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軍訓室籲師生加強防竊
　【記者陳翊誠淡水校園報導】近日校園的操場和游泳館等運動場館傳出竊
案，師生在球場運動、練習時，個人財物遭到宵小覬覦等案例。由於本校為
開放式空間，除了校內師生活動之外，一般民眾和鄰近社區居民等，皆能自
由進出校園。軍訓室上校秘書黃立夫呼籲，「師生在戶外開放空間活動時，
應確保個人物品和錢財都在視線範圍內，或置於監視器拍攝範圍內，必要時
也可以交由專人負責集中保管。」若同學遇到緊急狀況，可按下校園裡設置
的緊急求救系統，或撥打校安中心分機 2256 通報相關單位處理。

海博館畢業季攝影開跑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海事博物館畢業季攝影活動開始報名囉！今
年以「我武維揚」為題，取名出自《書經》，期許畢業生能如同出擊的軍艦，
面對強敵環伺依然保有威赫壯大的氣勢迎接挑戰。即日起畢業生出示學生證
到海博館 2 樓報名，須自備相機，即可於 6 月 14 日、15 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
下午 14 時至 16 時，在海博館 4 樓駕駛室體驗水手服和船長服、拍下獨特的
畢業照！現場亦有導覽解說船艦配置和作用，使活動增添教育意義。海博館
專員黃維綱說：「祝福所有畢業生！期待活動讓大家更加瞭解海事文化。」

全校足球賽 PEOPLE UNITED FC 奪冠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6 學年度全校足球賽於 5 月 29 日圓滿落幕，
共有 14 隊參賽，經過激烈廝殺，最終由 PEOPLE UNITED FC 奪下冠軍、ALUNG 
KONTOL NAGA 亞軍、SEXY BOYS 季軍！體育長蕭淑芬表示，足球是一項需要兼
具體能與技巧的運動，「本校有外籍生優勢，不僅可以帶動本地生對足球的
熱情，同時可提升同學的國際觀及外語能力。」她也提到，未來計劃與國小
合辦夏令營，由足球隊學生指導，從小培養國民的足球興趣。物理二姚曜展
分享，「球員在場上要踢進一球不易，他們奮力追著球跑，同感熱血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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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4

　曼谷大學（Bangkok University）於 1962 年
12 月 25 日創立，原名泰國技術學院，後於
1984 年 10 月 25 日升格為大學，由奎南泰
校區（Kluaynamthai）、蘭實校區（Rangsit）
組成，占地超過 15 公頃。本校與曼谷大學
於 2015 年 10 月 22 日締結姊妹校。
　該校孕育具有品質、道德及領導力的學
生，目標是與內外的教育機構和組織進行
合作，並設有財會、工商管理、傳媒、人文、
司法、經濟、藝術、工程、科學與技術學院、
英漢語的國際學院，期以優秀的教學質量、
學術培養出人才以服務社會。蘭實校區已
通過 ISO 認證，且泰國環境研究所的 14001
系統是泰國首所獲得認證體系的私立大學。
　自建校以來，為讓學子擁有良好讀書環
境，設有俱樂部、鑽石公寓宿舍、創意中
心、學生活動中心及旅遊塔等，透過軟硬
體設施增強、提高學生社交互動，同時鼓
勵學生發揮創造力，跳脫書本、教科書的
侷限，引導學生在乏味無趣的填鴨式教育
中脫穎而出。
　該校致力於成為泰國領先的私立教育機
構，秉持「善的知識」座右銘繼續戮力前
進，培育出更多優秀學生。（文／林姸君
整理、圖片來源／ www.bu.ac.th/b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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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谷大學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6/13(三)
9:30

學發組
I501

好學樂教週_學生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6/13(三)
14:00

學發組
I304

好學樂教週_教學助理社群成果分享

6/14(四)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為台灣築夢的人 2 

6/16(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為台灣築夢的人 2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為響應教
育部推動防治學生藥物濫用計畫，與真理大
學、台北海洋科技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於 6
月 6 日合辦「大手牽小手」防制學生藥物濫用
反毒宣誓儀式，以「大手牽小手」概念攜手淡
水區各高中、國中、小學，前往淡水老街踩街
宣導，將反毒意識由學校推廣至社區，本校約
30 名師生參與。
　本校中文四曾盈雨代表宣誓，「就讀國中
時，毒品氾濫時有耳聞，身邊同學更深受毒
害。反思校園毒害事件層出不窮的肇因，有青
少年受好奇心驅使，以及錯誤的價值觀，所以
反毒教育必須從小扎根，期望大學生向迷茫中
的學弟妹們伸出援手，並成為他們的表率。我
們攜手連心，從淡水區開始，建立無毒校園。」

大手牽小手反毒踩街趣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
園報導】衛生保健組
於 6 月 4 日至 6 日在黑
天鵝展示廳舉辦「高纖
水果週」＆「愛的小學
堂」活動，以遊戲串聯
起健康飲食及愛滋病防
護的知識。闖關成功者
即可得到免費水果，吸
引教職生們熱烈參與，

衛保組於 6 月 4 日至 6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高纖水果週和愛的小
學堂，以遊戲串聯起健康飲食及愛滋病防護的知識。（攝影／羅偉齊）
▲

3 天活動估計送出超過 400 份。學務長林俊宏
致詞表示：「維繫健康是一門長遠、重要的課
題，正確的知識加上持之以恆的實踐缺一不
可，藉由衛保組舉辦的這場豐富活動內容，希
望讓全校師生都能有所收穫。」
　廳內分成兩個區塊，劃出超過 5 個知識加油
站，例如「蔬果 579」說明使用手掌丈量蔬果
份量及均衡攝取的重要性。「健康外食小秘
訣」依據不同外食場景給予 4 個增加攝取營養
的建議，更設置「食物王國大冒險」桌遊區，

傳遞正確飲食概念。另外，每日中午放映美國
劇情片「藥命俱樂部」，由真人真事改編成的
劇情，讓觀影人隨著角色了解愛滋病症狀及患
病後身心抗爭的歷程，現場更附有圖文介紹疾
病感染途徑及使用保險套的知識，加深觀展者
的印象。
　大傳四楊琳表示，「活動不僅能享用水果，
從遊戲中也學習到保健知識，提醒自己多吃蔬
果的好處，也更加注重健康和飲食的意識，一
舉兩得。」

衛保組解惑 高纖水果大放送

詞創社覺軒 Live House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詞曲創作社於
5 月 31 日晚間 7 時舉辦「覺軒 Live House」，
由拾音、青虫樂團登臺演出 8 首創作歌曲，吸
引逾 80 人前往觀賞。社長、土木四楊勝富說：
「為了讓校內師生聽到創作音樂、了解獨立樂
團，Live House 持續辦了 7 年，提供免費參與
的展演活動。我們從校園開始改變聽音樂的習
慣，也讓大家感受現場演出的張力。」
鋼琴社期末音樂會 54 的夏日琴空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5月31日晚間，
鋼琴社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期末音樂會「54 的
夏日琴空」，以雙鋼琴表演，帶來 15 首曲目，
動聽旋律讓全場觀眾大飽耳福。鋼琴社社長、
法文二李奕萱說：「這是第 54 屆鋼琴社最後
一場音樂會，感謝幹部們各司其職，使音樂會
宣傳和演出品質都不錯，也感謝觀眾、歷屆學
長姐的支持，讓大家有美好的夜晚。」
口琴社學期音樂會仲夏琴人夢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聆韻口琴社
於 6 月 3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學期音樂會「仲
夏琴人夢」，逾 30 位社員參與演出，帶來 12

首口琴重奏，聆韻口琴交響樂團亦演奏 3 首曲
目，現場還有爵士鼓、低音大提琴等伴奏，令
人驚豔，共計有 63 人到場聆聽。口琴社社長、
航太二蔡紘傑說：「這次成發展現了我們在全
國學生音樂比賽特優的水準，之後會持續努
力、保持自信，維持我們最佳的演出狀態。」
國樂社期末公演酌然幻月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國樂社於 6 月
4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期末公演「酌然幻月」，
運用超過 15 種樂器、演奏 8 首風格迥異的樂
章，帶領現場約 40 位觀眾展開一場抒情纏綿
的音樂之旅。航太二張楷維分享，「如果滿分
是 10 分的話，團員們的表現值 8.5 分！我平
常就愛聽國樂，今夜音樂會無論是氛圍渲染或
情緒營造皆很到位，噶瑪蘭、鄂爾多斯的春天
兩曲最得我心，讓人很是陶醉。」
烏克麗麗社期末成果發表會烏動青春
　【記者鄭雅心淡水校園報導】烏克麗麗社 6
月 5 日在覺軒三廳舉辦期末成果發表會「烏動
青春」，帶來 14 首不同曲風的歌曲，雖然遇
上綿綿細雨仍不減觀眾熱情，總計吸引近 50
人參與。社長、資工三吳文皓說：「這是我任

　【記者蔡宣穎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二十四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三十八屆學生議會議員
選舉於 6 月 4 日公布正、副會長開票結果，全
校實際投票總數 1,540，實際投票總數佔全校
選舉人比率 6.1%，投票數未達選舉總人數 10%
門檻，故一號候選人當選無效。補選時間為 6
月 19 日至 22 日。本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總有
效票數 1,391 票，共有 12 名議員當選，但仍未
達到學生議會最低席次 20 席門檻，剩餘 8 席
議員將與正、副會長於同一時間補選。
　學生會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全財管一張維
珊表示，「本屆選委會成員較年輕且缺乏經
驗，很感謝課外組及學長姐們幫助。同時，希
望大家能正視學生自治，踴躍參選和投票。」

本校第二十四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三十八
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於 5 月 31 日在學生活動
中心開票。（攝影／吳冠樑）

▲

學生會長選舉未果
12 學生議員當選

　

　【記者丁孟暄專訪】「看到每位客人因為
我做的拉花咖啡而感到開心，我也會覺得很
快樂！」擁有亮麗外型與甜美笑容的法文一
楊宜臻參加「2017 麥當勞 McCafé 五星咖
啡師大賽」，以富有層次的鬱金香圖案拉花
咖啡、野莓果醬加氣泡水及萊姆片的創意飲
品，加上親切的服務，成功在全臺超過 900
位咖啡師中脫穎而出，贏得「五星咖啡師」

法文一楊宜臻

肯定，更是榮獲摘星率僅 0.89% 的最高榮耀，
成為此次評鑑獲選的 8 人之一。
　楊宜臻於兩年前開始在麥當勞打工，起初她
服務的門市沒有咖啡專櫃，「直到聽說門市準
備設置咖啡專櫃時，對此感到興趣，便自告奮
勇向店經理爭取面試，進而展開咖啡師的工
作。」從未有任何調製咖啡經驗的楊宜臻，從
學煮咖啡開始，在拉花就遇上挑戰，「在一杯
完美的拉花咖啡背後，其實是需要大量練習才
能成就的作品。雖然知道問題出在拉花的手腕
角度不對，但由於經驗不足、難以抓到訣竅，
所以一直很難突破。」
　為了增進技術，她上網看很多咖啡師拉花的
影片，仔細觀察手部動作，經由不斷練習和模
仿，最終才有進步。她坦言，「我還不太能完
成複雜的圖案，目前都是畫簡單又有層次感的
鬱金香，也在嘗試堆疊出更多層次的花瓣，呈
現更多的花樣。」也許是辛勤付出受到店長肯
定，建議楊宜臻參加 2017 麥當勞 McCafé 五
星咖啡師大賽，使得仍在初學階段的她每天下
課或放假就到店裡練習，戮力爭取這項榮譽。
　憑藉著這股好勝心和堅定毅力，楊宜臻發揮
神農嚐百草的精神，「從其他咖啡師身上得知
技法後，我會好奇對方說法的真實性，而且身
體力行的印證一遍，例如奶泡、倒牛奶的速度

與流量影響咖啡的風味等，除了加深印象，
還學到很多新知。」最終贏得技術評審認可，
她說：「我堅持咖啡品質，綿密奶泡、咖啡
口感等都很重要，我要把最好的品質留給客
人。」除了展現專業技術，楊宜臻認為殷勤
款待也是獲勝關鍵，提供顧客完善的服務不
僅是咖啡師的重要工作，品質與服務更是並
進、互相牽引。
　喝咖啡會產生心悸的楊宜臻說，成為咖啡
師的動力和誘因是，每當看見客人拿到拉花
咖啡時，狂拍照、滿臉笑容的率真反應，「有
被客人鼓勵、認可的感覺，讓我覺得很快
樂。」她也樂於分享咖啡小知識，「奶泡分
為厚奶泡與薄奶泡，像是喝到卡布奇諾，嘴
巴會沾到一圈奶泡即是經典的厚奶泡咖啡，
薄奶泡是用來表現拉花圖案，喝起來是單純
液體的口感。」
　「以後若有咖啡廳願意栽培我，二話不說
就去了！」談及未來就業方向，楊宜臻想再
多磨練，也期待有機會赴海外深造。楊宜臻
說，臺灣的咖啡市場已經接近飽和，到處都
能買到咖啡，若要在臺灣創業，應該不會只
是製作單純咖啡飲品，而是希望以「以茶入
菜」創意料理的形式，讓咖啡藉由創意蹦出
新花樣。

校園話題   物
苦練拉花獲頒

圖為法文一楊宜臻。（圖／楊宜臻提供）

McCafé五星咖啡師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TEDxTKU 於
6 月 2 日、3 日在新工學大樓舉辦「夥辦計劃
#TeamLab」，以工作坊的形式集合活動中扮
演不同角色的經驗者們，分享跨組織溝通、行
銷策略、場地規劃及視覺設計等策辦活動的要
領，現場開放 30 人聆聽。
　活動總召、資管二蔡佩均說：「這次工作坊
分享 TEDxTKU 於 3 年來籌備活動的經驗，揭
開策劃活動必備的多項技能，希望觀眾能從中
了解『夥辦計畫』的技能，同時避免活動常見
的失誤。」演講由英文四洪子恆、洪立楷、張
家毓等 7 人主講，其中 3 年來擔任 TEDxTKU
策展人的英文四洪子恆分享，從初創社團到現
在有許多志同道合的夥伴一同經營，過程即使
艱辛，但卻是獲得無價的回憶。
　前來參與活動的逢甲大學外文系彭怡惠表
示，對於硬體設備的架構感到印象深刻，也了
解到在活動中達成有效溝通的重要性。

TEDxTKU 分享活動經驗

　【記者歐陽子洵淡水校園報導】回歸社團時
光，重拾擊劍回憶！西洋劍社於 6 月 2 日在紹
謨紀念體育館地下一樓舉辦第 51 屆校友回娘
家活動，37 位學長姐返校歡聚，近 70 人共襄
盛舉。現場以劍會友，邀請團員自由切磋，同
享擊劍樂趣，學長姐給予社團經營和校隊支
持，氣氛融洽。
　西洋劍社社長、經濟三麥潔瑩說：「每年舉
辦回娘家傳統，提供情誼聯繫的平臺和機會，
很開心看到社員和戰友們返校團聚，給予我們
鼓勵、金援及指導等協助。我也很榮幸看到傳
聞厲害的張勝錕學長與社員切磋軍刀，仿佛看
了一場精彩的表演。雖然辦活動很辛苦，但一
切成果都很值得。」

西洋劍社回娘家擊劍同樂

國樂社於 6 月 4 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期
末公演「酌然幻月」。（攝影／劉芷君）
▲

微光詩社於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在文學館
2 樓舉辦微光十四發行詩展「喃喃」，展場布
置配合詩刊封面設計。（攝影／麥麗雯）

▲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社
於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在文學館 2 樓舉辦微
光十四詩刊發行詩展「喃喃」，詩作由社員們
創作，使用帶著魔力、充滿幻想及浪漫的語
句，呈現每個人內心話語。展場布置配合詩刊
封面設計，將詩句匯集在打卡牆上，完整的詩
文本則放在另一面牆上，現場拍照打卡即免費
贈送詩刊，吸引近百人到場參觀。
　微光詩社社長、中文三簡妙如分享，「這次
的展覽由第七屆、第八屆共同完成，詩刊《喃

喃》的發行就是將我們的想法化成詩句，保留
下來，並且透過舉辦展覽的方式推廣，希望更
多人聽到我們想說的話。」
　來自大陸的交換生、中文一呂雪被展覽深深
吸引，她說：「詩展陳設簡約，讓我停下腳步
欣賞。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詩歌，這是情感的
正向抒解，不應該是複雜且深奧難懂的陽春白
雪。詩集我也看了，例如《我的尖銳使人安靜》
和《致遠在沙特的你和你，還有你們的愛情》
等，作品都很棒。」

微光十四發行詩展喃喃 匯聚創作能量

詞創社於 5 月 31 日晚間 7 時在宮燈教室舉
辦「覺軒 Live House」。（攝影／黃莉媞）
▲

眾社團展學期成果 創意表演驚豔全場

內最後一場成發，或許有些感慨，但活動圓滿
落幕，非常開心。感謝所有工作人員的努力與
付出。」觀眾、保險二黃弘毅說：「印象最深
刻的是『大大的擁抱』，完美合音表演精彩。」
弦樂社期末音樂會圓舞曲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弦樂社於 6
月 5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期末音樂會－圓舞
曲，現場悠揚悅耳的琴聲、古典曲風，吸引近
80 人前來欣賞。弦樂社社長、統計二顏堉哲
說：「上半場選用《C 大調 弦樂小夜曲 作品
48》，期末音樂會取名圓舞曲，向擅長圓舞曲
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致上敬意，期許弦樂社能
一步一腳印，將更好的音樂呈現給大家，並努
力鑽研，以踏進國家音樂廳表演為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