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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照宇專訪】「身為軍人的父親告訴
我，當自己有能力的時候，就為國家做點事
吧！」這句話，正是擔任外交部 105 年「國際
青年大使」的最佳寫照，她是語言二吳宇穠。
與其他 99 位入選者，代表臺灣赴各國進行文
化交流，她堅定地說，「希望能讓世界各地的
人，感受到臺灣人的熱情與善良。」
　2 年前，吳宇穠從朋友口中得知「國際青年
大使交流計畫」，「我想擺脫大學生愛玩的既
定印象，加上系上謝顥音老師鼓勵我勇敢地讓
自己活出不凡，所以就去參賽了。」
　她選擇運用不同的方式，展現個人特質，
「當多數的競爭者都在精進計畫時，我決定重
新認識臺灣。」她說明，「這是一個重要的抉
擇，我認為如果我不夠了解自己的土地，就無
法符合大使的頭銜。」
　「我曾經陸續走訪臺灣各地，看見不一樣的
文化。」吳宇穠更談起因為母親在山地服務，
「2009 年母親幫助八八風災的原住民部落重
建，因此讓我真正走入屏東瑪家鄉的排灣族部

落。」這段經歷，讓她在青年大使選拔時，穿
上排灣族族服，詠唱傳統古調「Lalai」，並對
評審分享「臺灣的美在於能包容不同文化。」
　為期 6 個星期的培訓，對吳宇穠而言，縱使
辛苦，卻也收穫良多。她回憶當時的現況，「青
年大使的團員們都是來自不同學校、不同領域
的佼佼者，各個身懷絕技。加上語言能力並不
是衡量個人能力的唯一要件，且受訓內容大多
是表演，所以我的語言專長在當時無法全然使
力，難免感到挫折。」在這段團體生活中，活
潑外向的性格，在跟隨領導者的過程中，更懂
得內斂，也學習站在不同觀點看待事物。
　培訓課程中，讓吳宇穠至今難忘的是校友、
前駐法大使呂慶龍的演講，讓她領悟到「要時
時刻刻做足準備，才能向外推廣臺灣，對不認
識你國家的人，會以你個人的行為舉止，以偏
概全，所以從事外交工作，要格外注意言行。」
　吳宇穠所屬的美加團，前往紐約、西雅圖、
溫哥華、聖地牙哥等大城市交流，「其中，印
象最深刻的經驗，是到達智利參訪時，整段行
程皆由我國駐智利大使陳新東陪同，一路上皆

有警車開
道， 讓 團
員都十分
驚訝。」
　 另 外，
在與當地
政 府、 民
眾交流過
程， 她 發
現各種社
會 現 況，
「以溫哥
華 為 例，
當地青年
對政治懷有許多想像，期許有一天能夠改變國
家現況。」
　這段國際青年大使的歷練，讓吳宇穠看見不
一樣的文化景致，開闊國際視野，「臺灣是島
國，我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但我更想走出
舒適圈，一窺世界有多大。」她以「學得認真、
玩得瘋狂」與大家共勉。

校園話題   物

語言二吳宇穠

健康小坊   講座報名      起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衛生保健組將在 11 月初中午舉辦 3 場「健
康小坊」講座，均自今日（24 日）下午 2 時起開始報名。11 月 1 日將邀請
運動保健師李重欣分享「有氧運動 DIY」，有氧運動能充分燃燒體內脂肪，
並不斷輸送氧分到身體各部分，能為健康帶來效益。他也將於11月3日以「肌
力 UP UP」為題進行分享，另外 11 月 4 日則邀請臺灣癌症基金會營養師高
鈺祐講解「正確飲食」。注重健康的你，請至本校活動報名系統報名。參加
講座者，備有輕食一份，若名額已滿，衛保組歡迎大家自備午餐參與。

校慶高爾夫賽報名     止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屬於全體淡江人的校慶盃高爾夫球賽又來
啦！體育處將於 11 月 14 日上午於老淡水高爾夫球場開賽，即日起報名至 11
月 7 日 16 時止，歡迎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含眷屬）、學生、退休人員、兼
任教師與校友參加，一起切磋球技，提升高爾夫球體適能。
　本次比賽採用「新新貝利亞」差點計算公式競賽，並於賽後餐會中頒發獎
品予總桿冠軍、淨桿前 3 名、幸運獎、BB 獎、技術獎及特別獎。報名及詳
細競賽規則請洽體育處活動組黃子榮，分機 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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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幻旅程演唱會      起索票

　【記者張力堃、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105
學年度新生盃各項運動競賽結果出爐！體育長
蕭淑芬表示，「新生盃是新生上大學第一場賽
事，在短時間內選拔、訓練，不僅是適應大學
的好方式，透過運動也容易增進同學間情感，
同時蛻去青澀。另外，各校隊教練與隊長也能
從中觀察新秀表現，挖掘校隊新血。」慢速壘
球、網球、桌球、羽球均在 15、16 兩日進行
廝殺；16 日整天是撞球激烈的賽事，籃球、
排球則在 20 日一決勝負，各項比賽表現亮眼。
　男籃決賽現場殺氣騰騰，最後由資管系奪
冠，亞軍由企管系抱回。隊長資管三蘇一修開
心地表示，「很感謝來球場加油的同學們！讓
我們在中場後找到贏球的步調。」女籃決賽由
蘭陽聯隊勝機電系奪魁，蘭陽聯隊隊長語言二
楊筑潔感謝隊員們的辛苦及努力，「比賽很緊
張，幸好最後穩住陣腳才能贏得勝利。」
　男排決賽現場氣氛高昂，土木系跟經濟系競
爭激烈，經濟系系主任鄭東光更到場支持。經
濟系一度在第二局挽回局面，決戰至第三局

　想要更了解原
住民的文化，結
交原住民的朋友
嗎？那你就不能
錯過在今年復社
的「源社」。
　社長大傳三剛
牧柔有著阿美族
和達悟族血統，
在參加原資中心
辦理的原住民交流活動後，就燃起復社的動
力，「那聚在一起交流、歡笑的時刻，那凝
聚力迸出的熱情讓我感動。」她補充，「我
們社團秉持著增進原住民情誼、深化原住民
自身的認知與推廣原住民文化為宗旨。」
　社課指導老師是同為原住民的原資中心王
志凱，他表示，「除了讓社員分享各族傳統
的相異處與各自的經歷，也會舉辦文化講座
讓社員更加深自己文化的認知。」並預告於
31 日開始為期一週的原民週，設計了許多活
動讓全校同學了解原住民文化，「除有製作
原住民傳統飾品與穿著原住民傳統服飾拍照
打卡活動外，更請到近期爆紅的原住民歌手
阿爆，以及金曲獎得主 Sangpuy 分享創作音
樂的歷程。」年底也將邀請社運人士瑪躍比
吼演講，寒假更會籌辦部落生活體驗。
　剛牧柔談及復社的艱辛，「原住民占本校
學生僅不到 1％，都分屬不同學系，要認識
大家實在不容易。」她很感謝每個幫助源社
復社的同學與師長，也表示，「不論是否為
原住民，都歡迎對原住民文化有興趣的你。」
（文／楊喻閔、攝影／林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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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24(一)
8:00

電機系
E315

2016年機器人創意競賽報名活動

10/25(二)
12:00

國際研究學院
黑天鵝

國際研究學院週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活動看板

後，最後由土木系蟬連冠軍。隊長土木三汪彥
廷興奮表示，「大一新生十分積極，假日練
球也毫無怨言，我覺得他們實至名歸。」女排
冠軍則由保險系奪得，亞軍為資傳系。身為隊
長帶領保險系拿到冠軍的保險三陳又寧謙虛地
說：「有兩位大一新生在訓練過程表現出色，
相信她們未來會更加進步。」
　慢速壘球賽透過一連串緊張的競賽，最終由
水環系稱霸，亞軍、季軍和殿軍分別是會計
系、航太系和運管系。系壘隊長水環三陳俊綸
表示，「學弟在比賽時都相當投入，比賽過程
中亦看出平常訓練有足夠的成效，但這次比賽
參加隊伍並不多，希望更多同學可以一起加入
打壘球的行列。」
　網球賽在豔陽高照下互尬球技，新生組男單
由教科一王楷敦奪冠；公開組男雙冠軍由資工
二彭嘉偉、西語二韋摯獲得，韋摯同時稱雄男
單。女雙冠軍是英文三李芳懿、國企三陳郁茜；
女單冠軍則由經濟三姚茵獲得。王楷敦表示，
「我覺得保持穩定性、不急躁是我獲勝關鍵，

大地環保社慈青社推節能減碳社團繽紛樂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大地環保社與
慈青社為了提倡節電概念，於 18 日在驚聲銅
像廣場合辦「流明驚聲」關燈晚會，將宮燈大
道路燈關閉 1 小時，並邀請口琴社、古典吉他
社、音樂文化社進行不插電的音樂表演。
　大地環保社社長化材三黃彥儒說：「我們希
望提醒大家養成節能減碳的習慣，為地球盡心
力。取名流明驚聲，是希望熄燈後，能有更多
感受，就如同螢火是夜晚閃亮的光點。」公行
二吳婷俞表示：「雖然不插電導致表演有時聽
不清楚，但活動所傳達的概念非常棒。」

劍擊校隊 西洋劍社   辦理 C 級裁判講習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中華民國擊劍
協會於 15、16 日在本校舉行「105 年度 C 級
擊劍裁判講習會」，由擊劍校隊與西洋劍社
共同承辦，邀請國際裁判、校友黃皓志主講，
說明裁判的職責、講授擊劍術語及手勢，對 C
級擊劍裁判考試及相關規定做詳細說明，約有
25 名校內外人士與會，並參加考試。

　西洋劍社社長資傳三黃家禎表示，「很開心
與擊劍校隊能有機會合辦此次活動，讓大家更
了解裁判考試的規則和對各種狀況的處理。」

慈青社   揪團假日關懷長者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慈濟青年社與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真理大學的慈濟青年社，
於 15 日共赴仁濟安老所關懷長者，陪伴他們
聊天、唱 KTV，還做了南瓜燈籠。
　社長保險三高翎軒分享，「跟爺爺奶奶互動
時很開心，希望帶給他們溫馨、幸福的感覺。」
社員數學四杜佳蓉分享，「有一位學員陪伴的
爺爺有點重聽，主持人講話時，他就在爺爺耳
邊覆誦。回想小時候也是長輩一字一句說給我
們聽，現在能回饋給長者們，讓我十分感動。」

天文社   街頭玩天文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全國大學天文
社聯盟於 16 日在國父紀念館舉辦「街頭天文
學 - 生活中玩天文」，本校天文社也參與活
動。天文社社長英文四趙偉翔表示，希望能藉

由與各天文
團體共同進
行觀測的活
動，增進彼
此間的合作
機會。
　社員運管
三張悅朗認
為，活動相
當成功，不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 18 日
舉辦 B 計畫認證講座─「嘻哈的歷史：非裔美
人如何透過音樂解讀美國政治」，邀請嘻哈樂
史、關鍵評論網及 SOSReader 等平台上擔任專
欄作家的吳念達分享嘻哈文化的歷史與影響。
　吳念達表示，嘻哈文化誕生於 1970 年代，
由嘻哈之父 DJ Kool Herc 等先知領軍的 Old 
School 時期之音樂，原是為了炒熱派對氣氛而
出現。1983 年，Run-D.M.C. 帶領嘻哈音樂正
式走入 New School 時期，饒舌文化逐漸盛行。
1986 至 1993 年為嘻哈之「黃金年代」，此時
期的音樂飽含政治色彩，鼓勵黑人捍衛自身權
利、建立其對自我族群的自信，並反映美國社
會種族歧視等亂象的存在。現今嘻哈音樂文化
則融入各類型樂曲中，多元呈現。
　會長資管四陳信宇表示，盼能透過演講讓同
學了解異文化的差異性及獨特性，並思考如何
為自身權益發聲。法文三許婕妤說：「這次的
演講很生動，讓我清楚明白非主流文化的脈絡
與歷史！」

（攝影／何瑋健）

整場球賽氣氛很好，大家都以球會友。」
　桌球賽新生組男單、女單分別由電機一馬紹
宸、經濟一張庭瑄抱走冠軍；公開組男單、女
單分別由土木二呂理言、保險碩一蔡佳臻奪冠。
張庭瑄表示，「當天是抱著交朋友的心情去參
賽，可以和那麼多人切磋球技是很棒的經驗！」
蔡佳臻說明，「這是進淡江以來新生盃有桌球
項目，希望有更多同學一起參與這項運動！」
　羽球賽新生組男單、女單分別由企管一徐培
原、國企一王沛瑜抱走冠軍；公開組團體賽冠
軍是化材系，電機四朱世竹、統計三陳品穎各
拿下男單、女單第一，其他分項冠軍：男雙機
電三戴敬耘、機電二李承融，女雙化材四徐嘉、
鄭筑勻，混雙數學碩一莊逸丞、鄭惟綸。朱世
竹表示，「當天的體能狀況我很滿意，和對手
勢均力敵，致勝關鍵是我體力保留比較多。」
　撞球決賽賽事激烈，新生組冠軍由資管一蔡
佳安抱走、公開組冠軍則是資工四陳思羽。蔡
佳安表示，「保持著平常心是我取勝的關鍵，
撞球一直是我的最愛，能奪冠真的很開心！」

打卡   迎校慶演唱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由課外組、學生會舉辦的校慶演唱會「奇幻
旅程」開放索票囉！門票於 26 至 28 日中午 12 時至下午 4 時，在海報街學生
會帳篷憑學生證免費索取，門票限量 1,500 張，要搶要快囉！演唱會將於 11
月 3 日晚間 7 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由藝人莎莎擔任主持人，歌手陣容包
括田馥甄、動力火車樂團、閻奕格、Popu Lady、毛弟等等。一起期待這個令
人熱血沸騰的演唱會吧！同時，在圖書館出口處設有打卡活動，只要拿起麥
克風手板、寫下最愛歌手手板拍照打卡，即有機會抽中 Line 貼圖代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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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的嘉
雲巧克力傳情於今日（24 日）至 28 日一連 5
天早上 8 點到下午 6 點，在海報街和商管前擺
攤囉！今年以「御守巧克力傳情」為主題，不
只能跨校在全臺上百所大專校院傳送巧克力，
還要加上各式御守，讓大家在愛情、友情各方
面都運勢強強滾！會長企管二林育嘉表示：
「透過巧克力傳情，能表達平時不輕易顯現的
心意，透過這種方式傳遞愛，真的會讓人感到
幸福滿分，歡迎大家一同參與！」
　活動總召運管二林立哲則說：「巧克力傳情
是嘉雲校友會每年的重大活動，我們扮演著負
責傳遞溫暖的角色，對我來說意義非凡，我們
幫大家把心意傳達到對方手中，讓人在寒冷的
冬天感到溫暖。」
　此次活動特別與保養品牌 The SAEM 合作，
舉行抽獎活動，獎品除了有廠商提供的保養品
外，還有機會抽中大獎 Coach 包和香港來回機
票，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快來用巧克力傳送你
的心意！

吳念達   理解非裔美人

全臺百校預約傳情

嘻哈樂史

御守巧克力

　大地環保社與慈青社倡節電減碳，合辦「流明驚聲」關燈晚會，18 日晚間宮燈
大道路燈熄燈 1 小時，熄燈期間由 3 社團進行不插電音樂表演。（攝影／何瑋健）

僅有很多人參與也得到許多肯定，有父母帶著
小朋友來看，也有許多老人家是生平第一次體
驗用望遠鏡看月亮，在觀測當下令人很感動。

日研社   分享「水屋」準備工作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文化研究
社 18 日晚間邀請日文系助理教授廖育卿分享
茶道前在「水屋」的準備工作。她表示，水
屋是位於茶室旁，用來準備及清洗茶道具的空
間，其中「篩茶粉」是最主要的工作，需先將
茶粉舀到篩茶粉罐，接著蓋上蓋子以旋轉方式
搖動，再舀進放茶粉的罐子「茶棗」中，堆成
象徵日本精神的富士山形象。
　社長財金二黎方雯表示，透過體驗活動較能
讓社員了解日本茶文化。日文二陳品諭說：「水
屋的工作比想像中複雜，處理流程也有規範，
日本茶道要求細節，讓我更加仔細地琢磨！」

火舞社   專業達人來校教學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火舞社於 14
日邀請 ComingTrue 表演工作坊的火舞街頭藝
人豆腐（郭彥甫）授課，除教導新進學員基本
動作外，也傳授新招式。副社長電機三盧昱翰
表示，「由於本社創設才一年，所以需要專業
表演者來校授課，讓大家吸取更多經驗。」課
後有許多學員圍著郭彥甫請教，互動熱烈。
　學員資工三王昱力表示，「由於老師的經驗
非常豐富，一下就看出每個人的問題所在，也
教導我們很多招式小訣竅。我趁著這難得的機
會請教老師，並修正自己的錯誤。我想，再把
平常所學整合加強，應該能更快地進步。」

熱舞社   甄選 college high 八強選手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熱舞社 college 
high（大學生校際街舞比賽）的前哨戰打響啦！
19 日晚間舉辦的「哩賣靠盃」在 48 位參賽者
參與下如火如荼地進行。本次比賽開放全校學
生參與，以 locking 為限定舞風，特邀 4 位舞蹈
及參賽經驗豐富的學長姐擔任評審，徵選校內
八強選手，激烈競爭後由資管四林緯奪冠。
　社長英文三洪婷融表示，比賽中湧現多位街
舞高手，期待他們為本校爭取 college high 比賽
榮譽。林緯表示，期待在 college high 比賽中為
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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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會邀請在嘻哈樂史、關鍵評論網等平
台上擔任專欄作家的吳念達（前排右二）分
享嘻哈文化的歷史。（攝影／朱樂然）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 66 週
年校慶，建築系舉辦系列講座「大師講堂」。
22 日，由雲門舞集創辦人、藝術總監林懷民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以「在水泥地上種花 我
的雲門歲月」為題發表演說，同日亦在雲門劇
場舉辦兩場「身體與空間工作坊」。
　66 校慶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公關文宣組於
上週，結合圖書館木箱和 FB 社群媒體舉辦宣
傳活動，雲門因不公開活動，所以打卡活動配
合建築系提前結束，為期 3 天的活動貼文，共
觸及 660 名用戶、吸引 17 人打卡。

林懷民演說   淡江@

音
樂

眼世界 展現文化軟實力Fun

　吳宇穠展現臺灣
在地文化，獲選外
交部 105 年度國際
青年大使。（圖／
吳宇穠提供）

新生盃籃排壘網桌羽撞新秀輩出105

　男籃決賽現場殺氣騰騰，廝殺最終由資管
系爭霸，企管系抱回亞軍。（攝影／鍾子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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