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音樂性社
團參加110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決賽
捷報連連，為校囊括1特優3優等1甲等獎項。
　管樂社精彩的演奏屢受肯定，蟬聯多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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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捷報

全國學生音樂賽管樂社奪特優
　【記者陳昀淡水校園報導】由吉他社舉辦
的年度盛事「第33屆淡江大學金韶獎創作暨
歌唱大賽」即將登場，想要在舞臺上展現自
我的同學們，快來報名吧。即日起至3月25日
在書卷廣場擺攤開放現場報名，或於4月1日
前至「樂台計畫」線上報名（網址：https://
mcip.ml），比賽簡章請參考金韶獎Facebook及
Instagram粉絲專頁。
　此次賽事組別分為獨唱組、重唱組，以及創
作組，並邀請「鹿洐人」主唱謝博安、創作歌
手黃玠瑋，以及入圍第31屆金曲獎「最佳客語
歌手獎」黃宇寒擔任初賽評審，為各界音樂好
手進行專業講評。
　賽務組組長、德文四謝筱昀表示：「希望在
金韶獎全體工作人員的努力下，能夠帶給參賽
者一個完善的舞臺去實現自己的夢想。邀請喜
歡音樂、喜愛創作，以及熱愛歌唱的你，快來
報名金韶獎，一同參與這音樂盛會。」

金韶獎報名開跑

優秀青年Young 飛全球奪特優公行四歐陽妤婷
校園話題   物

　【記者張容慈專訪】「當我想嘗試一件事
情時，我就會立即去執行，不會有過多的猶
豫和考量，因為我相信我可以。」身為110
學年度優秀青年、公共行政學系系學會副會
長、國際大使的公行四歐陽妤婷，臉上掛著

甜美笑容，談吐恭謙有禮，骨子裡有一股衝
勁，讓她自成為淡江新鮮人起，即積極參與校
內外活動，跨領域實習累積實力，不為自己設
限，即使遇到瓶頸，也從不輕言放棄。
　2020年，歐陽妤婷在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全球
趨勢論壇中擔任臺灣代表，與其他四所大學的
學生組隊參加教育部青年發展署Young飛全球
行動計畫，榮獲特優成績及赴瑞典／挪威交流
資格，她分享：「當時我們以性別平等為主
題，耗費一年的時間做準備，採訪荷蘭等國外
組織，舉辦工作坊讓小朋友免費入場，運用參
與式話劇的方式，於活動中邀請小朋友上臺並
接續表演後面的劇情，希望讓小朋友們能提早
接觸性平教育。」
　歐陽妤婷一直以甘地的名言「Be the Change 
You Want to See in the World」來激勵自己，
不要在最能努力的階段選擇安逸，盡可能精進
自己的能力，積極面對每一個挑戰。因此在必
修與實習課程排滿課表的大一生活裡，她仍加
入勇於挑戰的創新教育團隊「城市浪人」，一
肩扛起挑戰賽總召的重任，帶領兩百多位大學
生在城市中翻轉教育，探索與追尋自我，同時

也加入舞蹈研習社及學生會，並在媒體機構
實習。
　忙碌且充實的日常並沒有因此讓歐陽妤婷
退卻，而是把握瑣碎時間來完成手邊的任
務，利用日計畫、週計畫，以及月計畫的排
程方式，完善的做好時間管理。除此之外，
她還有個習慣，「每日睡前，我都會省思今
日的所做所為有什麼不足之處，思考該如何
做得更好，並且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
　除了在校內擔任多項要職，歐陽妤婷亦擔
任桃園市模擬聯合國活動長，籌備並參與
各項國際與全球化活動，在外交部禮賓處典
禮科實習時，負責接待外賓的要務，她表示
「在外交部實習讓我大開眼界，以往只能在
電視機前看見的邦交國外賓，沒想到我竟然
能親自與他們接洽！」
　在淡江求學期間，歐陽妤婷把握每一份資
源來充實自己，勇往直前不遺餘力，盡力提
升更好的自我。畢業前夕，回首大學時光，
她感謝系上師長時常給予開導及協助，未
來，她期望將自己持續累積的能力及優勢妥
善運用於創業，闖出自己的一片天。

▲公行四歐陽妤婷為 110 學年度優秀青年，積
極參與校內外活動。（圖／歐陽妤婷提供）

▲管樂社在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決賽勇奪「管樂合奏─大專團
體 B組」特優，大家於會場外開心合影。（圖／管樂社提供）

來展歌喉現才華
樂合奏─大專團
體B組」特優，
合 唱 團 、 聆 韻
口琴社、國樂社
分別奪得「混聲
合唱─大專團體
組」、「口琴四
重奏─大專團體
組」，以及「絲
竹室內樂合奏─
大專團體B組」
優等，弦樂社獲
得「弦樂合奏─
大專團體B組」
甲等。
　管樂社社長、
電機二李昱威分
享，前幾次的比

賽皆因疫情取消，所以這次的參賽成員都因沒
有學長姐指導而苦惱，加上本次大賽規則比往
年來得嚴格，在排練及準備參賽資料都遇上不
少困難。為了追求更好的成果，社員們在賽前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
是位於艾塞克斯郡的一所綜合性研究型大
學，成立於 1964 年，並在 1965 年獲得皇
家許可證，在經濟、管理、語言、人權、
社會學、機器人等專業領域享有世界盛譽，
2020 年 11 月與本校簽約成為姐妹校。
  艾塞克斯大學共有三個校區，分別是
Colchester Campus、Southend Campus、
Loughton Campus，系所眾多，大部分都致
力於科研工作，因此在英國大學的科研工
作評比中，艾塞克斯大學總是名列前茅，
根據泰晤士報、衛報和 2008 年科研評估，
該校的研究實力排在全英國第九位。
  艾 塞 克 斯 大 學 近 年 獲 獎 無 數，2017 年
由英國皇家教育部頒佈的 TEF（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中，被評為金牌大
學，2018 年英國最佳大學代表、泰晤士報
綜合排名第 22 位、而且連續多年獲得學生
滿意度保持前 15 名的佳績。
  主校區坐落於 200 多英畝的園林之中，四
季如春、景色宜人，迷宮般的建築結構成
為英國大學建築中一個與眾不同之處。教
學大樓、學生宿舍、商店、銀行、郵局、
影劇院、酒吧、俱樂部、咖啡廳，以及體
育設施一應俱全，來自逾百個國家的海外
留學生共同在這裡學習。（文／李佩芸整
理、圖片來源／ www.essex.ac.uk）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

一個月都密集訓練，最後能獲得評審如此的青
睞，這都要感謝這段期間指揮老師宋秉恩耐心
且細心的教導，也謝謝參賽成員的努力練習。
　合唱團團長、國企四王伯權表示，「決賽演
唱完步下臺階時，大家都覺得沒有把平日的水
準完全發揮，總覺得應該可以表現得更好，雖
然成員們有些小失誤，整體音量不夠大，能獲
得優等真的很開心，謝謝評審老師的鼓勵，我
們一定會繼續努力。」
　口琴社社長、中文二陳琪說明，比賽前期，
社員們仍忙碌於擺攤招募新血，在比賽前一週
緊緊抓住每個能練習的機會，一刻都不敢鬆
懈。結果今年參賽隊伍只有淡江聆韻口琴社和

臺大口琴社，還因此加強了交流與切磋。
　國樂社社員、大傳三邱若惠分享，先前學長
姐因疫情影響而無法參加音樂比賽，這次可以
順利參賽大家都非常高興，雖然獲得了優等，
但社員們都認為可以更上一層樓，因此將持續
努力，希望未來能夠取得更好的成績。
　弦樂社社長、企管二林倢伊表示，參賽成員
在準備比賽的這段期間，都持續在進步，團員
間的情感也更緊密。她提到比賽當天的練習時
段遇到停電，大家仍在微弱的燈光下繼續練
習，這些經歷比起賽果更讓她難忘，希望社員
們平時都能專注於練習，比賽時則盡力演出，
為學校爭取更好的成績。

▲金韶獎工作人員 3 月 14 至 25 日在書卷廣場
擺攤，開放現場報名。（攝影／鄧晴）

社團健檢蔡志賢勉領導者展自信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課外活
動輔導組3月17日晚上7時在Q306舉辦「110學
年度社團運作健檢室」，由中華學生社團教育
學會蔡志賢老師主持，由組織運作的意義，從
中了解組織章程的重要性，以及修正與訂定年
度計畫，一步步帶領學員理解，期許能促使社
團的運作更加完善。
　蔡志賢根據社團現況進行分析，並說明參加
社團的學生人數逐年下降的原因有三。第一，
學校辦理活動的單位增加，學生可參加的種類
多元；其次，受108年課綱影響，高中社團蓬
勃發展；再者，大學社團與高中端並無差異
化，並提及學生的思維從興趣走向價值取向。
　接著，蔡志賢說明社團經營的八件事，願
景、目標、策略、執行、溝通、預算、激勵、
檢討，並講解組織運作與組織章程的基本內
容，他認為不要受到社團前幾屆的制約，應可
產生創新的想法。在制定年度計畫方面，建議
分為短、中、長期目標，一步步實踐，也可以
制定社團人力盤點機制表，學習領導的技能。
　最後，蔡志賢強調「身為領導者一定要有自

信，每次相同的活動是否有明顯差異化，才能
吸引人們來參加，同時要考量有沒有辦法創造
讓社員有學習的機會，希望這次的分享可以讓
幹部們有些反思與討論，讓社團都可以長久持
續下去。」
　中文三鄧晴分享，「在這次的演講中，我學
到如何管理社團，對於接下來的社團評鑑會更
有目標和想法，身為社團幹部，目前朝向重視
如何做中學、學中做的過程，循序漸進培養，
並留下適合的人才。」

▲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蔡志賢老師解說社團
組織章程與年度計畫。（攝影／黃偉）

無人認領遺失物義賣惜物做公益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3月16至17日，在商管大樓4樓聯合服務

臺前舉辦「淡水校園無人認領遺失物義賣活
動」，將軍訓室遺失管理中心已存放至少半年
以上，至今仍無人認領的遺失物進行義賣，除
了鼓勵同學物盡其用外，也讓學生能以較低的
價格購買到自己所需的物品，如：文件夾、書
籍、安全帽，學生們成群到場購買，大家都以
實際行動來支持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承辦人生輔組教官胡智卿說明，本次義賣所
得共計9,516元，將全數捐入本校友愛互助基
金，用於學生緊急事故、慰問金等，謝謝大家
的熱情參與。大傳三戴碩萱表示，這義賣活動
不僅可幫助到有需要的人，也盡力做到愛物惜
物，是一個很棒的良性循環。

　【記者林育珊淡水校園報導】來臺近十年的
知名YouTuber黑龍受國際大使團邀請，3月16
日晚上7時在B118分享自己在臺灣的大小事，
吸引逾70人到場聆聽。
　活動一開始，黑龍踏著輕快步伐走進教室，
朝氣十足地向大家問好，更以老師自稱並帶領
同學上地理課，從臺北到屏東，再由屏東至宜
蘭，逐一點名每個縣市和參與者互動，期間還
不忘詢問有沒有人來自南投和基隆。接著，黑
龍幽默的分享自己的家鄉非洲甘比亞、自己從
小到大的模樣，以及在臺生活的所見所聞。
　「甘比亞有水可用啦！」「甘比亞路上沒有

獅子，很安全的！」他提及大家對於非洲國
家都有刻板印象，並秀出自己兒時的照片，證
明在他的家鄉有衣服可穿，他也說明甘比亞的
婚姻文化與教育方式，男性最多可以娶4位妻
子，而高中教育是以職業取向去安排課程，這
與臺灣著重各科理論基礎的現象較為不同。
　黑龍還分享自己來臺的機緣，原本他是學習
醫療領域，後來發現自己更愛工程，因此決
定退學。有一天，他獲得一個來臺灣學習土木
工程的機會，於是上網查詢臺灣，看到了臺北
101、火車，以及高鐵，便決定來臺學習後，
一定要回家鄉用更有效率的方式興建建築物。
然而，他到臺灣的第一印象卻是「摩托車瀑
布」。黑龍風趣的演說，讓現場笑聲不斷。
　黑龍也鼓勵大家在學習語言上要多練習，不
要害羞，「會講很重要！不知道什麼時候需
要！」現在他也常常到公園和菜市場學習臺
語，積極把握生活中每個練習的機會。
　資傳一黃恩芮分享，之前看過黑龍的頻道，
覺得他很有趣，在聽過他的分享後，除了感受
到他滿滿的黑龍式幽默外，也得到不少正面的
觀念，努力練習、相信自己、持續發展特長，
都是這次接收到的正向感受。

▲黑龍 3 月 16 日晚上 7 時在 B118，風趣地分
享自己在臺灣的大小事。（攝影／陳景煬）

淡江時報徵高手實現你的記者夢
　【張瑜倫淡水校園報導】你有當記者的夢想
嗎？《淡江時報》現正招募文字記者和攝影記
者，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在淡江時報，你可
以透過文字、攝影來紀錄淡江的大小事，經由
研習培訓的磨練，不用進入職場就可以累積傳
媒的實戰經驗，讓你的未來不是夢！ 
　現任風傳媒記者、日本政經所在學、中文系
校友盧逸峰，曾擔任淡江時報記者6年，他表
示：「對新聞第一線的文字、影像報導、媒體
工作有興趣的同學很適合來報考淡江時報，因
為每週出刊，有許多機會能磨練採訪、撰稿、
攝影等新聞報導的技能，包括自己在內，有許
多同學、學長姐都是在淡江時報累積作品後，
才有機會進入新聞業工作。歡迎加入淡江時報
大家庭，給自己一個勇於挑戰、充實自我的機
會，為自己規劃一個更多元的大學生活。」
　在淡江時報影像資料庫累積逾3千張照片的
航太系校友游晞彤，自大二下學期加入淡江時
報。他分享：「擔任時報記者可以參加各種校
園活動，文字記者可以訓練在時限內完成新聞

稿，進一步可撰寫專欄和專訪，攝影記者則可
藉由任務拍攝，鍛鍊出純熟的攝影技巧，能夠
更容易捕捉到精彩畫面。我初期是擔任攝影記
者，後來成為文字、攝影雙棲，不僅累積了豐
富的實戰經驗，也訓練出膽量，增強臨機應變
能力，面對大型活動都可以從容應對。」
　報名自即日起至3月31日，凡全校大一、大
二、碩一同學，不限科系，只要對新聞採訪寫
作、新聞攝影有熱忱者，請至淡江時報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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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中午12時
10分在Q306將舉辦第
二場招生說明會，現場
邀請資深記者做經驗分
享，歡迎同學們相揪到
場聆聽，並且踴躍報名
淡江時報。

　【本報訊】最受淡江運動健兒期待的校長盃
開始報名啦！體育事務處辦理110學年度校長
盃籃排羽壘賽，採線上報名，即日起至3月25
日17時止，其中籃球與排球賽分有男子組、女
子組，男子組男女皆可報名，女子組則僅限女
生參賽，若學系或獨立所總人數未滿參賽基本
人數者，可合組聯隊參賽。
　男、女各組優勝之前四名隊伍將頒發獎狀、
獎盃及獎金（冠軍2,000元、亞軍1,500元、季
軍1,000元、殿軍500元），籃球、排球、羽
球、慢速壘球4項競賽將於4月16日及17日舉
行，其中籃球、排球冠軍賽暫訂於4月19日中
午。抽籤會議於3月30日中午在SG245進行，各
系可派一人代表參加抽籤，未派代表之隊伍由
體育處代抽，報名與詳細規則請參考體育處網
頁（網址：https://www.sports.tku.edu.tw/ ）。

慈青社沙崙淨灘
　本校慈濟大專青年社與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慈
青社於3月13日下午1時30分在淡水漁人碼頭情
人橋旁的沙崙海灘前段（石滬區海灘）舉辦淨
灘活動，逾60名學生參與。
　本次淨灘範圍原計畫從沙崙海灘的消波塊延
伸到一部份較平坦的海灘，由於成員忘記準備
撿拾垃圾用的大夾子，而水泥消波塊比較銳
利，難以徒手撿拾垃圾，因此改至較為平坦的
沙灘處進行。過程中有其他單位的慈青社成員
一同加入，也有小朋友跟著家長一起來幫忙，
大家努力了近四個小時，才將許多大型保麗
龍、塑膠袋、空飲料罐等廢棄物進行分類，最
後整理近40袋垃圾讓淡水清潔隊協助載走。
　本校慈青社社長、法文四吳浣華感慨地說：
「雖然清完這麼驚人的垃圾量很有成就感，但
還是想提醒來沙崙海灘抽菸飲食的遊客們，切
莫不小心遺留垃圾在這片美麗淨土，乾淨的海
灘是需要大家共同守護，而不是透過淨灘才能
擁有。」（文／林雨靜、攝影／連慧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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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組隊來挑戰
校長盃開放報名

黑龍暢談在臺大小事YouTuber

▲生輔組 3 月 16 至 17 日在商管大樓 4 樓舉辦
無人認領遺失物義賣活動。（攝影／陳景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