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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大聲公

日本學生聯誼會
　日本同學看過來！日本學生聯誼會本學期
成立囉！創社社長、企管二新良理輝說：「日
本同學來臺求學難免因為環境陌生而感到不
安或孤單，我們因此成立學生社團，藉此聚
會讓大家認識更多的前輩，更加輕鬆的融入
校園生活。若遇學業、生活等適應困難時，
歡迎來找日本學生聯誼會的學長姐們，我們
會盡力為大家解決問題。」
　新良理輝有感於兩年前，在準備入學之
時，中文和英文能力都還不足以看懂學校
寄來的通知，相當困擾，「經詢問其他日
本同學，才深刻了解到原來大家都曾經因
為語言問題而經歷相同的難題。不希望再
讓學弟妹們遇到相同的窘境，也想要幫助
大家順利來臺讀書，30 位日本同學就進行
簽名聯署，再與國際處境輔組約聘人員劉
駿志討論後，成立了這個社團。」
　本學期將舉辦聯誼活動，讓日本同學們
相互熟悉，在增進大家情感之餘，新良理
輝期許可以營造溫馨、舒適的氛圍，帶給
這群離開父母、獨自在異國求學的同學們
一些安全感。近期也將規劃和其他外籍國
家的同學們一起學習中文，增加國際文化
和語言交流的機會。
　新良理輝歡迎全校同學加入社團，「雖
然大學生活不容易，但是能與相同目標的
同學交流，一定可以找到永遠的朋友。」
（文／陳律萍）

▲本學期新成立的日本學生聯誼會，成員們
開心合影。（圖／日本學生聯誼會提供）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69 週年
校慶園遊會暨校慶萬聖節 Party 將於 11 月 2 日
（今日）上午 10 時在書卷廣場和海報街熱鬧
登場！「校慶萬聖節 Party」於下午 1 時在書
卷廣場舞台區，將由校長葛煥昭致詞並代表淡
江大學切生日蛋糕，今年學生會主辦以「萬聖
淡江，誕哩歸來」為名，「誕」取自「誕辰」
之意，結合閩南語讀音「等你回來」，邀請校
友們返校與在校師生一同參與校慶活動。
　學生會攜手雄友會、澎友會、馬來西亞同學
會、華僑同學聯誼會、印尼同學聯誼會 5 個學
生社團，以及邀請馥奇手工餅乾、私路古著等
廠商設攤，推廣文化與特色美食。為鼓勵同學
做公益，學生會與氣球社合辦發票換造型氣
球，同時西音社、吉他社、魔術社、舞研社等
參與表演；下午邀請陳零九、陳忻玥、有感覺
樂團、DJ JYT 等藝人帶來精采表演。
校慶運動大會 6 日熱鬧展開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愛好運動的

你，準備好了嗎？ 69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將於
11 月 6 日熱鬧展開！上午由「體適能趣味競
賽」揭開序幕，有手忙腳亂、瘋狂投籃、飛躍
69、蜻蜓點水、勁爆九宮格（矇眼組、一般
組）等項目。下午進行田賽有：跳高、跳遠、
鉛球，徑賽有：男女組 100M、200M、1500M
及 400M 接力，另有大隊接力男子組 4000M、
女子組 2000M 等精采賽事，皆在淡水校園操
場比拚，快來為選手們加油吧！
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轉播校慶慶祝大會
　【吳珮瑄、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淡江
電視臺、淡江之聲廣播電臺將於今日早上 9 時
同步進行典禮實況轉播。典禮後，淡江電視臺
將進行一系列校慶活動採訪，之後於淡江電視
臺臉書粉專「tktvforever」及 YouTube 呈現。
淡江之聲廣播電臺舉辦校園隨機採訪及粉絲專
業趣味問答一系列活動，同時歡度電臺 27 週
年台慶，詳情請收聽 FM88.7 或淡江之聲官網
（votk.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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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7(四)
15:10

學發組
L102

「在黑暗中說的投影片故事」--高
質感簡報製 作技巧（上機實作）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1/2(六)
8:00

資圖系
網路報名

「國際移動與跨文化講座—看見印
尼」活動報名（enroll.tku.edu.tw）

11/2(六)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FBI都在用的行為觀察術」活動報
名（http://enroll.tku.edu.tw/）

11/2(六)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國際力，到國外工作你該知道的
事」活動報名（enroll.tku.edu.tw）

11/2(六)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工作會消失嗎？就業市場探索」
活動報名（enroll.tku.edu.tw）

11/2(六)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創業力，我讀大學我創業」活動
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11/5(二)
12:00

教發組
I501

人文學科教學型升等之路

11/7(四)
18:30

圖書館
U301

論文寫作特效藥:Endnote+Turniti

　【記者李柔淡水校園報導】驚聲古典詩社 8
人於 10 月 21 日至 26 日受邀前往江蘇師範大
學參加第十三屆「古韻新妍」兩岸青年古典詩
詞聯吟暨第四屆漢文化學習訓練營，海峽兩岸
共有 13 所大學、逾 150 位師生共襄盛舉。
　驚聲詩社於會中帶來吟唱表演，開頭為〈大
風歌〉道劉邦雄健氣魄；〈垓下歌〉、〈和項
王歌〉演繹項羽英雄氣勢將盡和虞姬美人情烈
的決心；最後吟誦〈出塞〉、〈題昭君墓〉，
並以河洛調吟唱〈秋風辭〉作結尾。驚聲詩社
指導老師普義南說：「校內沒有教吟唱的老師，
所幸有陳巍仁老師、林宏達老師撥空指導，以
及停雲、東籬等友社照拂，才能順利成行。」
　活動另參訪漢畫像石藝術館、龜山漢墓及楚
王陵等地。在歡送晚宴上，代表詩社帶來〈短
歌行〉吟誦的吟唱長、中文三陳霖翰說：「古
韻流傳，新妍相承，兩岸詩詞同好齊聚徐州，
望著千里山河吟詠感懷。非關政治，了卻歧
紛，共沐雅風，兼容並蓄，實謂君子之德矣。」

驚聲詩社 8 人徐州吟誦

▲驚聲詩社受邀前往江蘇師範大學參加兩岸青
年古典詩詞聯吟大會。（圖／驚聲詩社提供）

　【記者李柔淡水校園報導】諮商暨職涯輔導
組於 10 月 29 日到 31 日舉辦心理衛生推廣聯

合擺攤活動，在商管大樓 4 樓有手作擴香石、
絹印手提帆布袋，製作簡單快速的療癒小物，
還能加入自己的巧思，活動前兩日累計有 1,050
人前往體驗，現場反應熱絡、笑語充斥。諮輔
組約聘輔導員李元親表示，「與你香伴是為了
宣導防治自我傷害和危機管理，絹印提袋是希
望大家能用不同的方式，至少幾分鐘專注在網
路之外，且完成可愛作品讓人很開心，也能發
展多元興趣。」另在商館 3 樓也有性別平等專
案「越來越愛你」和生涯專案「你好，淡江無
界」活動。資管一鄭芷函分享：「我很喜歡美
術，諮輔組這次準備的手作小物很有趣味，有
機會會想再參加諮輔組的其他活動。」

諮輔紓壓妙方擴香石拓印提袋體驗破千人

▲諮輔組的「與你香伴」手作擴香石攤位前，
體驗學生眾多。（攝影／羅偉齊）

▲彩妝社上週在海報街辦「2019 萬聖節彩妝
週」，吸引同學前往體驗。（攝影／丁孟暄）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打造屬於你的
萬聖節妝容吧！彩妝社於 10 月 29 日至 31 日
在海報街舉辦「2019 萬聖節彩妝週」，現場
攤位設置認識彩妝品牌、五官對對樂、趣味
猜謎、南瓜丟丟樂等闖關遊戲，豐富大家對彩
妝知識和流行時尚的了解，成功過關除了可以
獲得萬聖節糖果，還能領取香水、保濕乳等獎
品。活動另設有萬聖節小屋打卡牆和南瓜裝飾
供大家拍照上傳社群媒體，吸引許多同學前往
同樂，節日氣氛十足。此外，31 日的人體彩
繪活動，由彩妝社社員們免費為同學繪製萬聖
節塗鴉，下午 1 時也邀請到彩妝師 Jona 到場
為同學上妝，展現專業的彩妝技巧。
　參加者、中文二黃于真說：「活動規劃很多
小遊戲，讓參加者得以在遊戲中認識到多家彩

妝品牌，現場另提供抽獎機會、讓
遊戲更富吸引力，十分有趣！」

　

　【記者陳律萍專訪】「我的父親是柔道老
師，一開始可說是被逼著學習，後來慢慢才
練出了興趣、也從比賽拿獎中獲得成就感。」
眼前這位對於柔道又愛又恨的壯碩男生日文
二丸山海舟正享受著成就感，近期在 108 年

日文二丸山海舟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柔道一般男生組第 4 級決
賽贏得金牌、同時受大會頒發「美技獎」；9
月 30 日出征 2019 年中華民國柔道錦標賽大專
男子乙組重量級同樣抱回第一名。
　細數在校過往成績，還有 107 年北區聯合柔
道盃男子組中量級冠軍、2018 年中華民國柔
道錦標賽大專男子乙組重量級冠軍。每回出賽
總有優異表現的丸山海舟謙虛地說自己只是好
運，撐得比較久，而且很開心能與各地選手們
交手，增加自己的經驗之餘，更能促進國際間
柔道的交流。
　柔道起源於日本古代的武術柔術，丸山海舟
的父親是嚴格出名的柔道老師，「小學二年級
開始接觸柔道，被爸爸教柔道簡直是心靈上的
折磨，總覺得練習過程很辛苦，直到中學三年
級參加縣大會得到冠軍，才了解個中滋味、找
到榮譽感。當時能進入全國大賽是一個相當稀
有的機會，我超級開心的！」得獎後的他開始
自我要求，以父親為榜樣，期許自己能有更傑
出的表現。
　本以為找到熱情的丸山海舟，高中參加柔道
社時卻換來身體上的折磨，「柔道社會找很強
的高中合宿，然後展開一連串地獄般的訓練，
嚴格到連受傷也不能休息，雖然有專業人員提
供治療，讓傷害能快速復原，但還好朋友間相

處愉快，經常一起去吃拉麵。」接著來到臺
灣讀大學，他自嘲心態像是解放了一般，「同
樣是社團練習，臺灣學生看起來都很快樂。」
臺灣人快樂學習也有傑出表現，這讓丸山海
舟覺得很新鮮。
　只是丸山海舟仍然很自律、沒有減少訓
練，每週一、三固定參加柔道社的社課，其
他時間自行在健身房進行重訓，維持身體素
質。在臺灣求學幾乎沒有適應問題的丸山海
舟說：「其實我從小每年固定有一週來臺進
行柔道交流，也是因為想要推廣柔道和精進
自我，所以在升大學的階段，才會決定來這
裡讀書。」丸山海舟對柔道有著沿襲自父親
的使命感，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熱愛的柔道
上，也不吝於分享自己柔道制勝的心法就是
「速度」。
　丸山海舟說：「學習柔道之初，父親曾告
誡我說『不可以讓自己和別人受傷』，這句
話影響我很深，慢慢體會後自己變得更懂得
體貼別人，也想成為一位像父親的柔道人。」
他想跟大家分享，無論是在柔道或課業上學
習，不要畏懼挑戰！「如同我決定來臺灣讀
大學一樣，一定要勇敢嘗試，才會發現這些
事物是否適合自己，說不定也會因此找到自
己的興趣所在，這也是人生有趣的地方。」

校園話題   物
柔道金牌驚豔評審 獲頒美技獎

▲日文二丸山海舟。（攝影／麥麗雯）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健言社於 10
月 25 日至 28 日參加法務部廉政署舉辦的「第
十三屆廉政盃大專校院校際辯論比賽」，本校
B 隊在季殿賽中以「企業用人應以專業倫理還
是專業技能為重？」辯題贏得「團體獎」季軍、
「個人獎」是由風保四陳品毓榮獲最佳辯士。
　健言社社長、電機三廖哲霈說：「感謝何孟
軒學長、黃文智大哥支持，以及葉定遠、陳春
男、洪惇旻學長們的付出。近年健言社能穩定
拿獎，學長培訓實在功不可沒，選手也是辛苦
準備才有今日成就，恭喜大家！」最佳辯士、
風保四陳品毓說：「謝謝學長們陪我們討論比
賽，還要感謝我的隊友，以及黃大哥一直是社
團的支柱。能拿獎要感謝的人實在太多了，而
且這次比賽讓我打得很開心。」

健言社廉政盃季軍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用音樂說出心
中的話！吉他社於 10 月 28 日晚間在同舟廣場
舉辦「吉時行樂」戶外民歌活動，現場湧進近
百位聽眾。表演者們穿上白色社服與牛仔褲，
搭配著吉他悠然自在的琴聲，與演唱者迷人的
嗓音，彷彿回到 70 年代校園民歌興起時，溫
暖又歡愉的時刻，氣氛相當溫馨。活動負責
人、機械二李育瑋說：「此次主題想表達我們
在時間洪流中不停成長，透過音樂可以傳達與
宣洩心中難解的情緒與話語，希望讓大家都能
找回自己最初嚮往的模樣。」他補充，戶外民
歌同時是幹部們初試啼聲的機會，也邀請學長
姊表演，希望能提升大家對吉他的熱情。

吉他社同舟唱民歌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108 學年度優秀青
年獲獎名單出爐！全校共計 14 名學生獲獎。
優秀青年由各系、所導師、教官等舉薦，依各
學院人數分配比例，文、理、國際事務、教育、

全發院各 1 名、外語 2 名、工學院 3 名，商管
學院 4 名。今年優秀青年品學兼優，在學術研
究、競賽、社會服務、社團及國際活動等領域
大放異彩，均具有創建及具體優良事蹟。獲獎

人分別為中文四李家郡、尖端材料四劉維欣、
土木四陳思翰、化材四李柏昊、機器人博三賴
宥澄、財金博三許信輝、產經碩一蕭長建、資
管四王莉婷、全財管四高偉翔、英文四林芷

品學兼優受矚 14 生獲選優秀青年

亘、日文碩四黃于瑄、外交
與國際三蔡昀潔、教科四徐
唯芝、觀光四許梃維。
　劉維欣 107 年暑期擔任「科
學營」總召，今年暑期赴日
本姐妹校大阪府立大學參加
「櫻花交換計畫」學術訪問，
　她感謝實驗室的老師們給
予學習的機會及肯定。
　擁有童軍團 15 年資歷的陳
思翰，現為土木系大學部和
研究所學生，積極參與系學
會、協辦土木週，同時為系
上拍攝和剪輯招生影片。

　賴宥澄擅長研究機器人，碩士論文於 105 年
獲得台灣機器人學會頒發「特優獎」，參加第
九屆上銀智慧機器手競賽，與隊員攜手贏得開
發組、智慧裝配及機械揮毫 3 項冠軍。
　許信輝熱心推展社會服務工作，2019 年擔任
台北市四海國際青年商會會長，同時為財金系
進學部兼職講師、區塊鏈研究社指導老師。
　王莉婷於今年暑假赴美參加「2019 年世界盃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總決賽，贏得「辦公室應
用軟體能力競賽」（Word 2013）世界盃冠軍。
賽後收到總統蔡英文、副總統陳建仁賀電，稱
許她「技藝超群，揚譽全球，為國爭光」。
　黃于瑄學業表現優異，曾任士林國中雙語教
學指導老師，也曾在臺北市舉辦世界大學運動
會期間，出任日語線上真人口譯之工作。
　蔡昀潔大三休學半年前往泰國、擔任國際志
工，協助偏鄉社區發展、提供英語教學，亦在
馬來西亞國際透明反貪腐組織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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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優秀青年獲獎人（從左至右排序）：李家郡、陳思翰、賴宥澄、李柏昊、黃于瑄、高偉翔、王莉婷、
林芷亘、許梃維、徐唯芝、許信輝、蔡昀潔、劉維欣、蕭長建。（攝影／張瑟玉、游晞彤）

歡慶　 週年校慶蛋捲廣場開趴
各系    月   日校慶活動21   1   

時間 主辦單位／活動名稱（地點）

9:00 物理系／物理系開放日（科學館大廳）

9:30 統計系／系友會大會和系友聯誼（B713）

9:30 公行系／系友回娘家（B302A）

10:00 中文系／系友揮毫、傑出系友演講（L307）

10:00 化學系／化學系系友大會（C013）

10:00 化材系／化材系逢十同學會（E787）

10:00 航太系／航太系系友聯誼會（E819）

10:00 管科系／系友返校聯誼（B907）

10:30 德文系／德文系系友回娘家（T505）

12:00 資圖系／教資，資圖系友會（L522）

13:00 物理系／56週年系慶和系友返校（S104）

13:00 資工系／資工系系友返校活動（E680）

13:00 經濟系／系友大會（B701）

13:00 教科系／教科系校友回娘家（ED201）

13:30 企管系／系友回娘家和理監事會議（B302B）

14:00 會計系／金鷹校友返校餐敘（B1113）

14:00 俄文系／俄文人卡拉OK大賽（校外）

14:00 資傳系／系友返校座談會（Q206）

17:30 財金系／系友大會（校外）

迎校慶

（資料來源／各院系所提供）＊本表僅供參考，最新消息或相關異動請洽各院系所。

彩妝社打造魔幻妝容迎萬聖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