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方亭筑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
組5月14日上午9時在SG316舉辦「百香果的滋
味—志願服務特殊訓練」，期許透過各項技能
的訓練，提升社團舉辦活動的服務品質。
　上午的場次，由本校護理教師鄭惠文主講
「營隊安全與基礎急救護理」，說明各種健康
狀況的危機處理與應變措施，以及三角巾的使
用技巧與操作。鄭惠文首先以發炎的四大要
素：紅、腫、痛、癢，帶領大家認識各種疾病
的徵兆與症狀，以及平時可以進行的身體保健
與護理，接著以休克和癲癇為切入點，說明急
救要點與處理步驟，最後帶著大家以醫用三角
巾進行包紮與止血的操作。
　下午則邀請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講師鄒翔
年以「活動主持帶領與台風建立」為題，說
明帶領社團活動的要點，和口語表達障礙的改
善方法。鄒翔年強調，主持人是整場活動的主
人，相比司儀的字正腔圓，主持人更需注意整
場活動的氛圍、觀眾的互動，他以看見、發

現、反思總結活動主持的要領，鼓勵學員藉由
練習和模仿，進而找到屬於自己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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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 X 機器人工作坊

　【記者陳昀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於5月14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年度音樂盛事「第33屆
淡江大學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決賽，邀請
中華音樂人交流協會理事長丁曉雯、河岸留言
創辦人林正如、金曲獎評審黃中岳，以及胖虎
punkhoo主唱暨吉他手BENN等專業音樂人擔
任評審，與線上觀眾共度這場音樂饗宴。
　獨唱組由本校法文三朱恩喬以〈Untitled〉
一曲奪得冠軍，朱恩喬分享：「這次參加金韶
獎的心態比較像是圓去年的夢想，希望能完成
去年未做到的事，也希望透過這個比賽增加一
些經驗，認識更多同樣喜好的朋友們。」
　重對唱組的比賽，由本校法文四葛俐妤、
風保四陳立洋以〈一分之二〉獲得冠軍及第
一銀行人氣獎，R&B帶Neo-Soul的曲風，兩
人恰到好處的合唱，使整體演唱漸入佳境。葛
俐妤感性分享：「這次在舞臺上的表現比較平
穩了，但難免緊張，比賽過程看到並感受到音
樂可以串起很多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雖然是競
賽，卻充滿一種愉快又溫馨的感覺，未來將繼
續往音樂之路邁進，累積更多經驗和故事。」
　創作組的演唱，由逢甲大學王駿維和臺灣
藝術大學李佳瑜帶來〈你的傘〉拿下冠軍及
最佳編曲獎，這首自創曲以微雨的天氣和清亮

的嗓音，表達出想見一個人的期待和等待的惆
悵感。另外，最佳樂手獎由政治大學邱宣凱以
〈慣性取暖〉奪得，最佳作詞獎為勤益科技大
學孫藝瑄和嶺東科技大學許皓幃的自創曲〈屬
於自己的咖啡廳〉拿下，最佳作曲獎則由東海
大學文汝言和王碩威以自創曲〈地毯〉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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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吳映彤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於5月
13至15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第54屆畢業設
計校內評圖，為畢業設計展暖身，由建築系副
教授鄭晃二擔任設計召集老師，邀集各界學者
及建築師為61位學生評比作品，除了解學生的
作品理念外，也對其建築樣品提出建議。
　本次以「Among茫茫」為題，從疫情改變世
界的角度著手，建築系教師讓學生透過建築
來探討萬物間的模糊調性，期待適應社會的
韌性。除了畢業作品評圖外，並針對這次議題
訪問建築系副教授陳珍誠等5位教師。此外，
建築系於5月26至29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第54屆畢業設計校外評圖、於6月16至20日在
花博流行館，舉辦第54屆畢業設計展覽，相關
活動訊息請密切注意「淡江建築畢業展丨54th
畢業設計丨Among」臉書粉絲專頁。（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TKUARCHI/）

建築系校內評圖

以日常觀察轉化多元創作發想建築碩三林宏恩
校園話題   物

　【記者林靖諺專訪】「我習慣把日常生
活中所發現的問題，運用設計的方式去解
決。」建築碩三林宏恩透過日常觀察與生活
經驗，創造許多獨特風格的作品，並獲得
「第四屆康提藝術與跨領域設計競賽」最佳
環境設計獎、最佳設計獎、創新獎、「2020

立邦亞洲青年設計師大獎賽」金牌等諸多獎
項，2022年更榮獲臺灣建築學會的多項獎學
金。林宏恩表示：「獲獎初期很感動，覺得一
切的努力都有回報，後來就以平常心面對，相
信只要盡力追求進步，成果自然就會來。」
　林宏恩長期涉獵多種領域，關注方向從地方

文化、社會議題與設計理論、藝術等，
並以此轉化為多元創作的養分。他提
到，每項設計的發想，都是從平日的觀
察產生，當意識到日常生活中的不方便
或是會造成使用者困擾的設計，就會開
始思考該如何改善。例如2022年「五股
夏綠地藝術設置品設計案競賽」，從新
北市政府想改變當地垃圾山形象的概念
出發，林宏恩設計出「溫．晴之翼」裝
置藝術，以翅膀呈現展翅高飛的期望，
「希望能讓這片過去令人想遠離的土
地，翻轉成貼近人們的公園綠地。」
　參加過許多比賽的他，都是透過網路
蒐集並彙整資料，林宏恩希望能善用精
力最盛的學生時期，把握每份資源。他
提及在臺南就讀大學時，有個超過百年

的魚市場，正面臨被拆除的命運，在聲援抗
議後，他開始關注環境問題，「我想守護環
境和人文歷史，過去所留下的文化，不可以
被現代化抹平。」
　除了觀察周遭環境，林宏恩也喜歡看展與
聽演講，培養創意發想。他的作品非常多
元，包括攝影、建築、設計三項興趣，2021
年舉辦「顯影劑影像攝影展」，今年8月將
在高雄市On The Road影像空間舉辦聯展，
展現長時間累積的各類型創作。他感謝家人
給予的自由發展，「他們從不限制我一定要
做什麼，一切都由自己選擇。」因此他也習
慣獨自探索，雖然耗費較多時間，但透過自
己的思考系統和經驗，早已產出專屬自己的
學習方式。
　對於未來，林宏恩期許自己能在不同領域
持續創作，他提及大學時期的畢業設計老師
郭一勤曾說：「做每件事都要有破釜沉舟的
決心，必須讓自己沒有後路，才能心無旁騖
地勇往直前。」因此，他將把握現有的每個
資源，更積極的學習，每次創作，都告訴自
己「不要受到侷限」。

▲建築碩三林宏恩透過日常觀察與生活經驗，創造許
多作品，並獲得多項設計獎。（攝影／鄧晴）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5月19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110學年度
第二學期「全校二、三年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座
談會」，採實體及MS Teams遠距同步，座談
會由校長葛煥昭主持，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行
政副校長莊希豐、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蘭
陽副校長林志鴻與各教學、行政單位主管，以
及各班代表等近百人與會。
　葛校長致詞表示，近期疫情嚴峻，但本校相
較於他校控制得宜，確診學生若涉及學校足跡

的相關訊息都會放在學校首頁的「防疫及通報
專區」，力求資訊透明，讓大家放心。學校一
切都依循政府規範執行，包含上課時須按座號
入座並拍照等措施，學生若有任何問題，請透
過班代表座談提問或致電校內相關單位，切勿
輕信網路資訊或尋求體制外的方式處理，而毀
損校譽。
　學生提問住宿生確診的處理方式，住輔組回
應，若同學確診，請主動向住輔組通報，學校
將於第一時間做清消，並將確診學生及同寢室
友分別進行居家照顧及隔離，至於住宿費的問
題，目前學期已過2/3，與去年情況不同，因
此不會因為遠距授課而退還住宿費。
　設備方面，學生反映宮燈教室的桌椅不符人
體工學希望能汰換，總務處回應，目前桌椅仍
以修繕為主，將與建築系教師商討改善方式；
關於在教室內架設課程攝影機，方便遠距學習
時可觀看板書內容，資訊處表示，考量教室環
境並維護上課學生的個資，原則上不架設，但
已針對這需求逐步進行改善措施，如師生有相
關需求可與遠距教學發展中心聯繫。

浮游花擴香瓶
　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5月13日在
I301舉辦紓壓工作坊，由謐時光心理諮商所諮
商心理師馮喬琳帶領15位同學，在綿綿細雨的
午後一同靜心放鬆，找回內在的平靜與節奏。
　首先，馮喬琳介紹曼陀羅藝術創作，她以不
同的圓圈、形狀、粗細、顏色，一筆一畫勾勒
出心靈的意象，展現潛意識裡獨樹一幟的風
格，藉此讓同學們沉靜心靈，然後以「疫情下
的意象」為主題，邀請同學們自由想像、盡情

創作，並試著分享作品的意涵。
　接著，馮喬琳讓學生們挑選材料包後，便進
行簡單的講解與範本展示，同學們將永生花修
剪、組裝、放入玻璃花瓶中，並用竹籤在僅2
公分的狹窄瓶口進行微調，接著加入擴香液或
精油，便完成浮游花擴香瓶。（文／莊庭如）

精油口罩貼
　精油是萃取於天然植物的化學分子，可以幫
助人們紓壓放鬆、專注思緒或消除疲勞，因此
諮輔中心5月18至19日舉辦手作精油口罩貼活
動，共計4個場次，近60位學生參與。
　活動由美國NAHA國際芳療初階認證芳療師
黃玟玉主持，她首先說明精油的特性及使用安
全須知，然後介紹多款調製配方，讓參與學生
了解每種精油的味道與芳療效果，接著請學生
選擇適合自己的精油配方，並依規定比例調
配，實作完成後，再挑選自己喜歡的口罩貼，
只要將精油適量的滴在口罩貼上，就能擁有獨
一無二的精油口罩貼。（文／姚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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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代表座談葛校長籲勿信不實資訊

諮輔中心工作坊助生靜心紓壓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時隔兩年，本
校大傳系第36屆畢業展重磅回歸，於5月18至
20日在校內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成果展，主題為
「協尋日常」，因疫情關係，改變了生活，失
去了過去的日常，今年畢展共59位學生參與，
以傳播媒介記錄屬於這個時刻的日常，分為影
音、專題、行銷及研究論文4組。
　開幕式於5月18日中午舉行，學術副校長何
啓東表示，大傳系畢展總有驚人的創意，能從
中感受到學生思路、邏輯都貼近現代社會，相
信同學畢業後，能為未來社會帶來不一樣的風
貌。秘書長劉艾華感謝全體大傳系教授的付
出，使學生的才華創意得以充分發揮。
　文學院院長林呈蓉分享「日常不會永遠存
在，不凡多在平凡中成長。」勉勵學生要以平
常心面對挑戰。大傳系主任唐大崙說明，疫情
下還能堅持辦展實屬不易，除了表揚學生的付
出，也須仰賴全體師長及校友的幫助。影音組
指導教授王慰慈表示，在帶領學生過程中，完
全沒有學生因疫情而放棄創作，感謝全體學生
的堅持。

大傳畢展不平凡中成長
以影音記錄社會議題

　金韶獎總監，數學三翁林華表示：「這次金
韶獎比賽遇上疫情升溫，真的不容易舉辦，非
常感謝這次的參賽者與評審老師們，因為大家
積極的配合防疫措施，以及對音樂的熱情，才
能成就今年的金韶獎，希望下次比賽不再受疫
情影響，能夠順利舉行！」

▲學務處舉辦「全校二、三年級及研究所班代
表座談會」，由葛校長主持。（攝影／鍾子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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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輔中心 5 月 18 至 19 日舉辦手作精油口罩
貼活動。（攝影／陳嘉雅）

▲建築系 5 月 13 至 15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第 54屆畢業設計校內評圖。（攝影／高振元）

▲本校葛俐妤（左）和陳立洋以〈一分之二〉
獲得重對唱組冠軍。（攝影／游晞彤）

▲東海大學文汝言（中）和王碩威（右）以自
創曲〈地毯〉獲得最佳作曲獎。（攝影／黃偉）

五虎崗文學獎楊沛容摘雙首獎

志願服務特殊訓練強化營隊安全

李瓊淑：即使一手爛牌也要奮力一搏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生活輔導組於
5月16日上午8時10分在B507舉辦智慧財產權講
座，邀請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律師楊敏玲主講「校園著作權與合理使用」，
近百位學生以MS Teams參與。
　楊敏玲說明著作權的種類包括語文、音樂、
戲劇舞蹈、美術、圖形、視聽、錄音、建築、
電腦程式等著作及衍生著作。網路上的文章
或影片、舞蹈等都會涉及著作權，若侵犯到
原著作品，將會受到法律責任。但只要合理使
用，就不會觸犯到著作權，例如清楚標註引用
來源、留意使用頁數的比例要在規定範圍內。
她也提到，學生在合理使用時應注意事項，如
重製卡通人物是否能練習使用，若只供個人練
習而非營利用途是可以的，如果後續有其他營
利、商業行為或上傳網路的話，就必須取得著
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權才可以。最後，楊敏
玲勉勵大家：「智慧是打開世界的鑰匙，希望
同學們在學校可以求得許多寶貴的知識。」

楊敏玲談智財權

　【本報訊】西語系於5月5、6日晚間7時在實
驗劇場舉行「西語系2022年西語戲劇公演」，
今年受疫情影響，公演期間場內人數低於60人
且採梅花座方式遵守防疫規定，全場也以西
語演出。本次由西語系助理教授葉汐帆指導。
此次公演是以西班牙知名劇作家安東尼奧．
加拉（Antonio Gala）於1975年著作的《尤利
西斯，你為何跑步？》（¿Por qué corres, 

Ulises?）作為演出劇本，故事是描述主角尤
利西斯是特洛伊戰爭中的木馬發明人，在戰後
20年，他與身邊兩位女性的愛情故事，全劇為
輕鬆溫馨的小品喜劇。導演、西語四陳松聖分
享，正式演出前一個月，兩位男女主角因故無
法演出，緊急由學妹接演、男主角則是用戴面
具並以幕後配音的方式演出，所幸受到好評，
感謝團隊成員相互合作，讓公演順利完成。

▲護理教師鄭惠文（右 2）示範以醫用三角巾
進行包紮與止血的操作。（攝影／方亭筑）

　【記者高沛生、鄧晴淡水校園報導】由文學
院主辦、中文系承辦的第38屆五虎崗文學獎，
5月12日上午11時在B302A舉行決審會議，邀
請羅智成、林佑霖、房慧珍等9位專業作家評
選，中文碩一楊沛容以《詠明》、《無人樂隊
的最後一首歌》摘得新詩組、小說組雙料首
獎，中文四黃于真以《失語》於散文組奪冠。
　決審會議中首先由文學院院長林呈蓉致詞，
她表示：「五虎崗文學獎是臺灣藝文界非常重
要的事，且中文系推廣文學的同時，也藉由文
學競賽培養出優秀的評審老師。」期許參賽者
可將對文學的熱情感染到更多人。中文系學會
會長、中文二楊采宜表示，本屆共有162件作
品參賽，評審們對於進入複審的作品，表達多
是文字書寫成熟卻平淡，題材多元且故事節奏
順暢，尤其許多作品為不同科系同學投稿，也
有許多一年級同學作品得獎。

　楊沛容獲雙首獎非常開心，很榮幸也很驚
訝。「如果我的文字能帶給閱讀者一些觸動或
感想，或是某層面的陪伴，我會非常開心。」
相信每個人感受到的都不同，兩篇作品某部分
也代表了以前和現在的自己。中文四黃于真分
享，獲獎感到開心，也算是不枉費這四年來的
努力，創作沒有標準答案，只有在用心反覆琢
磨後，才能寫出不愧對讀者的作品。

▲大傳系 5 月 18 至 20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成果展「協尋日常」。（攝影／陳國琛）

▲第 38屆五虎崗文學獎決審會議，評出新詩、
散文及小說組各組優勝作品。（攝影／鄧晴）

　【記者陳品竹淡水校園報導】管理科學系開
設企業經營講座，5月18日上午10時邀請台灣
大車隊副董事長李瓊淑主講「勇於破框，敢
於挑戰」，她說明其精彩人生經歷，並勉勵同
學培養洞察力、在關鍵時刻創新改變與持續學
習，即使握有一手爛牌，也要奮力一搏，努力
的過程都將成為未來前進的養分。
　人的成長過程中，往往不能決定自己要走什
麼路，李瓊淑鼓勵同學：「未來進入職場，
應努力打破他人界定的框架，才能夠迎來創
新。」看待事物不要認為是理所當然，應保有
持續學習力，不怕改變及順應發展。
　李瓊淑舉例，在台灣大車隊曾進行重要改
革，如改善車隊司機的繳費方式、改用智慧語
音叫車服務、減少人力成本，且率先提供乘客
信用卡支付方式，她強調：「每一次挫折，都

是改變的契機。」使原先遇上危機的台灣大車
隊，變成全臺唯一計程車隊上櫃公司。
　「創新還要創心，成就自己時也要成就他
人。」李瓊淑分享過去八八風災時，台灣大車
隊善行義舉主動接送災民，並協助公益團體，
帶來社會形象與關注，達到互利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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