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13 日，由國際
暨兩岸事務處、大陸學生校友會主辦的「2018
年境外生文物展」在黑天鵝展示廳盛大開幕！
本校醒獅團率先帶來熱鬧的舞獅表演，外語
學院院長陳小雀、體育長蕭淑芬、總務長羅孝
賢、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國際長李佩
華等師長出席。
　李佩華致詞時表示，「淡江有逾兩千名境外
學生，來自 72 個不同地區、國家，他們在此
分享豐厚的語言和文化底蘊，也藉由舉辦文物
展提供一處雙向交流的空間和機會，邀請師生
一齊來享受一場跨文化之旅。」
　今年展覽以食會友，邀請外籍生聯誼會、馬
來西亞同學會、港澳同學會、國際大使團、美
非分會、印尼分會、愛心團等社團協辦，以「舌
尖上的文化」為主題介紹馬來西亞、港澳、大

陸、印尼、美非及臺灣等地的特色美食與飲食
文化，現場亦展示舞獅文化、各國手工藝品及
傳統遊戲。每個展區海報設計皆獨具巧思，充
分呈現其國家地理位置及風景特色，令人眼睛
為之一亮。
　除此之外，一連 4 天的活動安排有精彩環
節，例如服裝走秀、美食品嚐、快閃活動、室
內導遊、公益活動及民俗表演等活動，讓這股
文化之風吹遍整個校園。
　歷史三容曉彤分享，「每年文物展布置讓人
驚喜，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能認識彼此家鄉的
風土人情，也讓人體會到多元文化的精彩之處
與包容性。」

聯合文化週仙人掌冰熱銷６千支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由花東校友會、雄友會、竹苗校友會等 15
個校友會合辦「第十五屆聯合文化週：作伙來轉去」於 12 日至 16 日在海報
街開賣各地名產與美食。各家攤位布景呼應今年主題，招牌設計皆為「小賣
所」，會場充滿濃濃的 1970 年代風格，搭配熱情的叫賣聲此起彼落，使整個
海報街熱鬧非凡。海報街上幾乎人手一支的仙人掌冰，澎友會會長、公行二
許雅媛說：「我們賣的冰品使用仙人掌果實而製，果肉顏色是天然的桃紅色，
無添加任何色素，口味酸甜，到本週結束應該能賣出超過 6,000 支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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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來報名第　屆金韶獎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快來展現你的一身音樂好魅力，勇敢唱出
自己的歌！」第 30 屆淡江大學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於 19 日至 23 日在書卷
廣場開放現場報名，亦可至官網線上報名。本次競賽分為獨唱、重唱及創作
3 組，初賽將於 4 月 14 日、15 日在文錙音樂廳展開。 本屆金韶獎總監暨吉他
社社長、物理三郭家豪說：「我們為愛好音樂的學生打造一個實現夢想的舞
台，歡迎全國大專院校在校學生踴躍報名。」活動詳情請見淡江大學金韶獎
官方網站（網址：http://jinshaow.weebly.com）查詢。

杜絕騷擾 諮輔組籲自我防範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同學若遇性騷擾，萬不能以隱忍、逃避或假
裝無事發生的方式應對，這樣只會讓騷擾者變本加厲。諮商輔導組組長許凱
傑表示，同學可在事情發生當下，用清晰、嚴肅態度明確告知，並要求對方
停止該行為；或者在安全條件下盡快離開現場，保護自己。許凱傑提醒，若
騷擾情況持續，應勇於尋求第三方協助。除了向性平會、諮商組提出申訴和
諮詢，亦可至諮輔組「申訴信箱」（help885@mail.tku.edu.tw）及「心理健康操」
信箱網頁填單，案件受理後將啟動調查程序，為受害者提供心理及法律援助。

學生大代誌4

芒果醬樂團新作 　  畢業歌青春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7 級畢業歌曲投票結果於上週
揭曉！由曾獲得 2017 金韶獎創作組第三名、參加文化部和河岸留
言合辦 2017 尋光計畫的「芒果醬」樂團以「青春」一曲成功拿下
勝利！畢業歌曲的創作理念以青春為題，期望大家在走出校園後
能不畏任何挑戰、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永遠記得我們青春時那
份純真的熱情。
　芒果醬樂團主唱兼吉他手、國企四郭佐治分享，「對手很強！

但是我們真的很想讓大家聽見我們，所以很努
力的拉票，最後幸運的被選上了。真的超興
奮、也很擔憂，興奮自己的作品要被更多人聽
見，卻也擔心自己的實力還不夠，我們會一直
努力下去，繼續創作更多、更好的音樂！」
　法文二羅亦婕分享，「我以前就很喜歡芒果
醬樂團，這次的畢業歌曲唱出了屬於青春的那
份感動，讓大家可以回想起在淡江求學的回
憶，也有回到青春的感覺，以後會繼續支持他
們的音樂。」

　本校畢聯會於上週在 FB 粉絲專頁揭曉 2018 年度畢業歌曲「青
春」，從詞、曲到編曲完全由芒果醬樂團原創。（圖／芒果醬
MangoJump 提供）

▲

　

　【記者劉必允專訪】帶著靦腆的笑容，講
得一口好中文，他是從日本遠道而來求學的
日文四根田文平。在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協助翻譯、接待來自日本各校師長及來訪外
賓，並曾任高雄餐旅高中日語指導教師。多
才多藝的他還會製作影片和海報，供國際處
招生宣傳，更獲選成為外語學院 106 學年度
優秀青年代表。
　在訪問過程中，聽不出來根田文平其實是
外國人，或許是因為在臺灣生活近 4 年，幾
乎沒有口音問題，好奇他是如何在短期間學

日文四根田文平

好中文，他分享學習語言沒有秘訣，就是不間
斷的練習和使用，「也因為是自己喜歡的東
西，所以學得更快。」
　根田文平選擇在淡江度過大學時光，他說會
有這項決定，是因為在高中時期曾來臺做交換
生，僅兩個半月的停留讓他喜歡上臺灣、也愛
上淡水。「其實高中一心想到美國念醫學，沒
想到來臺後就被吸引住了。」高中畢業後，立
刻報名語言學校，為了能在短時間學好，特別
選擇較少日本人的文化大學，也刻意避開和日
本人相處，盡量結交臺灣朋友，用生活聊天的
方式來學習，才可以克服學習的乏味和枯燥。
　初到淡江，根田文平印象深刻的是大一新生
爬克難坡，為了想要認識班上同學，但還不知
該如何表達自己沒有認識的人，竟然對著同學
說：「我沒有朋友。」因此鬧了笑話。聊起在
語言不熟悉的狀況下，求學氛圍是否感到孤
單？根田文平笑說：「周邊的人都講著聽不懂
的語言，反而覺得很刺激。」大概就是這股願
意轉變、勇於嘗試的精神，讓他短時間內就適
應良好。
　在協助國際處的中翻日工作中，偶爾還是有
小狀況發生。他回憶到：「當時誤把『資源』
翻譯成『支援』，雖然兩個字詞的中文發音很
像，但翻成日文就會變得上下文接不起來，看

到外賓表情怪怪的才意識到自己說錯了。」
當然語言學習過程一定會造成小混亂，再加
上身邊沒日本朋友可以說日文，「現在反而
是中文說的比較順，講日文卻常忘記要加上
敬語。」
　雖然根田文平讀的系所是母語，但也充滿
挑戰。例如老師用中文上課、講解日語文法，
對他來說一度難以轉換，但剛好也利用這個
機會，學習到日文教學的技巧。大三時，接
下高雄餐旅高中的日語檢定教學工作，「剛
開始教日文，學生都不理我，而且獨自面對
一班 23 位學生，讓我很緊張。」
　後來改變教學方式的根田文平，嘗試帶入
許多日本文化影片，也分享自己在日本的生
活，才成功吸引學生上課的興趣，「我常常
覺得不只是我教他們日文，他們也教我很多
關於臺灣的事情。」這段教學經歷讓根田文
平更加堅定想留臺深耕日語教學的想法。
　即將面臨畢業，根田文平想繼續探索臺灣
這塊美麗的寶島，「我想要騎著重機環島，
好好看一看臺灣。」而他也不放棄醫學夢，
「雖然沒辦法成為醫生，但我想從事醫療翻
譯的工作。」如同他所說的，想做的事情實
在太多，但因為都是喜歡的人事物，所以甘
之如飴。

校園話題   物
異鄉求學 讓喜歡變成精通

圖為日文四根田文平。（攝影／麥麗雯）

同進社邀台灣女性長征談 #METOO 性騷議題

４３９人齊聚分享樂服務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打開心世界，
看見你我他！課外活動輔導組於 21 日晚間在
O306、Q306、Q409 共三間教室舉辦「寒假服
務隊分享會」，邀請各服務隊互相交流、輪番
分享在各地服務的經驗和收穫，共有 28 個社
團、439 人共襄盛舉，今年服務範圍除了臺灣
本島和外島，更遠赴泰國傳達溫暖，服務對象
也從國小學童遍及至長者。
　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李思潔說明，本次活
動依服務隊性質區分，在 Q306 主要以專業性
服務的系學會、體育性社團為主；在 O306 與
Q409 則以返鄉服務隊和服務性社團為主，「透
過分享會讓大家知道服務隊之間的差異，期待
大家將專業融入服務隊中，更希望出團的學生
帶來精采、豐富的見聞。」
　本次活動邀請到本校境輔組組長李美蘭、本
校課外組組員吳孟香、校約聘人員劉彥君、國
立臺灣海洋大學學務處課外組老師李意婷、亞
東技術學院學務處課外組老師蘇怡親、東吳大
學群育暨美育中心組員李宜穎，以「服務計畫
投注力及持續力」、「規劃執行能力」、「團
隊精神與團隊合作」、「預期目標達成情形」
4 項標準評量，最終「服務績優獎」由境外生
文化服務隊、種子課輔社、屏東校友會榮獲，
「進步獎」則由西洋劍社、樸毅青年團、花東
校友會、基隆校友會獲得。
　蘇怡親肯定進行服務對象需求調查很好，但
可惜服務隊前往偏鄉未融入當地特色，也建議
學員給下一屆服務隊的建議可以再具體，例如
改善的方向。「很多服務隊以自身的經驗告訴
我們很多故事，且其中都深具省思與意義，我
們可以從中思考，再內化成自己的收穫。」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大專校院
106 學年度足球運動聯賽」經過為期 6 天廝殺
後，成績於 14 日揭曉！本校榮獲男子公開組
一級第 13 名，這是本校足球隊首度踢進公開
賽一級且成功保級！足球領隊陳逸政說：「足
球隊表現已經是水準之上，比起他們的成績，
我更期望整個團隊的向心力與默契能夠一直延
續，讓淡江足球隊把這些精神傳承下去！」
　大專足球聯賽分為男子公開組一級、二級和
一般組三種級別，本校於去年榮獲一般組冠軍
後，跳級挑戰公開組一級，並且在一級組 18
隊中，唯一非體保生的隊伍，與來自全國專業
訓練的學校切磋球技，並於聯賽最後成功留在
一級 16 強內，證明淡江足球隊堅強的實力。
　足球隊長、國企四吳梓揚分享，「這次比賽
非常刺激，我們拿出實力才能成功留在一級。
往後會持續加強體能訓練和團隊默契的配合，
期待在新賽季中爭取更好的名次！」

本校足球隊成功保級
　本校足球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6 學年
度足球運動聯賽，首度打進男子公開組一級並
保級成功。（圖／本報資料照片）

▲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同進社於 22
日 晚 間 7 時 邀 請 Women's March Taiwan（ 台
灣女性長征）講師 Nick Yao 和 Ann Tseng 以
「#METOO 向騷擾的人說 Time's Up」為題，
進行演講分享、訪談及小組討論，約 20 位同
學出席參與。
　「#METOO」主題標籤用於譴責性騷擾與
性侵害行為，而當中勇於公開、打破沉默的
受害者更被《時代雜誌》評選為 2017 風雲人

物，凸顯此項議題之重要性。Ann Tseng 講述
「#METOO」起源和這股運動中影響較廣為
人知的案例，例如哈維．溫斯坦案。她強調，
性侵害可能發生在任何人身上，包括語言、肢
體、視覺上的騷擾，其中因為權力不對等而發
生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
　Nick Yao 表示，臺灣每年約有 1 萬 5 千件相
關申訴案，但實際數字卻遠高於此，且 8 成是
由熟人所為。他解釋，「因為社會觀感、心理

壓力、指責受害人、法律程序繁複等原因，導
致受害人面臨極大身心壓力而選擇無奈隱忍，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宣導、演講、工作坊等，喚
起大家性別平權的意識，一同建構尊重彼此身
體自主權的社會。」
　西語二董亞涵說：「講座讓更多人接觸這類
議題，尤其講者點出『指責受害人』這點讓人
省思，希望未來社會能提高性平和身體自主權
的意識。」

３０

　14 日，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大陸學生校
友會主辦的「2018 年境外生文物展」在黑天
鵝展示廳舉辦服裝日。 （攝影／麥麗雯）

▲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26(一)
19:00

課外組
SG504

社團運作健檢室(一)：組織章程與年
度計畫檢視工作坊

3/29(四)
10: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完美筆記養成
計畫」－課堂筆記摘要技巧

3/29(四)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影片欣賞：南海一號V.2

3/30(五)
15: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方言學習樂趣
多」－馬來西亞文化與客語、粵語
及馬來語學習技巧

3/31(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影片欣賞：南海一號V.2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微光詩社邀詩人楊瀅靜談時光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社
於 20 日晚間 19:00 邀請詩人楊瀅靜在 SG503
以「未知生，焉知死，談現代詩中的時光命題」
為題進行演講，吸引逾 20 位同學到場參加。
微光詩社社長、中文三簡妙如表示，「老師透
過作品意象，例如雲海、煙、水等字詞，帶我
們從中感受時間具象化的流動。她提到偶有作
者會使用中國古典的意象，更能使讀者進入詩
的氛圍，也提供我們更多創作的靈感選擇。」
　楊瀅靜首先從洛夫、席慕蓉等人之作品探討
詩人處理「時間」的命題，她認為：「如何感
知時間的存在呢？可從觀察詩文意象的變化來
理解。但有時是從人的心理感受來呈現時間的
快慢。此外，從具體的空間也可看出情意的流
動，或是從氛圍中感受時代變遷，所以每個人
對於生死的書寫手法皆有不同。」
　最後，楊瀅靜以個人創作經驗分享，「對我
來說，死亡是一種衝擊性的感受，但並不影
響日常生活，且這樣的想法也呈現在我的作品
中。」微光詩社社員、大傳一李昱賢說：「講
者帶我們抽離現實、只看時間本質，分解其中
的意義並做了很多詮釋，讓我收穫滿滿。」

微光現代詩社於 20 日邀請詩人楊瀅靜來校，
以「未知生，焉知死，談現代詩中的時光命題」
為題進行演講。（攝影／麥麗雯）

▲

2018

境外生文物展
解密舌尖上的文化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想了解產業新
趨勢嗎？ 2018 台灣微軟－未來生涯體驗計畫
「你的履歷，由你定義」校園巡迴講座暨實習
分享會於 19 日晚間 7 時在 Q409 以「科技外
商的教戰守則」為題演講，吸引約 220 名學生
到場聆聽，人氣爆棚。講座邀請到資管系第九
屆校友、台灣微軟專家技術部總經理胡德民說
明雲端平臺、人工智慧、大數據及物聯網技術
的成功推動，加速了企業數位化之轉型。
　胡德民講述趨勢、進化、改變及職場價值
表現 4 項要點，說明微軟在大陸市場與阿里巴
巴、騰訊、百度等企業競爭，加上產業界線日
趨模糊，使得企業運用互聯網轉型變得相當重
要，「臺灣企業對於互聯網技術應用在人際關
係和價值鏈的意識薄弱，當遇上外界衝擊時，
電子商務公司獲利才容易被壓縮。」
　「我們該思考擁抱改變。」胡德民呼籲這世
代的年輕人在 AI 時代找到核心競爭力，藉由
實習提早發現個人優勢，且善用科技技術來創
造個人存在的價值。他提醒，「微軟只用有自
信的人，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為什麼老
闆要相信你？」
　現任台灣微軟實習生、公行四張詠妮分享，
「到台灣微軟實習 9 個月，我籌辦過 20 場研
討會、31 場線上分享會，過程中除了精進我
的文書、英文能力及抗壓力，且從中得到許多
實務經驗，建立起個人的品牌價值。」
　國企三楊雅筑說：「之前在台灣微軟未來生
涯體驗計畫的社群粉專看到講座消息，聽完分
享會後真的很想加入微軟的實習行列。」
　演講精華摘述請見本報三版翰林驚聲專欄。

　19 日，資管系校友、台灣微軟專家技術部
總經理胡德民來校開講。（攝影／丁孟暄）
▲

台灣微軟校園講座吸引　　生參加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