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姚順富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
組6月5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110學年度學
生社團評鑑檔案競賽」，總計57個社團參加，
本次評鑑邀請8位評審，針對組織運作、社團
活動績效、財物管理等項目進行評選。
　經激烈競爭最終評選出：美術社、網球社、
舞蹈研習社、種子課輔社、二齊校友會、管樂
社、公共行政學系學會獲得特優獎，韓國文化
研究社、弓道社、桌遊研習社、樸毅青年團、
宜蘭校友會、弦樂社獲得優等獎，動畫暨漫畫
研習社、iPower社、馬來西亞同學會、合唱團
獲得進步獎，共17個社團獲獎。
　舞研社現代教學長，公行二廖心珮分享，很
高興能在社團評鑑中獲得特優，感謝第51屆所
有幹部，以及課外組的大哥大姐，這是我們11
個女孩一同努力拿到的殊榮，回想這一年來的
社團經歷，真是一段忙碌且充實的日子，接任

社團幹部雖然辛苦，但也感到幸福，很開心能
在大學遇到這群好朋友，大家的辛苦與努力，
最後能獲得學校的肯定，讓我十分感動。
　馬來西亞同學會副會長，教科二徐崧睿分
享，希望社團未來發展越來越好，感謝同屆幹
部們這一年的付出，才會有現在的成果。

　110學年度畢業典禮將頒發學業獎、操行獎、服務獎、體育獎，受獎
代表分別為外交四白瑞恩、管科四洪琪媛、全財管學程四鄭榆潔、財
金四沈佳霓，本報特別邀請這4位同學，談談對母校的感念與祝福。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1 日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編輯／張瑜倫

學生大代誌4

期1145

畢業季

畢業生四大獎受獎代表齊祝福

關注社會議題 盼為世界人權發聲外交四高欣妍
校園話題   物

　【記者張容慈專訪】「榮獲畢業生服務
獎，代表我的努力受到肯定，希望能夠喚起
些許大眾意識，幫助弱勢脫離困境，同時也
提醒我再接再厲，因為世界上還有許多人與
議題需要被關注。」外交四高欣妍談起大學
4年間的服務旅程，聲音有如一股暖流，帶

來溫暖與關愛，她時時關切社會議題，並且身
體力行關懷弱勢，盡力為世界人權發聲。
　高欣妍自高中起加入模擬聯合國社團，高三
時通過講師考核，擔任新北市教育局模擬聯合
國的學術指導，教導中小學學子談話與寫作技
巧；同時，她在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阿嬤
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擔任志工，至國際特
赦組織台灣分會擔任人權教育組組長暨學生小
組之北部區域校園主席，協助執行「寫信馬拉
松」等活動，集結全球支持者加入，透過線上
連署、寫下訴求信件或明信片等方式，聚集大
眾力量，以行動伸張人權。
　除此之外，高欣妍也在社團法人台灣芒草心
慈善協會擔任志工，她透過展覽向民眾介紹無
家者的困境，並與前來據點的無家者們聊天，
最讓她難忘的是，協會曾幫助一位無家者重新
找回信心，目前仍在捷運站販售雜誌，高欣妍
分享，「我都會去捷運站跟他購買雜誌和閒話
家常，看到他重振旗鼓找到新的生活方式，我
也替他感到高興。」
　在「阿嬤家－和平與女性人權館」擔任志工
期間，高欣妍替館內過去的紀錄片製作字幕，

在一字一句聽打的過程中，聽見曾經是慰安
婦受害者的訴說，讓她感到沉重且心痛，當
時的情緒至今難忘。
　然而，志工服務並非人人支持，高欣妍曾
接收到親友的不理解和質疑，親友認為志
工沒有薪水，也不是漂亮的履歷，有些議題
對社會而言過於敏感，因此不鼓勵她繼續參
與，但高欣妍沒有就此停下腳步，而是透過
服務成果讓親友了解志工服務和關懷對於社
會的重要性，她表示，「生活境遇和挫折，
都能夠成為向前邁進的動力，讓自己變得更
好，就是面對質疑最好的答案。」
　參與多項校外活動的高欣妍，面對學業也
不曾鬆懈，她把握所有時光充實自我，目前
已錄取倫敦國王學院、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
院、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以及里茲大學等多
所國外學校。未來，高欣妍將赴瑞士日內瓦
國際關係與發展高等學院就讀，她期望能在
留學期間至聯合國實習累積經驗，同時，她
鼓勵學弟妹在校學習之餘，可以多參加校外
活動，開拓眼界，接觸各行各業及各種年齡
層的夥伴，學習待人處事之道。

▲外交四高欣妍關注社會議題，並身體力行關懷
弱勢，盡力為世界人權發聲。（圖／高欣妍提供）

　【張瑜倫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提供應屆畢業
生下載「微軟校園授權學生版軟體」，限畢
業一年內完成註冊及下載，逾期即喪失資格。
110學年度畢業生註冊有效期限自2022年8月1
日起至2023年7月31日止，以校級email帳號進
行註冊後，即可線上免費訂購及下載Windows
與Office最新版，並可取得對應的授權序號。
　資訊處專案發展組組長徐翔龍說明，每一帳
號僅能下載軟體1次。提醒同學務必更改校級
信箱的密碼，以免信箱被盜用而喪失這免費下
載軟體的福利。應屆畢業生收到通知信，請儘
快完成註冊；註冊成功第一次登入起，限30天

內必須完成下載軟體，請先自行備份軟體與產
品金鑰，同時軟體限安裝於一臺個人電腦，序
號啟動次數限制3次，由個人自行保管，若遺
失無法補發。
　軟體提供不同語言版本，但僅能選擇一種
語言版本下載，且Windows作業系統為升級版
（Upgrade）需有合法舊版作業系統（或OEM
版）才能升級。歡迎畢業生連結至「微軟
ESD電子軟體下載平台」（網址：https://tku.
onthehub.com/）。
　除前述軟體，本校畢業同學仍可繼續使用
O365 A1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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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虎崗傳奇學生社評     社團獲獎

微軟授權應屆畢業生免費下載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馬來西亞同學
會 6 月 5 日晚上 7 時在臺北 Duo Space 舉辦送
舊，主題為「逢畢 ‧ 生輝」，近 30 人參與。
　主持人開場說明「逢畢」代表每逢畢業季就
有離別的感傷，「生輝」寓意未來的日子會越
來越好。境外生輔導組組長林玉屏到場祝福，
畢業生能順利找到工作，大家都平安順心。
　幹部們先演唱〈起風了〉及〈歲月神偷〉，
接著播放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國際長陳小
雀，以及境輔組的大哥大姊們預錄的祝賀影
片，還有每位畢業生家族的快問快答影片，畢
業生搞笑的回答，讓大家看得捧腹大笑。
　今年是社團成立 40 週年，因此製作限量版
杯套為紀念品，境輔組也頒發獎狀及禮物給畢
業生，最後，大家把寫給畢業生的卡片，放入
專屬的信封，讓他們接收來自大家的祝福。

馬來西亞同學會送舊

▲課外組 6 月 5 日在活動中心舉辦「110 學年
度學生社團評鑑檔案競賽」。（攝影／姚順富）

　  
學業獎 白瑞恩

　5 年前從宏都拉
斯來臺灣時就下
定 決 心「 我 要
成 為 最 好 的 學
生」，為了達成

這 個 目 標， 我 從
早到晚努力不懈的

念書，每門課都會預習，
隨時將自己的狀態準備到最好。
　我在大四前就已修滿畢業學分，但仍想學
習更多知識，因為柯大衛副教授曾說「If you 
know you could be better, be better」，這句話
讓我深受啟發，並期許自己能夠不斷進步。
　即將畢業了，非常謝謝臺灣外交部給予這個
來臺學中文、念大學的機會，系主任鄭欽模和
教授們所教導的知識讓我獲益良多，更感謝父
母的支持，雖然我們距離相當遙遠，但關心從
未間斷，並鼓勵我放眼世界、追求夢想。
　不論是讀書或工作，我很滿意這5年來的經
歷，因此勉勵學弟妹，先思考自己想要什麼，
再貫徹行動直到完成，「在玩得很開心的同
時，也要保護自己的未來」。（文／彭云佳整
理、圖／白瑞恩提供）

        學業獎
中文系呂昀宣、中文系余麗雪、歷史系蔡佳芸、
資圖系凃佑蓉、大傳系陳宥融、資傳系黃可荔、
數學系李若婷、數學系王婧祺瑜、物理系畢欣陽、
物理系彭君偉、化學系徐昀慈、化學系卓書澤、
尖端材料科學學程張巧韻、建築系彭楷迪、
土木系李洋丞、水環系陳佳文、水環系邱亮翰、
機械系楊端泓、機械系郭峻宇、化材系李冠葶、
電機系羅靖翰、電機系許庭毓、電機系王紓綺、
電機系林博軒、資工系艾妮雅、資工系賴威成、
資工系劉　杰、資工系梁子翔、航太系洪皓倫、
國企系洪玟儀、國企系傑　克、國企系吳沛霈、
財金系林璟薰、財金系傅沛璇、風保系陳涵青、
產經系徐珮瑄、經濟系蔡忠諺、企管系潘思伃、
企管系莊博丞、會計系陳　暿、會計系黃子嫣、
統計系林洛旭、資管系李世傑、運管系詹雅絜、
公行系陳咨妤、公行系陳辛旻、管科系許瑄旂、
全財管學程龐星雨、英文系林奕安、英文系吳翊歆、
英文系高豪杰、西語系莊蕎綾、法文系王瑋涓、
德文系余菲比、日文系葉如軒、日文系邱敏恆、
俄文系陳思捷、外交系白瑞恩、觀光系曾芷妤、
政經系艾席雅、教科系朱倢儀         

        操行獎
中文系曾湘斐、中文系黃奕晨、歷史系賴柏瑞、
資圖系杜映萱、大傳系張沛晴、資傳系姜宇倢、
數學系陳俞靜、數學系張駿騰、物理系莊家翔、
物理系楊嘉楷、化學系陳鴻斌、化學系林巧雯、
尖端材料科學學程胡正文、建築系李乙謙、
土木系徐嘉佑、水環系方健安、水環系林佳毅、
機械系廖育桀、機械系趙昶景、化材系林立楷、
電機系余承霖、電機系王紓綺、電機系劉晉瑋、
電機系陳品任、資工系張凱妮、資工系白繹程、
資工系梁子翔、航太系楊禮臣、國企系陳柔安、
國企系陳姵儒、國企系許皓喆、財金系沈佳霓、
財金系周詩媛、風保系謝昀辰、產經系陳新鎰、
經濟系翁若紜、企管系王承皓、企管系方薇雅、
會計系林沛婕、會計系闕伯安、統計系吳竣瑋、
資管系陳勁誠、運管系黃雯酈、公行系王歆勻、
公行系林信甫、管科系洪琪媛、全財管學程陳薇安、
英文系張　融、英文系錢宇德、英文系陳美晶、
西語系林巧璿、法文系陳俞靜、德文系林莘容、
日文系樊文建、日文系林于琪、俄文系陳澤家、
外交系林靖凱、觀光系蔡亞璇、政經系劉荃文、
教科系張庭芸

        服務獎
資傳系王婷鈺、化學系張雅智、水環系陳奕榮、
電機系鍾景行、資工系李怡萱、全財管學程鄭榆潔、
企管系許承恩、運管系楊雅雯、運管系鄭淳方、
公行系陳品妡、公行系歐陽妤婷、日文系張雅婷、
外交系高欣妍

        體育獎
資圖系杜映萱、土木系徐嘉佑、土木系楊曜綸、
水環系周　宸、機械系吳泓杰、資工系蔡學亞、
航太系徐　昊、國企系李昱翰、財金系沈佳霓、
風保系林　晨、風保系許倍瑜、風保系余文瀚、
產經系廖雅苹、經濟系陳子捷、企管系盧玟諭、
企管系孫兆緯、企管系王會宇、統計系李宜庭、
統計系郭丁維、資管系蕭祐晴、運管系劉宜沛、
管科系劉亭妤、全財管學程周奕亘、全財管
學程李奇諺、英文系胡陽陽、英文系周佩璇、
日文系陳嘉騏、日文系黃筱涵、日文系連紹宇、
觀光系蔡亞璇

畢業生榮譽榜

歡迎畢業生加入校友會
　【本報訊】今年即將畢業的同學們，考慮畢
業後要回家鄉工作，還是到外縣市工作或海外
進修呢？本校遍布海內外29萬校友願意擔任畢
業生的堅強後盾，提供各項協助。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6月11日畢業典禮當天上午9時至下
午3時，聯合各地區的151個海內外校友會，在
文學館與會文館中間木桌區，擺攤歡迎畢業
生加入，無論想海外留學，或諮詢各地工作情
況，歡迎加入校友會，學長姐們可提供各項服
務及諮詢，到攤位掃QR Cord，就送小禮物。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6/14(二)
12:00

教發中心
I501／MS 

Teams

110學年度教師社群成果展示暨經驗
分享

　  
操行獎 洪琪媛

　大學 4 年期間，
我常身兼多職於
學生會、彰友會
等社團，在彰友
會會長任內，除

了 處 理 社 團 評 鑑
和文化週等多項活

動，更帶領學弟妹籌備
返鄉服務隊，卸任後，仍於返鄉服務隊擔任輔
導和協助的角色，全程跟隨活動並幫忙解決問
題，兼任數職總是蠟燭多頭燒，但過程中也讓
我獲得許多回饋和體悟。
　「現在的你，是由4年前的自己所決定，今
天你所做的抉擇，也將影響未來的自己。」我
以此理念努力向前邁進，感謝齊心協力的社團
夥伴們，還有家人、朋友、社團學長姊，以及
課外活動輔導組的大哥、大姊的支持與鼓勵，
讓我勇於踏出舒適圈，嘗試各式各樣的活動。
　最後，我感謝自己，在受挫時不輕言放棄，
回頭看4年來的收穫，都是努力累積而來，因
此我想鼓勵學弟妹，「勇於挑戰，不論現在或
未來做什麼決定，都會為自己帶來成長的果
實。」（文／張容慈整理、圖／洪琪媛提供）

　  
服務獎 鄭榆潔

　大學 4 年以來，
我從基友會的小
組 員 到 當 上 會
長，期間遇到許
多困難，也得到

不 少 收 穫。 大 一
因緣際會參加返鄉

服務隊，大二成為執行
秘書，大三在學姐鼓勵下，接掌會長，「這個
轉捩點讓我想更精進自己。」因此，我加入了
110 淡海同舟，並成為進修長，在大四這年，
擔任 111 淡海同舟執行長。
　「我不是天生就擅長寫企劃書和教案，初期
總花許多時間，但相信只要真心想做好一件
事，全世界都會幫助你。」凡事樂觀，再大的
困難總會有解決辦法。
　我很高興成為服務獎受獎代表，感謝一直在
旁支持的所有人，包括朋友、家人、舉辦活動
的夥伴、招生策略中心主任兼基友會指導老師
李美蘭，以及課外組淡海同舟承辦人李彥儒。
　最後，想要鼓勵學弟妹，記得把握在社團的
時間，不論遇到任何挫折或挑戰，都不要害
怕，因為這些阻力都會讓未來的自己變得更
好。（文／林靖諺整理、圖／鄭榆潔提供）

　  
體育獎 沈佳霓

　大學是一個很自
由的階段，但我
一直都很清楚自
己是屬於「努力
型」的選手，所

以進入淡江大學
的第一天，我就告

訴自己「你有多自律，
就有多自由」。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颱風
天，看著窗外風雨交加，又想到教練給的課
表，心裡非常煎熬，其實當下只要告訴自己
「Just Do It」，推自己一把！只要克服自我，
一切困難都不再困難。
　這次獲選體育獎，要感謝體育處這4年來對
我的照顧，特別是體育長陳逸政，他在我大二
遇到挫折時，協助我克服困難；謝謝我的教練
陳天文副教授，無私的傳授他的「葵花寶典」
給我，讓我受益良多。
　我想分享學校的活動報名系統裡有許多精彩
課程，鼓勵學弟妹要善加利用資源，妥善規劃
生活，列出大學期間想完成的目標，時時檢視
自己是否有朝目標前進，畢竟大學生活只有一
次，別讓青春留白，也祝福所有畢業生鵬程萬
里。（文／姜羿帆整理、圖／沈佳霓提供）

教育部創意實作賽退熱貼小姐奪銅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助理教授謝
旻琪與水環系助理教授王聖瑋合作，指導中文
三黃冠、葉麗菁，水環二林芳以，參加教育部
111年第七屆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決賽，5月
27日公布成績，她們以「退熱貼小姐：怕熱的
清岡先生」，與政大並列銅牌。
　創意賽有近百隊報名，31隊入圍並參與線上
研習，27隊完成決賽作品，謝旻琪表示，作品
已作成童書，以臺灣山毛櫸（又稱水青岡，

與櫻花鉤吻鮭同屬於冰河時期孓遺的珍貴植
物。）因氣候變遷，林相漸漸移往較高緯度，
與產卵在其樹皮上的小灰蝶一同搬家的故事，
說明氣候變遷對植物與昆蟲生長環境的影響。
　黃冠負責編排、葉麗菁負責主要的繪畫工
作，林芳以協助蒐集故事的各主角間的相關生
活型態，讓說故事變得更生動有趣，主角還包
括黃喉貂、食蟹獴、水鹿、竹鳥和金翼白眉等
動物和鳥類，因此事前的準備工作很紮實。

詞創社古典吉他社成發音浪澎湃
　詞曲創作社6月2日晚上7時在紹謨紀念體
育館1樓舉行成果發表會，共表演〈The guilty 
party 〉、〈美好的事可不可以發生在我身
上〉、〈對不起我做不到答應了你的事〉、
〈Hi There〉以及〈憂愁〉等5首精彩曲目，呈
現抒情、搖滾等多樣化曲風，將內心情感以歌
曲方式詮釋，為大學生涯寫下熱血的篇章。
　活動從一開場到尾聲都令人驚艷，隨著音樂
的旋律，大家都自然而然的擺動身體，精彩的
演出可看出成員們花了不少心力在練習上。
　國企二游斯評表示，疫情期間舉辦活動相當
困難，非常高興能如期舉行，要感謝詞創社裡
這群興趣相投的夥伴們。（文／黃庭瑀）

　古典吉他社6月6日晚上7時30分在文錙音
樂廳舉辦成果發表會，共有13組表演，因疫情
關係，採線上直播方式，讓觀眾們透過網路欣

賞他們精彩的演出。
　社長，風保二陳思恩指出，不開放觀眾入
場，優點是時間較有彈性，即使較晚開場，觀
眾不用在現場等待，可惜的是，直播效果肯定
沒有現場聆聽的好。值得慶幸的是，所有表演
者都沒有受疫情影響，全員都可以參與演出。
（文、攝影／麥嘉儀）

華語演講朗讀賽杉部美佳金芮院分獲第一
　【記者謝采宜淡水校園報導】由推廣教育處
華語中心主辦的110學年度境外生華語文演講
暨朗讀比賽於5月25日在台北校園D208舉行，
邀請袁寧均、湯馨華和李彥輝為評審老師。演

講項目由杉部美佳奪得第一；桃田育実、松島
葵分獲二、三名。朗讀項目由金芮院獲得第
一；岩元瑞希、伊勢田鯰美分獲二、三名。
　華語中心舉辦華語文朗讀及演講比賽，提升
境外生對於華語使用的熟悉度，以增進境外生
對中華文化及臺灣民俗風情的了解。
　袁寧均老師表示：「金芮院的發音清晰、聲
音宏亮；能誦讀出題材的意境，且加上眼神、
手勢與現場互動，自然大方又富感染力，表達
流暢自如。」
　湯馨華老師表示：「杉部美佳的語言流暢，
不僅臺風穩健、發音清楚，語調自然，想必花
費許多練習時間才能達成如此完美的表現。」

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