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姜羿帆淡水校園報導】111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授旗典禮於5月2日中午在紹謨紀
念體育館4樓舉行，由校長葛煥昭授旗予體育
長陳逸政，並宣布好消息：軟網代表隊已奪
得1金1銀1銅，運管三鄧皓云於男子單打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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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校長全大運授旗軟網奪首金
　【記者姜羿帆淡水校園報導】110學年度全
國大專校院撞球錦標賽於4月25日至29日在高
雄市鳳山區耐斯球館舉行，本校撞球代表隊選
手克服期中考試、疫情，以及交通等問題前往
參賽，企管三陳品善、企管二鄭筑嬣奪得一般
組9號球混雙賽金牌，資工四謝鎮澤、企管二
柯思妤拿下混雙賽第4名，而陳品善與資管四
秦凱傑獲得男子雙打賽第5名。
　帶隊老師、體育處助理教授郭馥滋表示，疫
情期間在練球或參賽都受限許多，希望不會磨
滅他們對於撞球的熱情，也要感謝外聘教練張
郁洵，謝謝他無償的協助組隊與訓練選手，期
待未來能有更多選手一同參賽，為校爭光。
　陳品善謝謝學校支援參賽經費，讓他們可
以無後顧之憂的專心上場，他表示：「混雙
賽能拿到冠軍，關鍵在於鄭筑嬣。」在比賽過
程中，高壓力的狀態下，陳品善當下提出自己
的策略，經兩人溝通後，鄭筑嬣馬上就能夠發
揮，非常不容易。

全國大專錦標賽

假日邊吃邊拍的斜槓品保處約聘人員陳智媛
校園話題   物

　【記者戴瑜霈專訪】「現在當YouTuber其
實不容易，有特色才有機會被看見。」現職
為品質保證稽核處約聘人員的陳智媛，平日
過著朝八晚五的上班族生活，假日則斜槓當
起YouTuber。她開設「智媛的飼料」頻道，
以美食、旅遊、生活Vlog為主題，介紹全
臺好吃又好玩的景點，頻道訂閱數已達1.53

萬，熱門影片包括為松濤四五館拍攝的《淡江
大學全新宿舍開箱！》。
　陳智媛從本校企業管理學系畢業後，隨即進
入一家行銷公司服務，經過一年的磨練，重新
思考職涯規劃後，她決定換個跑道—轉戰全職
YouTuber。一開始，陳智媛連相機都沒有，
也從未學過剪輯軟體，直到生日獲得運動相

機，她才正式拍攝影片，並且線上自學後
製剪輯，做出人生中的第一部生活短片。
　陳智媛表示，頻道會以美食、旅遊為
主，是因為自己很常到處趴趴走，口袋有
太多美食名單，忍不住想跟所有人分享，
再加上「吃」是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介
紹美食的門檻較低、店家種類多又廣，所
以很適合號稱吃貨的她。
　在陳智媛的頻道中，美食系列影片多
以地理位置作區分，像《木柵美食大集
合》、《基隆廟口夜市怎麼吃》等，用懶
人包的方式 2分鐘快速介紹一間小吃店，
因為她認為觀眾喜歡在一部影片裡看到豐
富的資訊，所以她會盡量介紹6至7家店，
讓觀眾感受到創作者的用心。
陳智媛提及全職投入創作的那一年，偶爾

陷入低潮時也想放棄，因為頻道的訂閱數成
長很緩慢，從固定更新影片開始，花了3個
月才達到成為創作者的最低門檻—1千個訂
閱，從1千到1萬又花了一整年，影片點閱數
帶來的收入完全不足以支付一份正職工作的
薪水，陳智媛表示，「儘管那段時間每週更
新影片，但觀看次數和訂閱數都不如預期，
我會很走心。」
　其實陳智媛擁有一群忠實粉絲，他們常熱
絡的留言討論，並給予鼓勵與建議，陳智媛
分享，「我很喜歡看他們的留言，那會帶給
我很多力量。」現在陳智媛有份正職工作，
閒暇之餘再拍攝影片，對她來說反而較能放
寬心，也不太會去執著流量和數據，「現在
的我，更能坦然接受影片的低觀看數，只要
忠於自己的內心就好！」
　現在正值大學生畢業求職季，陳智媛建議
在學時一定要去找實習，不只是累積工作
經驗，也是深思是否合適未來志向的機會，
「如果在畢業前夕才開始思考未來該怎麼
辦，那真的來不及了！」因此鼓勵學弟妹在
畢業前一定要做足準備，提升自己未來在職
場中的價值。

▲品質保證稽核處約聘人員陳智媛於假日斜槓經營
「智媛的飼料」頻道。（圖／陳智媛提供）

撞球隊混雙奪金
奪冠，企管一鍾楊
鎧拿下亞軍，男子
團體獲得季軍，女
子組雖未能拿到獎
牌，亦有不錯的成
績，這捷報激起不
少選手的士氣。
　校長葛煥昭致詞
表示，109及110年
全大運因疫情而延
期，今年防疫政策
逐漸放寬，所有賽
事應可如期舉行。
本校八大素養中，
「樂活健康」是由
體 育 運 動 培 養 而
來，近年來學校在

運動方面的表現非
常亮眼，連續獲得4次體育績優學校，硬體設
施方面，去年將體育館7樓的多功能球場地板
全面翻新，希望讓師生們在教學與競賽時能享
有更好的場地，期許各代表隊都能帶回金牌，
但更要注意自身健康，確實遵守防疫規則。

　軟網隊教練、體育處助理教授趙曉雯感謝隊
員們面對嚴峻的疫情，依然不放棄參賽，並且
保護好自己。她提及軟網隊陣容堅強，球隊與
校友的向心力也令人稱羨，是大家公認的模範
球隊及校友會，其中大陸所碩一卓鴻佑在三十
多年前就是淡江軟網代表隊的成員，也是前任
校友會理事長，事隔多年再度披上戰袍參加團
體賽，訓練期間他未曾缺席，為學弟妹們樹立
良好榜樣。
　軟網隊隊長鄧皓云表示，「這次隊員們都表
現很好，皆能準時參與訓練，散發出與以往不
同的團隊氣息，今年的團體賽很可惜，但可以

從中發現自己的不足之處，更加勤奮練習，期
許未來能奪得團體賽冠軍。」首次參賽就奪牌
的鍾楊鎧分享，「我很久沒有參加這種大型比
賽，所以上場時很緊張，未能發揮出自己的實
力，希望明年參賽能夠將實力發揮到極致。」
　今年被寄予厚望的羽球隊新星、觀光一鄧楚
睿分享，羽球隊平時除了基礎練習外，更針對
比賽進行特訓，精進能力以應對比賽，他認
為團結一心為校爭光的氣氛是羽球隊的一大
優點，教練、體育處副教授黃貴樹會在比賽前
「偵查敵情」為選手們做足準備，讓大家享受
每一場比賽，希望這次能為學校拿到獎牌。

▲撞球隊參加全國大專校院撞球錦標賽，奪得
混雙賽金牌。（圖／體育事務處提供）

社團志願服務訓練點燃出隊熱情
　【記者黃茹敏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
組於4月30日在SG316舉辦「百香果的滋味—志
願服務基礎訓練」活動，讓學生了解社團志願
服務工作的內容，並且學習相關法規知識，逾
40人參與。
　在6小時的培訓課程中，分別由中華康輔教
育推廣協會講師高萍袖、鄒翔年、呂學忠主講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志願服務法規之認
識」、「志願服務內涵與倫理」等基礎課程。
講師以幽默逗趣的口吻分享他們的服務經驗，
也讓與會學生從中了解志願服務的本質，鄒翔
年提及：「小朋友如果因為我，而下定決心做
出改變，這樣我就發揮了自己的價值。」這鼓
舞人心的話，點燃同學想出隊服務的熱情。
　經濟一陳秉鴻表示，透過講座學習到和小朋
友相處時該如何應對，以及不要把自己的價值
觀套用在別人身上。他對於高萍袖前往偏鄉國
小服務的經驗分享頗有共鳴，並且認為「出隊

服務時，總能從小朋友身上看見不同的觀點，
雖然離別時總是令人傷感，但我能夠感覺到自
己的付出有得到回饋。」
　教科一吳紫菲分享，自己對國際志工服務很
有興趣，疫情之後會考慮擔任國際志工，「由
於自己是隔代教養的家庭，不常見到父母，所
以會想要去陪伴那些長年都看不到父母的小
孩，貢獻一己之力。」

▲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講師鄒翔年於課程中
與學員進行互動。（攝影／方亭筑）

調製專屬精油手作體驗安頓心靈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諮商職涯暨學
習發展輔導中心於5月4日至5日舉辦手作精油
滾珠瓶活動，由美國NAHA國際芳療初階認證

芳療師黃玟玉帶領學生實際調製精油，尋找屬
於自己的療癒香氣，逾60人參與。
　黃玟玉先提醒精油使用的安全須知，若是給
老人或孕婦使用，精油的調配不能依照正常的
比例調製，即使是個人使用，若感到不適，出
現頭昏、嘔吐的症狀，就要立刻停用該精油。
　接著，黃玟玉介紹多款精油的調製配方，提
供學生選擇自己喜愛的味道，並讓他們按照規
定的比例進行調配。在DIY過程中，參與者透
過芳療精油媒材，學習內觀，覺察自我身心狀
態，並調製出能療癒自我的精油瓶，體驗過程
不僅安頓自己的心靈，放鬆愉悅又自在。
　資圖一許明倩分享，自己在網頁上看到活動
資訊，覺得很有趣便前來參與，體驗後發現調
製精油非常好玩。

　吉他社5月3日在B119舉辦音樂創作講座，
邀請以臺語創作，佐以Afrobeat、Jazz fusion等
元素的當代靈魂樂團「烏流」講述創作歷程及
理念，逾50人參與。
　一開始由吉他手蕭育融及貝斯手陳建安講述
R&B曲風及創作的理念，蕭育融建議「若有
抓到樂風的精髓再去創作，會更加好聽。」接
著，主唱簡小豪以〈訕洗的夢佮末日的戲弄〉
為例，藉由歌曲分析編曲，並且比較Demo與
成品的差異，蕭育融說明，「吉他的旋律比較
強，注重切分音，而鋼琴比較平和，音節較
長，富有感情。」詳細的解說讓大家明白，不
是每項樂器都需要切分音，有些用長音、有些
用切分音，聽起來會較有層次感。
　財金三朱柏瑜分享：「樂團成員講解都非常
詳細，我原本想問的問題都已得到答案，而
且也聽到許多創作過程的細節，這是很棒的經
驗！」（文／陳昀）

　音樂文化社5月5日晚上7時在文錙音樂廳
舉辦「樂團講座」，邀請FORMOZA樂團分
享創作及表演經驗，吸引逾70人熱情參與。
　FORMOZA以介紹樂團名稱做為開場，並
演唱最新發行的歌曲〈It was like〉炒熱氣氛，
然後由團員們一一自我介紹，並分享自己接觸
與學習音樂的歷程，以及和伙伴創立樂團的故

事。緊接著，他們以〈Prophecy〉一曲將活動
帶入另一個環節─問答時間，與會同學都踴躍
提問，包括「編曲新手該如何作歌曲」、「樂
團前期如何找到目標受眾」、「主唱李浩瑋學
唱歌的經歷」等，樂團成員都有問必答。活動
最後，吉他手兼製作人蔣希謙說明一首歌的編
排配置與產出，他提到：「架構和記憶點很重
要，架構會影響整首歌的情緒，而記憶點是一
首歌裡非常重要的環節。」
　英文二林芯慈分享，「對於FORMOZA樂
團設有非常明確的目標及決心，受到不少激
勵，我認為自己應該也要找一個目標前進。」
（文／吳映彤）

　詞曲創作社5月5日晚上7時在覺軒花園舉
辦「淡江獨立音樂推廣計畫演唱會」，受疫情
影響，雖然原訂樂團「海岸乾杯」及「後站
人」的表演取消，「WHY樂團」依然為觀眾
們帶來許多精彩的表演，吸引近40名觀眾入場
觀賞。
　WHY樂團以帶點厭世迷惘氣息的歌曲〈求
生〉、〈Puzzle〉做為開場，接著演唱節奏感
很強烈的快歌〈獨孤少年的世界〉、有點逗趣
放克曲風的〈Hanna〉，穿插有點重能量的抒
情曲〈城市眼光〉、〈錯過〉及〈逞強〉，整
場的表演與聆聽者一同分享生活中的掙扎，主
唱蔡子淵表示：「希望我們的歌能與你們同
在，藉由歌曲把真實的樣貌展現給大家。」
　詞創社社員、財金二林易玄分享，「近期受
疫情影響，很多活動都取消了，今天能夠觀
賞到這麼厲害的音樂表演，感覺非常開心。」
（文／林雨靜）

▲吉他社邀請當代靈魂樂團「烏流」暢談創作
歷程及理念。（攝影／黃偉）

　【記者王薇婷淡水校園報導】母親節將至，
福智青年社於5月3日至6日在商管大樓3樓門口
舉辦「卡片傳恩情」活動，現場準備了超過30
種類型的卡片，讓同學們自由挑選，同時也提
供免費寄送的服務，希望在這個溫馨的季節
裡，邀請大家透過親手書寫卡片向想感謝的人
傳達謝意。
　福青社關懷組長、統計四蕭郁儒表示：「在
這個資訊發達的時代，很多人都是用電腦或手
機傳送訊息，較無法表達感情，透過這次的活
動，可以讓同學們用手寫的方式來傳達對母親
的感謝，同時也讓更多人認識福智青年社，知
道福青社在做什麼。」
　企管一范同學分享：「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
的活動，因為可以免費寄送卡片，平時很難用
言語來表達對媽媽的感謝，因此我寄給了媽媽
和遠在臺中的外婆，謝謝福青社讓我有這個機
會表達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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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社團接力分享創作經驗

▲諮輔中心 5 月 4 日至 5 日舉辦手作精油滾珠
瓶活動。（攝影／姚順富）

社團大聲公

AI 創智社
　 本 學 期 新 成 立 的 學 藝 性 社 團「AI 創 智
社」，聚集了一群對 AI 議題有興趣的同好，
共同理念是「人文為本」，核心思想為「人
所欲，施於人」和「共同創造」，希望藉由
社團的資源做些有影響力的事。
　雖然社團剛成立，社長電機碩一閆立中、
副社長資圖三范榕容早已規劃豐富的課程，
期許社員都能擁有自主學習的資源，並學到
實用的知識。目前已開設講座工作坊、專案
讀書會、網管培訓課，其中講座工作坊是針
對無經驗初學者，以實作為主；進階的專案
讀書會，大家一起研究討論；網管培訓課則
是訓練社員們具有擔任網管的能力。
　閆立中表示，為了吸引各院系的同學加
入，社課不只安排 AI 或專屬於工科的課程，
也有 AI 跨域整合工作坊，除了邀請業師指
導網頁撰寫、3D 建模及列印、VR ／ AR、
UI ／ UX 等硬實力的課程，也有軟實力的
培養，如：職涯探索、履歷撰寫、模擬面試、
人資諮詢等，培育社員們擁有不同領域之專
業與創新能力。
　閆立中分享，AI 創智社的幹部及社員遍
佈各系所，希望能將各院的師生聚攏在一
起，如同社團 Logo 的設計理念，寓意著融
合、無限循環，使社團永續經營，讓社團不
只是一般的學校社團，因此歡迎各領域、各
院系的同學加入 AI 創智社。（文／林雨靜）

▲AI創智社成員非常歡迎所有對AI議題有興
趣的同好們入社。（攝影／鄧晴）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5/10(二)
12:10

中文系
L402

文學週開幕暨外語版《淡淡人物
誌》新書發表會

5/12(四)
11:30

拉美所
T1103

淡江拉美論壇II—拉美情勢綜覽及分
析

曙光之星進步獎
即日起開放申請
　【本報訊】為提供經濟不利學生專屬學業成
績進步獎，以提升其學業成就，諮商職涯暨學
習發展輔導中心舉辦「曙光之星」獎勵活動，
獎勵對象為本校博愛助學獎補助實施要點之獎
補助對象，且於前一學期確實出席校內各單位
於活動報名系統提供有助於提升學業成績之
活動 1 次（含）以上，以致學業成績進步者。
名額至少 60 名，獎助金額為新臺幣 1 萬 6,000
元至 3 萬 6,000 元不等，申請時間至 5 月 15
日截止。除此之外，為照顧經濟不利學生可安
心就學，另有多項方案，歡迎同學依規定提出
申請，詳情見經濟不利協助方案網頁（網址：
http://spirit.tku.edu.tw:8088/x70/）。

福青暖心備卡片 
助生親筆傳謝意

▲ 111 年全大運，本校軟網代表隊鄧皓云（中）、鍾楊鎧（左 2）分別奪得
一般男子組單打冠、亞軍。（圖／體育事務處提供）

▲詞曲創作社邀請 WHY 樂團，為觀眾帶來許
多精彩表演。（攝影／陳景煬）

▲音樂文化社邀請 FORMOZA 樂團分享創作及
表演經驗。（攝影／陳國琛）

YouTu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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