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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 聯 會 於 上 週 舉 辦 送 舊 晚 會。（ 攝 影
／游晞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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奪全社評3獎

▲彰化校友會獲得全社評自治性社團特優，會長洪琪媛（右）與
副會長黃秀蓉（左）兩人開心分享這份喜悅。（攝影／戴瑜霈）

【記者戴瑜霈、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由教育部主辦「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
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於 5 月 22 日揭曉得獎名單，本校在大學校院「自
治性、綜合性」組中，彰化校友會榮獲特優；「服務性」組中，種子課輔社
搶下特優；「學術性、學藝性」組中，微光現代詩社贏得佳作，表現非凡。
彰化校友會會長、管科二洪琪媛表示：「很開心認真準備的參賽資料能獲
得評審青睞，我們預計在期末舉辦慶功宴。」彰友會長期深耕返鄉服務隊和
文化週活動，近年攜手烹飪社、美術社合辦動、靜態活動，希望帶給會員豐
富的收穫。洪琪媛說：「我們以彰化囝仔自稱，希望藉由社團交流，為北上
讀書的彰化人提供生活諮詢、互助及溫暖。現在積極與北區各大學的彰友會
合作，一起舉辦品格成長營，期待把彰化的溫暖發揚光大。」
微光現代詩社社長、中文三陳妤芊分享參加全社評的心路歷程，今年報名
學藝性社團，除了參考去年在全社評的得獎經驗，今年社員們更加團結和投
入，「感謝課外組的瑞娥姐、彥儒姐和峻維哥花時間指導我們編排架構及修
正，才使社團獲得好成績，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經營社團、展現特色。」

社團負責人提建言 籲校方維護學生權益
【記者蕭羽珊淡水校園報導】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原定於 5
月 5 日舉辦本學年度「社團負責人座談會」，
改採書面收集學生社團意見，再由校內各單位
答覆說明並公告在課外組網頁，今年總計有 11
個社團針對社辦管理、場地設備及社團評鑑等
議題進行提問。
國際大使團廖奕婷反應，原有社辦被改建為
韻律教室，社辦被強制遷移後沒有受到良好安
排。課外組回覆，校外社辦停租後才進行體育
館社辦重規劃，場地分配定案已是暑假，未及
時通知所有社團，造成不便深表歉意，將積極
尋找更多適合的社辦場地。
自由搏擊社涂瑞城說，社員在體育館地下一

樓活動，因場所鋪設的軟墊損壞造成運動傷
害。體育事務處回覆，經評估全面更新軟墊的
經費約新臺幣 70 萬元，預計在暑假期間進行
汰換作業，提供同學乾淨與安全的空間。
關懷動物社鄭珮恒針對校內放養犬隻若出現
攻擊事件，詢問校方相關處理方式。總務處回
應，校園留狗目前僅有 1 隻「胖妹」，若發現
有其他放養犬隻，除委請關懷動物社協助掃描
晶片，由事務組聯絡犬隻主人到校帶回；無主
之犬隻，則由警衛及保全引導其出校，避免發
生攻擊師生情事。
淡蘭排球社黃子襄表示，這學期受疫情影響
無法舉辦活動，請問社團評鑑該如何進行。課
外組說明，社團評鑑分為兩部分，一是繳交年

度成果報告表電子檔已於 4 月 16 日公告，二
是檔案競賽已於 3 月 30 日公告，每社團僅設
置一位解說員，各社團攤位不併桌，並取消觀
摩活動及頒獎典禮。社團評鑑相關資訊皆會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五虎崗傳奇」公告。
澎湖校友會龔思穎說，學校寒暑假不開放行
李區和行李房，對於離島生每學期花費在行李
運送的人力、時間及經費增加，希望可以減少
同學和家長的負擔。住宿輔導組說，校長已指
示「為了給學生方便，下一學期續住的住宿生
打包的行李可以放在指定寢室或合適地點集中
放置。」現已協調圖書館暫存寄放，屆時有需
求的住宿生依規定放置。

USR 與綠療師有約 青銀打造生態盆
【記者劉江淡水校園報導】5 月 26 日上午
10 時，大傳系助理教授馬雨沛在 B302A 舉辦
USR 微學分課程，邀請 ACP 園藝治療師王卉
蓁分享「與綠療師有約」，帶領社區與師生打
造個人專屬「生態盆」。
在初老階段退休後發展園藝證照的王卉蓁說
明「園藝治療」是學習與自然對話，藉助植
物的力量達到陶冶生活、放鬆恢復的目的。她
介紹園藝活動可分為純觀賞型和活動參與型，
園藝治療屬於後者，是在有限空間裡打造一個
專屬生態系，發揮綠色的療癒作用。隨後，依

次介紹本次活動所用迷你左手香、竹柏、迷你
薜荔等 8 種植物之特性，示範製作生態盆的步
驟。王卉蓁強調：「生態盆 DIY 的過程中，
重要的是將自己的想法融入自然之美當中。」
現場逾 30 位師生與 8 位中華種子教育與關
懷協會的社區長者們，在彼此協助與觀摩中完
成生態盆製作。中文四劉怡欣與同組長者互動
愉快，協助長者與作品拍照。長者呂正華分享
創作心得：「彷彿在過程中，已進入一座香草
花園，似乎嗅到芬多精了。」大傳三古佳立說：
「很久沒有手作，這次活動讓我很有成就感。」

▲學員將課堂所學應用在生態盆中，並分享作
品的創作心得。（攝影／張瑟玉）

Old Fashion
僑聯會送舊祝畢業生鵬程萬里

【記者游晞彤淡水校園報導】華僑同學聯
誼 會 於 5 月 22 日 晚 間 7 時 30 分 在 宮 燈 教 室
H115、116 舉辦送舊晚會「昨天的回憶」，今
年以「old fashion」為題，吸引近 50 名應屆畢
業生和會員們一同穿著復古服裝共襄盛舉。
活動邀請到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國際長
陳小雀蒞臨，王高成致詞表示：「今年很可惜
因為疫情關係，導致部分僑生無法來臺，不過
也很慶幸臺灣防疫工作做得很好，所以才能如
期舉辦送舊活動。祝福準畢業生未來升學和就
業都能心想事成、鵬程萬里。」緊接著進行歌
唱、吉他彈奏等表演，之後派發禮物給予畢業
生，並由其中 3 位發表簡短感言，最後與會成

吉他社學員展成果
出口音樂共享紓壓

▲微光現代詩社上週在文學館 2 樓展出第 18
期詩刊展覽「感官失衡」。（攝影／陳律萍）

化學系教授謝仁傑
校園話題 物

【記者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溜冰社於 5 月
24 日在溜冰場舉辦「小淡盃」社團成果發表競
賽，吸引逾 20 位社員參與，比賽項目有競速
賽、前溜逆時針、後溜順時針及趣味競賽，前
兩項賽事皆由社員、化學二陳品睿拔得頭籌。
今年受疫情影響，原定邀請全國溜冰好手參
加的淡大盃溜冰錦標賽取消，改以社內比賽為
主，競速賽在上午完成，下午則是由幹部們設
計「東倒西歪」、「123 木頭人之搶旗大作戰」、
「接力賽」、「球球滿天飛」4 項分組趣味競賽。
溜冰社社長、日文二鄧語芊表示：「這次比
賽因疫情而縮小規模，有些可惜，但今年小淡
盃賽程輕鬆且富有趣味性，社員們玩得很開
心，也更盡興。」社員、化學二陳品睿說：「在

傳遞正能量 製次氯酸水助校抗疫

【記者王怡雯專訪】走進化學館實驗室，
與過去相比，地上多出一桶又一桶的次氯酸
水。在防疫期間，化學系教授謝仁傑提出製

▲化學系教授謝仁傑。（攝影／游晞彤）

衡」，26 日在 E412 教室舉辦「微光 18 讀詩
會」，由作者分享作品的創作精神和意涵，也
與讀者交流讀後感。微光詩社社長、中文三陳
妤芊說：「這期詩刊以感官失衡為名，社員們
藉由詩作的情境，觸發讀者自由想像的空間，
兩者進行感官抽換的交流，期待引發更多感知
的想像。近期也是幹部交接的時候，期待未來
新任幹部們能繼續帶領詩社持續前進。」
觀展同學、歷史三王其振分享觀展心得：「感
官是我們認識和瞭解世界的媒介，一方面帶給
我們真實感受，我們也為這些感知注入生命；
另一方面感官也會帶來錯覺，因人而異的主
觀，使作品產生理解的差異，進而讓創作達成
不同的效果。這次活動讓創作變得很有趣。」

作次氯酸水，並主動提供給全校使用，功不可
沒，而每每談及此事，他總是靦腆地笑著說，
「能夠服務到大家，是我的榮幸。」
美好的善念，皆由小地方逐漸擴大。謝仁傑
表示，次氯酸水起初只提供給系上同仁及化學
系館，做為日常噴灑消毒之用。在與研發長、
化學系教授王伯昌討論後，認為抗疫期間若能
提供次氯酸水給全校使用，除了能夠緩解當時
市售酒精一瓶難求的窘境外，也能為學校節省
防疫費用。
後期謝仁傑力邀系上老師加入製備團隊，運
用實驗室的良好製作環境與器材，產出足量的
次氯酸水供給校內各樓館使用，為學校防疫陣
線再添一助力。謝仁傑說，「次氯酸水市價高，
調配方式卻不難，希望化學系學生也可以多多
參與，讓服務人力更加充足。」提到為何不廣
開工作坊，讓全校有興趣的人都來學習呢？謝
仁傑指出，次氯酸水的調配方法很多，在沒有
經驗的情況下調配會產生大量氣體，瞬間吸入
會造成呼吸道灼傷，因此希望有專業知識背景
的人來製作，更不建議大家自行調製。

另外化學系提供的次氯酸水無需再稀釋濃
度，可以直接使用，這也是基於安全考量。
為了製備次氯酸水，謝仁傑曾詢問專賣廠
商，將濃度控制在「50ppm」較不傷害人體
肌膚，但他提醒，化學藥品可以協助防疫，
最好的抗菌方式還是勤洗手，因為新冠病毒
主要透過黏膜傳染，眼、口、鼻、性器官等
都可能成為接觸傳染的途徑，且所有的抗菌
用品都需要時間發揮作用，每次洗手更要超
過 20 秒才是最有效的滅菌方式。
「為大家服務不是問題，只希望學校不要
成為防疫破口。」謝仁傑說，每天看著校園
內的師生戴著口罩來往，都會很期盼大家能
早日安然地度過這場瘟疫，回歸日常的校園
生活。他鼓勵各系所教師多關注時事，嘗試
將專業領域應用在生活當中，相信貢獻知
識能幫助更多人受惠。謝仁傑也很感謝系上
老師共同協助，全員防疫讓大家站在同一陣
線，不管是為了個人健康，還是校園衛生安
全，我們都應盡一己之力，讓抗疫成效更加
無懈可擊。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活動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6/1(一)
8:00
6/1(一)
8:00
6/4(四)
10:10
6/4(四)
13:00
6/5(五)
10:10

活動名稱
「微學分：農夫體驗「筍」友一
學務處
起來！」活動報名（網址：http://
網路報名
enroll.tku.edu.tw/）
諮輔組 「愛情健診－伴侶諮商」活動報名
網路報名 （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學習策略工作坊：「學習大加值，
學發組
書審高顏值」報考國內研究所書審
I304
資料準備技巧
學發組
教學助理專業成長社群成果分享
I301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作坊：「在黑暗中說的
L110
投影片故事」高質感簡報製作技巧

27 位教學助理榮獲
優良及特優獎肯定
▲吉他社學員成果展「出口」，帶來動人歌聲
與音樂，期待藉此緩解壓力。（攝影／游晞彤）
【記者湯紫雁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於 5 月
25 日晚間 7 時 10 分在 SG 402 舉行第 47 屆下
學期學員成果展，今年以「出口」為主題，設
計一系列的黑白舞臺背板、節目卡、識別證等
裝飾擺設，表演曲目多達 12 首，除了帶來豐
富的聽覺與視覺享受，還提供零食給予觀眾自
行取用，吸引近 50 人到場觀賞。
主題「出口」是指抒發情緒、壓力的管道，
吉他社期待藉由音樂成果展帶給大家繼續前進
的動力。活動負責人、經濟三劉昱秀表示：
「看著學員在舞臺上做著自己喜歡的事而閃閃
發亮，感到很滿足。」
除了學員表演節目，吉他社幹部在頒獎儀式
中增加猜謎的環節，讓學員各自透過團名或歌
名的諧音尋找自己在教室角落內的獎狀。土木
一許智棆說：「大家的表演都很精彩，最後的
頒獎方式令人印象深刻，是一段充滿歡樂的時
光。」

微光 18 展感官失衡 打卡送詩刊 錦標賽停擺 溜冰社全員改溜小淡盃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社
於 5 月 25 日至 29 日在文學館 2 樓穿堂和走廊
舉辦期末成果發表第 18 期詩刊展覽「感官失

員共同票選最佳服飾獎。
僑聯會會長、大傳二何書韻說：「四年的大
學生活將成為畢業學長姐的回憶，因此才會以
復古風格呼應『昨天的回憶』這個主題。」獲
獎者之一的國企一蔡金潔說：「這個活動讓很
多不同國家的同學相聚，也因此見識到許多異
國復古服裝。聽完學長姐訴說在僑聯舉辦各式
活動的點滴，讓我更想繼續待在這裡和大家一
同創造美好的回憶。」

小淡盃中，將平時在社課學習和練習的成果一
次發揮出來，能夠從高手如雲的溜冰好手中脫
穎而出，感到非常開心。」

【記者李宜庭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助教協
助教師教學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學生事務處
學生學習發展組於 5 月 22 日揭曉「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優良及特優教學助理」得獎名單，今
年有 5 人榮獲特優教學助理、22 人贏得優良
教學助理，總計 27 人受到肯定。
中文博一戴君珉表示，自己在當助教的過程
中，同學們的學習狀況都很不錯，「尤其是遇
到勤學的同學們，在課後時間提出更深層的問
題，課堂筆記也十分認真。」產經博二高衡權
分享，自己本來是希望將以前學習不足的地方
補強，再把心得回饋給學弟妹們，才因此成為
教學助理。他鼓勵同學在課堂遇到困難的考題
不要輕易灰心，應該要勇於替自己爭取加分機
會，高衡權也會送歐趴糖，祝學生考試順利。
資管碩二楊致嘉說自己當教學助理的初衷，
是因為當年讀書遇到瓶頸，便會尋求系上助教
協助，感念曾受到幫助，所以才會想接力幫助
學弟妹們，告訴他們在讀書的道路上並不孤
單。「當教學助理困難的地方在於，要想辦法
讓學生理解專業知識，在教學過程中看到學生
們發生重複錯誤，也需要用耐心、愛心與熱忱
去指導，期許他們能發揮實力。」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優良及特優教學助理得
獎名單，詳見學發組網站（網址：http://spirit.
tku.edu.tw/tku/main.jsp?sectionId=10）。

樸毅青年返校重溫童年回毅

▲溜冰社舉辦「小淡盃」社團成果發表競賽，
吸引逾 20 位社員參與。（圖／溜冰社提供）

certification

舞研社成發７月線上開跳

【記者張舒涵淡水校園報導】舞蹈研
習 社 原 訂 5 月 25 日 舉 辦 本 學 期 成 果 發 表
「certification」，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而決
議取消，預計登臺的 11 組團隊表演將製作成
影片，於 7 月初發布在「淡江大學舞蹈研習社」
的 YouTube 頻道（網址：https://www.youtube.
com/channel/UCN1IiI8ezFBnQdOMEAPne_
g），屆時活動詳細亦同步公開在舞研社臉書
粉絲專頁及 Instagram。
舞研社社長、統計二張婉歆說明，期末成發
象徵社員完成了種種挑戰，領到證書且光榮卸
任，屆時將帶來 Jazz、Dancehall、Hip-Hop、
Modern 等舞風，風格多變且內容豐富，透過
MV 形式呈現，期待讓觀眾在線上也能感受到
熱血、精彩的演出。
西語二林珈伃說：「我們籌備了將近 5 個月，
卻因疫情被迫取消，練舞時間也因場地受限而
減少，然而大家卻沒有因此而懈怠，反而更認
真投入練習。雖然實體發表取消可惜，但換個
念頭想，線上播出的方式是首例，也是最特別
的一屆。」同為活動負責人的張婉歆表示，「無
論演出形式為何，只要讓大家知道舞研社的所
有夥伴是朝同一方向前進，這樣就值得了。」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樸毅青年團於
5 月 24 日舉行社員回娘家活動，今年以「童
年回毅」為主題，約 10 名學長姐返校共襄盛
舉。社員們演出穿越劇貫穿全場，搭配紀錄學
長姐在樸毅青年團的回憶影片，加上丟沙包、
打陀螺、吊酒瓶等童年遊戲為環節，現場另打
造柑仔店的網美牆供全員拍照留念，活動團聚
交流的氣氛相當溫馨。
總召、管科二陳宣瑜說：「設定『童年』為
題是因為樸毅的服務對象是小朋友，每當出完
營隊回來，總會有人分享在服務過程中，能從
學童身上看見童年的自己，因此靈機一動以此
為題，讓我們與返校參與活動的學長姐也能從
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兒時回憶。看見學長姐願意
回來參加並玩得開心，令我十分感動。」

防疫總動員自治選舉不中斷

本校第二十六屆學生會正副會長、第四十屆
學生議會議員選舉及 10 個學系系學會正副會
長選舉，於 5 月 26 日至 29 日進行電子投票。
而未參與三合一選舉的各系學會們，亦於上週
同步進行紙本投票，大傳系系學會即在傳播館
3 樓擺設投票攤位，期待衝高投票率並選出最
佳人選。（文、攝影／游晞彤）

編輯／張瑟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