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掘歌唱新秀 金韶決賽週六登場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眾所期待的金韶獎決賽於 5 月 19 日在學生活
動中心登場！決賽當日除了有參賽者精心演出、芒果醬樂團獻唱金韶主題曲
「BitterSweet」，亦邀請知名樂團告五人、麋先生表演，準備一起嗨翻金韶決
賽夜！金韶獎總監、物理三郭家豪說：「第三十屆金韶獎進入倒數階段！豐
富大獎、頂尖評審陣容、超強嘉賓卡司，盡在金韶。年度盛事不容錯過！」 
5 月 18、19 日金韶音樂節 Ft. 創意市集在書卷廣場開跑，邀請慢慢說樂團、
張芸甄等表演，另販售金韶週邊商品，提供咖啡試飲、打卡送資料夾等活動。

院際盃籃球賽火熱開打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6 學年度「院際盃籃球賽」於 5 月 7 日在紹
謨紀念體育館盛大開幕。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淡江大學榮獲教育部體育
績優的肯定，希望同學透過院際盃競賽培養院際間的情感，也藉此帶動校園
運動風氣，祝福同學比賽平安、順利。」體育長蕭淑芬更到場為學生加油。
院際盃籃球賽第一場男籃由工學院以 42 比 40、擊敗了商管學院。女籃由理學
院以 19 比 18 戰勝外語學院。電機三陳積弘分享，「我們團隊因為院際盃認識，
一起打球為共同目標奮戰，今年我們一定要奪回屬於工學院的榮耀。」

童軍全團健康日觀鷹健行趣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由羅浮群、資深女童軍團、五虎崗童軍團 3
個社團於 5 月 6 日聯合舉辦「全團健康日」，適逢交通部觀光局北海岸及觀
音山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於每年 4、5 月舉辦「觀音•觀鷹」活動，因而選定在
新北市八里區觀音山集合逾 70 名夥伴登山健行。資深女童軍團主席、德文三
高渝婷表示，「在春夏之際，觀音山可見成群的大冠鷲、赤腹鷹等猛禽遷徒
的英姿，這次全團健康日除了響應觀鷹活動，更盼藉此鍛鍊童軍體能、促進
團內大小夥伴們養成健康運動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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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口大學（YAMAGUCHI UNIVERSITY）
的起源可追溯到江戶時代晚期，於 1815 年
創設私塾「山口講堂」，並於 1949 年開
設大學教育，成為日本國立大學之一。至
今逾 200 年歷史，是一所擁有 9 個學院和
9 個研究生院組成的綜合性大學。本校於
2016 年 12 月 29 日與山口大學通信簽訂學
術交流協議書，成為第 196 所姊妹校。
　山口大學開設學士至博士學位，提供人
文、教育、經濟、理學、醫學、工學、農學、
共同獸醫學及國際綜合科學等學院；亦設
有人文科學、教育學、經濟學、醫學系、
創成科學、理工學、農學研究、東亞研究、
技術經營、聯合獸醫學等研究科，盼培育
特色人才，並培養其獨特研究精神，實現
對地域社會的貢獻，將之影響力擴大至世
界範圍，期以建立山口大學品牌。據統計，
該校約 320 名外國留學生，包含非洲、歐
洲、南美洲等地，學生來源相當多元。
　本校文學院與山口大學教育學院交流密
切，曾於 2013 年簽署院級學術交流協議，
在區域研究上共同舉行學術研討會、共創
「Journal of East Asian Identities」 期 刊 等
雙邊合作。（整理／林姸君、圖片來源／
www.yamaguchi-u.ac.jp）
相關「姊妹校 On Air」介紹，請至淡江時報
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點選姊妹
校專區，就能搜尋到更多友校資訊！

山口大學

5A先鋒營培育社團人才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
組於 5 月 5 日、6 日舉行「106 學年度社團 5A
先鋒營」，邀請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副理事
長邱建智、專任講師鄒翔年進行人格探索、社
團交流及成果發表等，會中邀請多位前任社長
分享社團幹部特質，總計有 50 個社團、逾 100
位社團人共襄盛舉。
　保險二湯硯鈞分享，「營隊讓我真正認識自
我，學會團結合作，練習與他人溝通，培養思
考與創新能力。講師也教導我們要堅持信念，
只要信念夠強大，全宇宙都會來幫你，有決心
一定就能改變！」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5/14(一)
10: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決戰主播台-
我的播報經驗分享」口語表達技巧

5/14(一)
15: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 「時在好重要」
大學生活規劃及時間管理技巧

5/15(二)
10: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攻略放送中！
魯味：交換生了沒？！」中國山東
大學交換生學習經驗分享（經驗分
享與申請須知篇）

5/16(三)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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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四)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鄭和：現代的CEO」

5/17(四)
13:10

學發組
B206

學習策略工作坊：「Mac不思議，
讓學習更有力」Mac電腦基礎操作
技巧（上機實作）

5/18(五)
13:10

學發組
B206

學習策略工作坊：「keynote助你一
臂之力，讓簡報更有力」keynote簡
報基礎操作技巧（上機實作）

5/19(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鄭和：現代的CEO」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記者李欣倪專訪】還記得高中畢業的暑
假，你是如何度過的呢？國立嘉義女中畢業
的中文一黃博英選擇返回母校，帶領幸福小
太陽志工隊進行公益環島營隊，並與全臺各

地家扶中心合作，走訪一百多個鄉鎮服務偏鄉
孩童。今年 3 月，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主辦青年
志工服務績優團隊頒獎典禮中，國立嘉義女中
幸福小太陽志工隊是唯一進入卓越組的高中團
隊，與政大、長庚等團隊競爭，最後更與臺北
醫學大學並列獲得績優服務獎肯定。
　穿著志工隊服現身的黃博英，對於得獎一事
顯得靦腆。「我讀國中時，面對 12 年國教的
實施，促使我參與志工服務。當時跟著學校前
往一家安養院進行服務學習，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被分配到照顧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奶奶，
對於從沒有服務經驗的我，簡直是不知所措。
在經過一場慌張而忙亂的活動後，院方服務員
告訴我，『奶奶是非常開心的。』讓我感到驚
訝之際，也受到了鼓勵。」
　自此，黃博英開啟了從事志工服務的機緣。
她形容，在嘉義安養院服務，其實爺爺、奶奶
們都會很開心，或許是因為兒孫輩常因課業、
工作等因素無法前往探望，所以當有服務團進
駐時，讓他們能感受到多了一群孫子女陪伴的
感覺，很榮幸參與其中。高中時，她加入幸福
小太陽志工隊，加上母校成立幸福學堂，接

收鄰近國小或育幼院等弱勢學童，「讓我們
有了奉獻的機會，試著扮演起大姊角色來管
教、照顧及輔導課業，讓他們保有和同齡孩
子相當的競爭力。」
　她充分展現青年志工的活力，如同幸福小
太陽志工隊秉持著「珍愛鄉土，關懷弱勢」
的精神。但黃博英不諱言，服務過程也偶遇
挫折，例如在安養院被長輩責備到哭泣，或
是受到孩子的言語輕視，「不會因此感到辛
苦，但我們會努力調適和修正服務，促使自
己的身心變得更加堅強，這樣也才能持續服
務大眾。」言談間，感受得到她其實很珍惜
參與和付出的機會，對於外界的肯定和包
容，更是有說不完的感動與感謝。
　問黃博英何以能持續利他精神並傳承下
去，她說，除了專注課業、善於時間規劃之
外，最重要的是一份想在嘉義深耕、回饋家
鄉的心吧。看到校內不少社團和同學們投入
志願服務的行列，她很開心大家選擇做自己
覺得對的事情，相信持續努力、用活力熱情
感染身邊的人事物，最終一定能有意想不到
的收穫。

領軍公益環島 獲教部卓越績優獎

圖為中文一黃博英。（攝影／劉芷君）

中文一黃博英

　（文承一版）自由發言時間，各社團踴躍提
問。學生議會議長、經濟四宋威頤提問，學校
進行組織精簡後，負責社團事務的課外組是否
有人員異動，林俊宏回應課外組人員不受組織
整併影響，請同學們放心。
　健言社社長、統計二高岳暘說，連假期間借
到教室、卻無人開門，也沒有收到事前領取鑰
匙的通知。陳瑞娥回應，「線上系統應無開放
春假期間借用。但因承辦人員疏失，造成同學
能申請到教室；總務處也有請我們通知同學，
但仍有同學未收到訊息，我們下次會再請同仁
多加留意。」
　西洋劍社社長、經濟三麥潔瑩表示，體育館
地下一樓有蚊蟲孳生及擴散到全館的情況，希
望學校能盡速解決。事務整備組組長吳美華回
應，已請同仁們購買消毒劑於夜間、同學離校
後，進行全館噴灑；我們也發現水溝蓋、管道
間縫隙皆是蚊蟲來源之處，經事務組與節能組
協議，目前暫封住水溝蓋與管道間縫隙，並聯
絡清潔公司前來消毒，以及每兩週進行投藥。
吳美華補充，4 月 23 日已請新北市環保局來校
進行全面性清理，期待有助於改善校內環境。

交流社團事 學生提建言

母親節限定送康乃馨寵媽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一年一
度的母親節，插花社和美術社於 5 月 11 日上
午 10 時聯合舉辦「一日花店」母親節感恩活
動，在海報街設置攤位販售康乃馨、卡片及禮
品盒。插花社社長、統計二莊世欣說：「藉此
活動幫大家準備好花束和卡片，讓很久沒回家
或是很久沒跟媽媽說聲『謝謝』的同學，可以
帶一束康乃馨回家，祝福『母親節快樂』。」
　無論是直接購買花束或禮物盒，都只需花費
50 元，現場吸引不少同學選購並發揮創意，親
手製作一份精美的花藝作品，準備拿回家孝敬
母親。會計二王俊傑說：「這次活動讓我想起
20 年來，媽媽對我的悉心照顧，週末一定要帶
著花束和禮物回去跟媽媽說『您辛苦了！』」

母親節限定！插花社一日花店開張，邀師生
買花束、寫卡片寵愛媽媽。（攝影／游雅涵）
▲

　【記者蔡宣穎淡水校園報導】因應母親節的
到來，福智青年社於 5 月 7 日至 11 日在商管
大樓 3 樓驚聲書局前舉辦「卡片傳恩情」活動，
現場有多款精美卡片可供挑選，亦有筆、紙膠
帶及貼紙等書寫工具和裝飾小物，總計送出約
兩千張卡片。
　福智青年社社長、管科三張幼華說：「現代
人很少拿起紙筆傳遞感謝，藉由提供免費卡
片及寄送活動，盼大家感謝母親以外，也能念
恩，動筆寫卡片給阿公、阿嬤、師長和朋友們，
表達感懷之意。」會計三林慈軒說：「我寫了
一張卡片給一位幫助我很多的老師，活動非常
貼心、有意義，促使我們常懷感恩的心。」

福智卡片助生傳恩情

同學開心分享手寫卡片。（攝影／廖國融）▲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 5 月 2 日落幕，
本校代表隊榮獲 4 金 6 銀 7 銅。圖為游泳隊拿
下「一般男生組游泳 4x100 公尺自由式接力」
冠軍，開心和體育長蕭淑芬（左一）合影留念。
（圖／體育處提供）

▲

搖滾吧飛唱出內心話

音 樂 文 化 社 在 覺 軒 花 園 舉 辦「 搖 滾 吧 飛
Rock'n buffet」活動。（攝影／周舒安）
▲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5 月 9 日晚間，
音樂文化社在覺軒花園舉辦「搖滾吧飛 Rock'n 
buffet」活動，吸引約 80 位觀眾前來聆聽。音
樂文化社社長、保險二黃弘毅說，「搖滾吧飛
是音樂文化社的傳統活動，讓觀眾體驗流行
樂，也能認識不同曲風的音樂。現場準備了餐
點，希望觀眾以放鬆心情欣賞表演。」
　這次有丁曄、四眼鏡、東城蛇舞、綠牛肉咖
喱 4 組表演，丁曄以吉他自彈自唱個人自創曲
作為開場，留著一頭短髮的她說：「出國玩或
是上廁所時，常會被誤認成男生，想透過歌曲
來介紹自己是怎麼樣的一個女生。」並帶來俏
皮曲風「喂！我是女生」一曲贏得觀眾喝采。
　四眼鏡樂團主唱為社課老師，與社員間的互
動相當親切、有趣。當天西音社東城蛇舞樂團
帶來金屬搖滾的曲風，將下半場氣氛帶到最高
潮。最後出場的綠牛肉咖喱以抒情搖滾曲風畫
下完美句點。首次參加的法文二詹佳臻說：「覺
得現場表演者都很厲害，希望下次能在比較大
的空間舉辦，可以讓更多人聽到好音樂。」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7 年全國大
專校院運動會於 5 月 2 日落幕，本校代表隊榮
獲 4 金 6 銀 7 銅，在全國 145 所大專院校中，
排名第 24 名，在不含體育科系之私立校院則
是排名第四名。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此次全大運賽程適逢
校內舉辦期中考週，同學們還是拿出最好的表
現應戰，我想這種毅力與運動精神是最難能可
貴的！同學們的表現可圈可點。」
　在游泳項目中，同時拿下「一般男生組游泳
100 公尺自由式」和「一般男生組游泳 100 公
尺蝶式」亞軍的資傳三康豪分享，「這次能拿
到金牌要歸功於老師平時對我們的訓練，還有
3 位隊員們的努力。我在兩年前的大專盃因意
外與獎牌擦身而過，這個遺憾成為我訓練自己
最大的動力。今年終於奪下金牌，我想告訴學

弟學妹們，永遠不要放棄，一定要設立目標，
並且竭盡所能去達成。」
　今年擊劍隊摘下 3 金 3 銀 3 銅佳績，榮獲「一
般男生組擊劍軍刀個人賽」冠軍、「一般男生
組擊劍軍刀團體賽」亞軍的公行四蘇朗軒說，
在最後一年代表淡江出賽之際，奪冠的心情很
複雜，「今年對手實力皆有提升，因此相較於
往年，這次奪冠顯得更不容易。對於贏得第一
感到高興，期許未來學弟妹能延續佳績。」
　同時獲得「一般女生組擊劍鈍劍團體賽」冠
軍和「一般女生組擊劍鈍劍個人賽」亞軍的國
企四許家語分享，「很榮幸此次女子鈍劍團體
再度獲得外界肯定，感謝教練和隊友們互相鼓
勵，賽前給彼此信心喊話，今日才能發揮實力
奪冠。今年我要畢業了，希望淡江擊劍的榮耀
能交給下一屆傳承下去。」

全大運摘4金6銀7銅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諮商輔導組於
5 月 8 日至 10 日在小小麥前方舉辦聯合擺攤活
動，此次 7 個攤位分別展示人際關懷、情感課
題、生命教育、性別平等及正向思考等 7 項議
題。諮輔組組長許凱傑表示，「每次擺攤活動
都希望帶給同學耳目一新的感覺，以新鮮有趣

的方式、從不同角度切入主題，盼同學藉由參
與，進而產生理解和認同，掌握正確概念。」
　攤位在人來人往的行人徒步區，同學參與十
分踴躍，例如「袋你去看北極熊」一攤以手作
杯套協助參與者重視環境與生命意義，不少人
拿起自己喜歡的圖騰印章作出專屬風格。「Me 

寓教於樂 諮輔 7 攤領生正向互動

　諮輔組於上週在小小麥前方舉辦擺攤活動，
以互動方式推廣 7 項議題。（攝影／劉芷君）
▲

Too 運動－沒有人是局外人」一攤，透過圖文
並茂的解說讓同學了解拒絕性騷擾和預防性侵
害的知識，填完問卷更可獲得防身警報器。
　人氣超高的「植得一提」攤位，相當受到同
學歡迎。透過學習植栽、觀察植物成長，帶領
同學體悟正向思考的力量，而小盆栽不到中午
便已全數發放完畢。資管一陳雅涵說：「每個
攤位的內容設計都簡明易懂，富有教育意義，
送出的小禮物實用又特別，我覺得很棒！」

　驚聲古典詩社於 5 月 9 日受邀前往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參加 2018 師大國文系沐風詩詞吟誦
系隊「如沐春風」表演會，進行吟唱表演交流。
驚聲詩社演出李白〈山中與幽人對酌〉、蘇軾
〈江城子〉兩曲，充分展現驚聲詩社吟唱氣勢。
　社長、中文二陳雅媛說：「非常榮幸受邀演
出，演出有得到師大老師的建議，希望我們能
持續進步。」中文二莊宛鈺說：「我擔任報幕
的角色，演出前雖然很緊張，但經過練習和大
家的努力，最後能順利演出，真的很高興。」
（文／胡榮華、圖／驚聲古典詩社提供）

驚聲詩社赴臺師大吟唱表演

舞林高手跳出淡水愛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熱舞社於
5 月 5 日在紹謨體育館 1 樓舉行第一屆「淡水
愛 vol.1 Allstyle 2on2 Battle」，對外開放且無
年齡限制的全風格 2 對 2 競賽，總計有來自真
理、輔大、文化等 10 餘所學校、共 141 位參
賽者。比賽最後由東南科大 Boogie Hao 和北
市大加力共組「Oh」隊伍奪得冠軍，臺科大
辰豪和淡江校友宇婷共組「衟茶」拿下亞軍。
　熱舞社社長、俄文三林浩任說：「當天選手
表演的強度、評審精采的建議，皆讓整場比賽
氣氛很好，充分感受大家盡情展演個人風格，
也欣賞彼此舞蹈並給予鼓勵。此場活動達到淡
江與外校在舞蹈上交流與刺激的初衷，以第一
次辦公開賽，可說是大成功！熱舞社將於 5 月
27 日舉辦成果展，歡迎大家來參觀。」

熱舞社舉行競舞，圖為本校校友宇婷以精采
舞蹈與隊友共贏亞軍。（圖／黃彥儒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