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樸毅青年團1月25至27日在新興國小舉辦
「毅起樸出興樂章─寒假品格成長營」，由17
位服務員帶領36名學童進行一系列的品格相關
活動，透過手作、跨組合作課程、遊戲，以及
團康活動，將品格文化融入互動與團康遊戲
中，讓學童在3天的活動中，瞭解「勇敢」與
「珍惜」兩大品格。活動總召、化材二尹之均
說明，因疫情影響，本次營隊在招生方面遇到
不少困難，為了讓參與者保持社交距離或遵守
防疫相關規定，在企劃發想的階段就捨棄許多
有趣的互動模式。因為服務對象是國小學生，
個性都較活潑好動，不可控制因素較多，所以
第一天課程結束後，服務隊成員一同檢討至半
夜。他也提到，「雖然過程遭遇許多困難，但
在營隊結束時，看見小朋友依依不捨、遲遲不
肯返家的樣子，內心充滿感動，頓時覺得這些
日子的努力都很值得，謝謝一起出隊的服務員
和幹部們，讓這次寒假營隊能畫下圓滿的句
點。」（文／張容慈）
　台南校友會1月26至27日在臺南市學甲區
的東陽國小，舉辦第10屆寒假返鄉服務營「勇
敢冒險～去吧！神奇寶貝」，由服務員33人帶
領國小一至六年級共81位學童共同創造美好的
回憶。
　營隊以愛護環境和保育活動為主題，內容以
課程和多項活動搭配組成。課程部分將低年級
與高年級做區分，藉由分開教學，讓不同年齡
層的學員能充分吸收學習，課程中介紹各類常
見的汙染、國家公園，以及保育類動物，例如
石虎，希望讓學員了解到愛護地球的重要性。
在活動設計上，除了早操教學、闖關遊戲、
DIY、營歌教唱、晚會活動外，過程中觀察到
小學生比較喜歡在戶外活動嬉戲，而增加了大
地遊戲，讓學童可以在活動中快樂學習。
　隊長、水環二陳韋廷表示，藉由出隊想讓隊
員明白，返鄉服務是一項好玩且非常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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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服務隊全臺送暖傳播愛 　110學年度淡江大學全國羽球邀請賽2月19至
20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開打，選手分別來自31
所大專校院，男女組各有15隊參賽，本校奪得
男子組冠軍，守住主場勝利。
　羽球代表隊教練、體育處副教授黃貴樹說
明，本次全國羽球邀請賽是以團隊賽的形式辦
理，原名「北區大專院校羽球邀請賽」，已舉
辦超過四十年，是歷史悠久的賽事。去年受疫
情影響而停辦，今年復辦比賽但需確實執行政
府的措施，要求選手們提供已接種兩劑疫苗的
小黃卡或PCR陰性證明，選手除了要在賽場上
搏得好成績，賽場外也得確實做好防疫。
　羽球隊隊長、航太三劉珅有表示，這次比
賽勁敵很多，面對各校好手雲集，賽事強度
甚高，在對上臺灣大學的冠亞軍決賽，一度陷
入苦戰，直到第五點才分出勝負。劉珅有特別
點名優秀學弟，「我們的學弟都很不錯，尤其
觀光一鄧楚睿和資管一張祐綦。」練球時，鄧
楚睿總是自動自發，張祐綦實力極佳，不吝嗇
的分享技巧引導隊友一同進步。期許隊員們都
保持最佳狀態，在未來的賽事繼續為校爭光。
（文／姜羿帆、圖／羽球代表隊提供）

全國羽球邀請賽

武士戎勉教學助理提升英語能力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諮商
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 3 月 1 日中午 12 時
在 I501 舉辦「教學助理期初會議」，邀請特
優教學助理分享教學經驗，活動採實體及 MS 
Teams 遠距同步與會，逾 40 人參與。
　學務長武士戎致詞表示，自己讀研究所時也
擔任過教學助理，在授課的過程中只要用心準
備，除了讓學生受益，自己絕對也會有所收
穫。現在助教們整理教案的方式比以前方便許
多，鼓勵大家要把所做的教案都完整保存，若
能多準備些英文教案，提升英語能力，將來肯
定有其用途。接著，由諮輔中心組員李健蘭解
說教學助理的認證、培訓、任用制度及權益。
特優教學助理、英文系博士班洪偉翔分享，教
學前除了要備課，建議多使用線上平臺作為輔

　【記者謝采宜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社
3 月 1 至 4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微光現代
詩社十屆合集《可見光》暨十屆回顧展」，3
月 1 日中午舉行開幕式，文學院院長林呈蓉、
中文系主任周德良、微光現代詩社指導老師黃
文倩、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鄭德成等參與。
　展覽之外，微光現代詩社在 3 月 1 日晚上 6
時舉辦「當我們討論微光時，我們在討論什
麼」座談會，邀請創社社長洪崇德與第二屆社
長曾貴麟，分享在社團草創時期的經歷，對出

▲微光現代詩社創社社長洪崇德與第二屆社長曾貴
麟分享社團草創時期的經歷。（攝影／鄧晴）

　【記者謝采宜淡水報導】為促進傳統文化之
發展，延續詩人蔣國樑先生致力於古典詩創
作及推廣之精神，並傳承古典詩歌美感，中
文系舉辦第十二屆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
向全國大專院校同學徵稿，鼓勵青年學子創作
古典詩。自 3 月 1 日起至 4 月 15 日截止收件。
甄選題目以「臺灣」為範圍，自選主題，人
事物皆可，創作四首絕句，題目自訂。體裁
為七言絕句，限平聲韻，必須符合格律。四
首如能作成「聯章」更佳。所謂「聯章」，
即一題多首，除了每首本身有其章法結構外，
各首之間亦有其起承轉合的關聯性或次第性，
形成整體的結構。
　中文系表示，評審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三
階段；每一階段均聘請國內知名詩人或學者，
組成評審委員會評審之。如未達水準，得由決
審委員議定從缺，或不足額入選。
　詳細報名表、比賽辦法及相關注意事項，
可至中文系網頁（網址：http://www.tacx.tku.
edu.tw/ ）查閱下載。

五虎崗文學獎
　【記者謝采宜淡水報導】由文學院主辦、中
文系承辦的第 38 屆五虎崗文學獎將於 3 月 14
日起至 4 月 15 日徵稿，最高獎金為小說組首
獎獎金 1 萬元整，歡迎全校同學將所經歷的悲
歡離合，及豐沛感情化為文字。主辦的指導老
師、中文系副教授林黛嫚表示：「歡迎同學提
筆為文，自述情真。」
　徵稿類別有小說、散文和新詩三種。小說
組字數約 5,000 至 10,000 字，散文組 1,500 至
4,000 字，新詩組 30 行以內（形式不拘，空白
行數不計）。獎項各組各取首獎一名、推薦一
名及佳作 3 名，三項首獎獎金分別為小說組 1
萬元，散文組 6,000 元及新詩組 5,000 元。
　之前中文系曾集結五虎崗文學獎得獎作品
出版《旅時》、《迷途》、《比天空還遠的地
方》、《我們終究還是錯過》，以及去（2021）
年初才出版的《夏天已然過去》。

淡江時報招募文字攝影記者
　【張瑜倫淡水校園報導】你想體驗新聞工作
者的生活嗎？想透過文字、攝影來記錄淡江的
大小事嗎？《淡江時報》強力徵求文字記者和
攝影記者，凡大一、大二，以及碩一同學，全
校不限科系，只要對新聞採訪寫作、新聞攝影
有興趣、想學習者，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讓
你不用進入職場就可以累積傳媒的實戰經驗。
　現任文字記者、法文四李沛育分享，「參加
淡江時報以來，我認識到學校更多不同的面
向，藉由出任務過程增加許多接觸校友的機
會，讓我的視野更為寬廣，兩年的採訪與寫稿
經驗，也讓我的寫作能力大幅提升。」現任攝
影記者、國企二羅婉瑄表示：「一直都對攝影
很有興趣的我，在去年成為淡江時報的攝影記
者，為學校許多活動拍攝不少照片，不僅協助

記錄學校要聞，也讓自己的大學生活更充實，
很開心可以成為時報大家庭的一份子。」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有興趣的
同學請至淡江時報（傳播館 Q301 室）或上網
（ 網 址：https://reurl.cc/2DyMln ）， 也 可 掃
描 QR Code 填寫報名表，報名攝影記者另須
備妥個人作品（佳作 10 張）。3 月 16 日及 24

日 的 中 午 12 時 10
分 在 Q306 舉 辦 二
場「招生說明會」，
誠摯邀請同學到場
聆聽，並且踴躍報
名參加淡江時報，
在這裡可以實現你
的記者夢。

教設系漫遊旅設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教育與未來設
計學系 2 月 19 日舉辦「漫遊旅設」活動，邀
請全國近 80 高中生前往淡水景點進行「歷史
漫遊」的挑戰活動，下午則進行「未來旅設」
設計思考工作坊，由教設系助理教授陳思思帶
領高中生以「2050 未來便當」為主題，進行
發想和討論。
　教設系行政人員陳熠說明，活動安排 2 個單
元，歷史漫遊是體驗設計的淡水旅程，在各景
點中進行各式的挑戰任務來認識淡水並探索在
地議題，如前往紅毛城時，瀏覽照片後，進行
任務解謎；未來旅設為設計思考工作坊，以主
題發想帶領高中生進行未來思考與設計和發想
解決方案，增進未來想像、創意設計、問題分
析等能力。活動中，有些發想是來自探訪淡水
歷史的未來想像，如以日本故居發想為「梅之
茶旅」等，3 小時討論讓高中生們盡興而歸。

法語月揪吃國王餅
　法文系 3 月 3 日晚上 7 時在外語大樓大廳舉
辦「3 月全球法語月」慶祝活動，以法國宗教
節日之天主教主顯節（Épiphanie）內容，邀
請校內外師生超過 60 人試吃國王餅（galette 
des rois）外，並由來自剛果共和國的外籍神父
江嘉明，以法文介紹主顯節的由來，藉此認識
法國傳統節日和全球有 29 個國家以法語為其
官方語言的情形。
　活動由法文系系主任朱嘉瑞主持，並表示，
主顯節是天主教紀念聖經中記載著耶穌降生後
由東方三賢士（The Magi）觀星象時看見伯利
恆之星，帶上黃金、乳香和沒藥獻禮給襁褓中
的耶穌的事件。她說明，國王餅是法國人 1 月
6 日主顯節前後食用的一種圓形餅狀餡餅，由
千層酥加上杏仁奶油內餡烘焙而成，餅內藏著
小瓷偶（fève），吃到餅中瓷偶的人代表可
獲得一整年的好運。
　活動中，隨機分為 6 組並在餅上蓋上白布切
好每組享用人數，由年紀最小的人躲在桌下，
並指定這一塊餅要給誰，以達公平分配。吃到
小瓷偶的人還戴上金色的王冠成為當天的國王
或皇后，現場還備有蘋果酒，交互交流法國文
化體驗心得。（文／本報訊、攝影／林薏婷）

發想 2050 年便當

▲教設系舉辦「漫遊旅設」，讓高中生發想
「2050 未來便當」。（圖／教設系提供）

版、展覽和現代詩的諸多想法，並導讀微
光現代詩社十屆合集《可見光》中所收錄
的作品。
　微光現代詩社致力於現代詩創作，將文
學落實於生活之中，並推廣至校園，將淡
水的文人雅士傳遞至全臺灣。讀者可在十
屆合集《可見光》中看見淡江詩派橫跨
2012 年創社之時到 2021 年愈加茁壯的成長
和努力。《可見光》收錄的作品，在詩裡
體現生命和藝術，乘載著看似渺小卻堅韌
的希望，觸動人心，預計今年五月出版。
　資傳四蔡佩儒分享，「第一次參與辦展，

學習到很多，謝謝幹部們一起合作將詩社十屆
的成果展現出來，藉由這個展覽讓更多人知道
詩社的運作、以及成員們間的交流創作。」第
十屆副社長、中文四許聖傑分享，「半年的籌
備過程，凝聚了社團的向心力，也讓下一屆成
員更加了解微光詩社的發展和運作。」活動總
召、中文四鐘宇婕表示，「集結社團內十年來
的成果，透過大型的回顧展向全校展示，《可
見光》將正式出版，算是完成一個里程碑，很
感謝指導老師黃文倩與出版中心主任林雯瑤在
籌備過程中的照顧和指導。」

等你來挑戰

蔣國樑古典詩徵稿中

助教學，讓學生在實體參與外，課後也能夠在
平臺上回應或是繳交隨堂練習，透過多種管道
來協助與學生進行互動及學習，也能將輔助資
料上傳至平臺，讓學生隨時都能夠閱讀，如此
可提升其學習效果。

活動，也期望能帶給國小生
一個快樂、難忘的經驗。他
表示：「這次營隊，自己學
習到如何與團隊溝通，培養
領導力等，感謝隊員們的付
出與努力，才能共織這冬日
的歡樂。」（文／林育珊）
　二齊校友會1月26至28
日在臺南市南區龍崗國小，
舉辦第29屆返鄉服務隊「春
日 部 防 衛 隊 之 小 新 F u n 寒
假」，透過社區服務與晚會
等活動形式，帶領一至六年
級的學童們，認識性別平等
以及環保等重要議題。
在活動規劃上，培養國小學

童對性別平等之正向發展，以及對自身或他人
的了解和同理，學習建立健康心態，並內化為
自身的價值觀念。課程內容也配合日常生活中
的行為，使學生意識到節能減碳對地球環境之
影響，加強對環保的認知及重視，亦透過社區
服務，培養服務員回饋社會與家鄉的精神。
　隊長、資圖三柯亭綺表示：「籌備過程中，
除了和學校接洽，同時還要顧全整個服務隊，
遇到的挑戰都無法預期，非常考驗自己的抗壓
力，幸好大家在營隊期間都全力付出，順利完
成任務。結業式後，參與的學童都主動來給服
務員一個擁抱，並且都捨不得離開，讓小朋友
在營隊中玩得開心就是我們最主要的目標，相
信所有服務員都會對這次返服有著深刻且美好
的回憶！」（文／邱若惠）

　機器人研究社1月24至26日在淡水校園舉
辦寒假高中生營隊，共有32名來自各地的高中
生報名參與。本次以邁向多元發展為主題，讓
參與學員透過課程學習，能自主操作機器人，
並從中培養團隊合作精神。
　在課程部分，機器人研究社希望透過活動來
提升高中生對於機器人的觀念與知識，因此安
排了製作EV3樂高機器人、操作Arduino、3D
繪圖、3D列印，以及雷射切割等豐富課程，
此外，還安排許多課外活動，如晚會及大地遊
戲等，學員們皆表示很有收穫，對於服務員的
表現也都充滿感謝。
　社長、電機二翁坤澤表示：「本次活動受疫
情影響，許多事先規劃好的內容，在籌備期間
仍須不斷調整，今年的準備時間較緊湊，在人
力短缺與時間不足的雙重壓力下，要完成預定
的事項與活動成效，對服務隊而言相當困難，
感謝營隊成員齊心協力，共同完成這個艱難的
任務。」（文／陳品樺）

　彰化校友會1月26至29日在彰化縣田中鎮
東和國小，舉辦「科不科以在這個東季和你相
遇」寒假育樂營，以「科學的變遷與演化」為
主題，由14位服務員引領42位學童一起發現科
學與生活結合的趣味，也藉由團康活動和生活
教育競賽，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
　為期4天的科學之旅，以地球的起源、氣
候、力、光影與顏色為主題，設計了許多手作
課程，並舉辦趣味競賽和創意市集，讓學童在
玩樂之餘，實際將課程所學應用在生活中。
　隊長、英文二王瑋蘋表示，這次服務隊能順
利出隊非常慶幸，面對疫情，東和國小對於進
校人員的管理上特別嚴謹，因此隊員們在執行
防疫措施上都務求確實。雖然有兩位服務員因
故未能一同出隊，還好由其他幹部支援而克服
人力不足的困境，疫情讓活動無法百分之百順
利進行，但學員們都很投入，有達到玩中學的
效果，大家就很滿足了！」他也提及：「有些
服務員在教課上，因小朋友的秩序問題而受
挫，但在營隊結束時，小朋友問『你們會不會
再回來？』天真無邪的表情，加上突如其來的
擁抱，讓大家都很感動。」
　服務員、管科一黃嬿雅分享，「有個小朋友
拉著我的手說：『姐姐，我好希望你們可以再
多陪我幾個4天！』當下我才知道，原來自己
有做到身為一個服務員和一個大姊姊該有的樣
子。」服務員、俄文一洪芮琪表示，原本擔心
自己的語氣和表情會太嚴肅，讓小朋友們興趣
缺缺，後來發現，小朋友們反應都很熱烈，也
會主動舉手回答問題，真是一種很特別的感
覺。（文／戴瑜霈）
　軟網社1月27至29日在本校網球場舉辦
「軟網總動員」活動，由19位隊員帶領四至六
年級小學生一同認識軟式網球的魅力。
　隊長、水環三雲玉婕說明，本次活動內容主
要以遊戲結合教學，讓小朋友學習軟網的基本
動作及規則，並藉由營隊來推廣軟網這項運
動，在最後一天，營隊邀請家長偕同小朋友
一起到場體驗軟網，以增進親子互動，後來因
氣候不佳改在活動中心進行，原以為活動場地
較小，無法提供一個良好的體驗，但出乎意料
地，大家都玩得很開心，雲玉婕分享，「還有
家長特地表達感謝，直稱讚這次活動辦得很

好，小朋友都很喜歡，並且反映下次還想再參
加。這些參與者的回饋，讓我非常感動。」
　這次活動能順利舉行，除了感謝課外活動輔
導組的大哥、大姐，以及輔導員的耐心指導
外，還有全體夥伴的付出，大家都從中獲得了
感動與希望，所以每個人都不後悔參加這個服
務隊。（文／鄭佩維）

微光詩社出版可見光十年回顧展

▲樸毅青年團 1 月 25 至 27 日在淡水區新興國小舉辦寒假品格成
長營」。（圖／樸毅青年團提供）

淡江男子組奪冠

▲台南校友會在臺南市東陽國小，舉辦寒假返
鄉服務營。（圖／台南校友會提供）

▲二齊校友會在臺南市龍崗國小，舉辦返鄉服
務隊。（圖／二齊校友會提供）

▲機器人研究社 1 月 24 至 26 日在本校舉辦寒
假高中生營隊。（圖／機器人研究社提供）

▲軟網社1月27至29日在本校網球場舉辦「軟
網總動員」活動。（圖／軟網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