗
雯、第三名大傳三方鈺璇。人氣獎由中正大
學通訊工程學系戴仕誠以《依靠》拿下。策
展人、大傳四趙世勳說明：「活動主題『親
密關係』的實質意義是一個可以從自己的周
遭人、事、物的題材發想，是可以塑造每個
創作者去發掘只有自己能說的故事。」    

五虎崗文學獎得獎名單出爐
互動藝術告別遺憾

（攝影／高振元）

   本校學生會協辦的「2019聲林之王校園巡迴
演唱會」吸引近千名學生參加，嗨翻學生活動
中心。（攝影／游晞彤）

   土木系於5月20至24日舉辦2019土木週，在
工學大樓3樓中庭展示大型雲霄飛車軌道。
（攝影／廖英圻）

同進社邀方綺開講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同進社
於5月23日晚間邀請社群媒體「女性主義有事
嗎？」講師方綺以「女性主義真的沒有要騙
殺男人」為題演講，共有30餘人參加。
  方綺分享在經營媒體時常會遇到反女性主義
者以假帳號及偏激言論進行辱罵。面對排山
倒海而來的批評，方綺提供交戰須知：戰論
述不戰態度、別被謾罵污辱釣魚、講理不行
就善用同情心。遇到理念不同者更不能以偏
激言論反擊，試著讓反女性主義者能以同理
心了解女性的處境及困難點。
  參加者、教科三湯志勤表示，每在遇到時爭
論議題，更應看聽聽另外一邊同溫層的聲音
並以同理心去看待。

正智社 浴見自心成果展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正智佛學社於
5月23、24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108正智
浴佛節暨社團成果展-浴見自心」。
  展場內擺設各式佛教文物，可供師生們點燈
祈福；同時還有靜坐體驗，邀請法師帶領大家
短暫遠離世俗紛擾，沉澱心靈；配合時節，還
有浴佛體驗，實際讓師生們利用香湯，幫太子
佛洗滌，以表祈福。只要在各個展區完成體驗
後蓋章，即可免費兌換美味炒麵。現場也提供
精美的結緣小物、香湯品嚐，可供觀展者取
用。社長、化材二楊朕威說：「很感謝所有幫
忙的工作人員及法師們，活動希望讓大家了解
佛教文化，同時配合過去的素食展，這次只要
闖關就能免費獲得好吃的素食炒麵。」
國樂社 拾光期末公演
  【記者李佳穎淡水校園報導】5月20日晚間
雅滬國樂社於文錙音樂廳舉辦「拾光」期末
公演，共演奏10首曲目。活動中邀請到臺北市
立國樂團團員成心如指揮、校友胡宗傑擔任笛
子協奏，與28名團員一同演奏。吸引約30名觀
眾聆聽。觀眾、產經一王彩嘉表示：「聆聽過
程非常享受，不僅心情融入在樂曲中，也陶冶
了心靈。並佩服國樂社同學的付出及專注的表
現。」 
鋼琴社 來自55的妳音樂會
  【記者王俊文淡水校園報導】鋼琴社於5月
23日晚間7點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第55屆期末音
樂會「來自55的妳」，舞臺佈置掛上許多小星
星，讓觀眾彷彿置身星空下聆聽音樂會，吸引
近90名觀眾到場。
  此次演出14首曲目，歌曲風格從古典到流行
音樂，也將卡通《海綿寶寶》的片頭曲重新編
曲再加上《怎麼了》等流行歌做結合。觀眾、
電機一羅乃文說到：「聽完這次表演真的有被
感動，感受到分開的不捨外，在每個表演裡也
都能聽到各自的獨白。」

歡迎大家參加本次徵選。徵選至5月28日截
止，詳細報名資訊請洽活動報名系統。（活
動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TDDX20190528）
英檢工作坊 報名開跑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將於5
月29日中午12時在鍾靈中正堂Q409舉辦「107
學年度英檢工作坊-TOEIC應考準備方向」講
座，由英文系講師李金安說明TOEIC應考重
點，歡迎想擁有專業證照同學，快至活動報名
系統報名，詳情請見英文系網頁／最新消息／
校內活動與演講（https://www.tflx.tku.edu.tw/
english/opinion/322/1763）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