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承一版）為了讓新生能
更快適應大學生活，入學講習
由總務長蕭瑞祥、教務長蔡宗
儒及學務長武士戎說明校園環
境設備、課程與學習，以及校
園生活須知。
　蕭瑞祥提醒學生下載「淡
江i生活」APP，校園內若遇
緊急情況，可使用「緊急求救
鈕」，呼叫勤務中心，並說明
今年8月已汰換所有飲水機設
備並定期消毒，鼓勵同學培養
喝水不喝糖的習慣，更宣導搭
公車上學，還可參加抽獎活
動；蔡宗儒針對課程架構、選
課規則、英語能力檢定畢業
門檻、基本素養與專業核心

能力、輔系與雙主修，以及各學程規定進行說
明；武士戎則以漫談方式，勉勵學生在求學階
段除了修習專業課程外，盡可能修讀碩士學位
以增加職場競爭力，在學時期可善加利用學務
處網站查找資訊，或利用社群網路平台諮詢問
題，學務處皆會協助解惑，期許同學們都能愉
快生活、自在學習。
　下午時段則進行系務講習，由各系為新生
進行系務簡介、系學會報告，以及相關規定宣
導；衛生保健組連續2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健
康檢查，今年與宏恩醫院合作，期以縝密的檢
查為新生的健康作把關。
　中文一許承祐表示，因中學教師的推薦，所
以選填淡江中文系，希望能學有所成。大傳一
湯巧安分享，很期待與系上新同學見面，因對
新聞工作有興趣，希望在學期間能於此領域有
所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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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新生校園生活初體驗

新生暨家長座談會面對面交流解答疑惑

社團博覽會熱鬧登場
　課外活動輔導組於9月1日、5至8日在海報
街、書卷廣場舉辦社團招生博覽會，共有97
個社團參與，各屬性社團皆使出渾身解數，
各拚巧思佈置攤位，展現社團特色。
　同學們期待已久的社團之夜將於9月5日晚
上6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登場，計有詞曲創
作社、花式扯鈴社、火舞藝術社、韓國文化
研究社等16個社團參與演出，歡迎大家踴躍
進場參與。（文／張瑜倫、攝影／楊孟璇）

　學生事務處8月27日在淡水校園紹謨紀念
體育館7樓舉辦「111學年度新生暨家長座談
會」，由校長葛煥昭主持，三位副校長、各學
院院長及相關一、二級主管與會，學生及家長
近400人參與，透過面對面交流，讓新生了解
校園生活、課程學習，以及畢業後就業情形。
　葛校長首先介紹學校概況及辦學績效，本校
自1994年首創「大三出國研習」計畫，至今已
有8,700多位大三學生出國留學，2022年《遠
見》雜誌公布「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獲得
「人文社科大學」排名全國第3、私校第1，本
校的表現優於多數國立大學。除此之外，學校
有近200個學生社團、151個各類型校友會，以
及超過29萬名校友，都是培養學生成為多元通
才的關鍵及未來就業的後盾。
　在意見交流之前，由教務長蔡宗儒、學務長
武士戎、國際長葉劍木分別對於家長與學生
在會前的提問先做整體回應，再由各單位主管
針對現場關於選課、證照考試、住宿、出國交
換，以及業界實習等疑問逐一回復，蔡宗儒提
醒，學校已為新生進行課程預選，9月12日至
20日學生可再自行加退選，武士戎則說明，若
有租屋需求者，可透過軍訓室賃居服務中心找
尋合格房東及安心的租屋處所。
　座談會結束後，由學系帶往各樓館進行院系
活動，大傳系新生林佑頤表示，原本對於淡江
是私校而有些疑慮，在聆聽系主任講解後，已
充滿信心。（文／姚順富、攝影／黃偉）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與本校各地區
校友會自7月30日至8月22日聯合舉辦全臺共18
場新生暨家長座談會，包括金門、澎湖及花蓮
等場次，校友服務處執行長彭春陽說明，會後

亦將相關資料及影片介紹放在網頁，供大家搜
尋參考，點選新生暨家長座談會、會議資訊
（含線上會議連結），即可了解各項資訊。
　台南市場次於8月7日在台南「徠．歸仁」飯
店舉行，台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會長許繁清祝
福新生們擁有美好的大學生活。本校校友總會
理事長林健祥、秘書長許義民與彭春陽全省走
透透，林健祥以自身在學經驗，勉勵新生在四
年學習中，善用、活用校內資源，並積極參與
課外活動，培養社交與領導能力。
　8月7日下午3時則由高雄市校友會與母校共
同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學務長武士戎、董事
會主任秘書黃文智特來參加。高雄市校友會會
長陳点樹恭喜學弟妹進入淡江大家庭，並鼓勵
「落實樸實剛毅的立校精神，把握時間學習，
將來成為社會中堅、國家棟樑。」

　金門校友會8月16日假國立金門高中國際會
議廳舉辦新生座談會，金門高中校長許自佑也
是校友，座談會由理事長陳滄江主持。座談會
氣氛相當熱絡，蔡宗儒、彭春陽分別說明學校
簡介以及資源，許義民也向新生報告校友總會
概況，新生提出問題皆獲得師長詳細回應。
　在8月22日晚上7時舉辦的MS Teams線上新
生家長座談會，林健祥、許義民、彭春陽等校
友師長，在現場回復新生及家長提問，近百人
參與。有同學詢問修習通識課程事宜，教務長
蔡宗儒建議從大一開始選修，按照選課時間上
網選填通識課程的志願順序即可。若一時沒選
到也不用擔心，可按照學校系統指示的步驟，
在特定時間進行加選，學校會優先保障高年級
的通識選課權。（文／謝采宜、江彥紳、陳子
涵，攝影／江彥紳、各校友會提供）

▲競技啦啦隊精彩的表演為開學典禮揭開序幕。（攝影／鄧晴）

英文系一日主播營為連結 AI跨出腳步

　松濤館及淡江學園於8月26日至28日開放新
生進住報到，首日一早館外就停滿車子，學生
和家長都忙著搬運行李進館。
　今年的報到改在松濤二館環翠軒及四館交誼
區。住宿輔導組組長陳瑞娥說明，以往在美食
廣場報到是考量疫情，讓大家保持安全社交距
離，近來疫情較穩定，因此調整動線，期更有
效率進行，並提醒同學住宿期間務必勤洗手、
出房門戴好口罩，維護自己與他人的健康。
　為讓新生了解住宿環境，住輔組於8月30日
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住宿新生講習，宣導住宿
安全與規範說明，強調出入宿舍須攜帶門禁
卡，講習中亦安排「性別平等宣導」與「消防
安全講座」，並於淡江學園進行消防設備示範
體驗活動及消防實地疏散演練。（文／莊庭
如、攝影／黃偉）

經濟系赴柬埔寨宣導永續

　【記者吳岳軒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主任
林彥伶帶領「經探號」團隊，於8月7日至21日
前往柬埔寨擔任國際志工，8月3日下午2時舉
行授旗儀式，由學務長武士戎授旗。因疫情影
響，此次是相隔2年半後再度前往，為柬埔寨
暹粒省PO村貧困地區的國小與國中孩子們，
進行課程內與課程後的教學，包括英文、電腦
與中文。林彥伶深信，教育是改變未來命運的

最佳方式，即使在沒有乾淨水源、沒有電、沒
有網路的當地，孩童們對知識的渴望，都驅動
著經探號志工們無怨無悔的付出。
　此次由經濟系碩士班「勞動經濟學」專業知
能學習課程，修課學生（含經濟系碩班及企管
系碩班生）組成經探號志工團隊，並由本校大
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淡水好生活）、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支持，林彥伶與7位學生一起共8位
志工在8月7日一早飛向柬埔寨暹粒省的ECC 
School，進行15天的教學服務。
　8月適逢柬埔寨雨季，貧窮的村落裡沒有柏
油和磁磚鋪設的地板，只有泥濘的街道，經
探號8位成員每天一早都扛著十幾台電腦、踩
著泥巴前往村裡孩童們聚集的中小學授課。這
次一進到村子，居民們竟然還認得經探號的制
服，知道今年夏天又將帶來許多新的知識學
習，不論大人小孩都瞪大眼睛引頸期盼，對經
探號來說是非常榮譽也感動的一刻，這幾年的
努力經營沒有白費。

松濤開館迎新生

　種子課輔社7月18日至22日在屏東縣佳冬
鄉羌園國小舉辦「星&河的冒險之旅」文化科
技教育營，今年活動以品格教育為基礎，結合
108課綱核心素養「社會參與／多元文化」及
「溝通互動／科技資訊與媒體素養」，8位服
務員精心設計「文化大小事」、「多元的文
化」、「科技大小事」、「媒體與生活」、
「文化科技未來」等課程與活動，帶領逾30位
學童從中培養文化、科技與媒體的素養。
　隊長，航太四管崇硯表示，「疫情期間能參
與出隊的成員很少，我們8個人要撐起整個營
隊，大家都非常辛苦，但我們真得做到了，為
期5天的服務隊圓滿成功，因為人少，我們與
學童的互動更加熱絡，最後的感性時間，不論
是寫背板或是拍照留念，小朋友都超級熱情，
還有幾位因為捨不得我們離開而落淚的孩子，
這畫面讓我印象深刻，內心非常感動。」　
（文／陳映樺）

　西洋劍社7月6日至8日在新北市淡水區水
源國小舉辦暑假營隊「好想劍到你」，由8位
隊員帶領24名學童一同體驗擊劍運動的樂趣。
為期三天的營隊活動，以介紹擊劍規則拉開序
幕，接著帶領學童進行多項互動課程，例如泡
綿劍的創意實作，讓學童製作自己專屬的劍，
並與其他學員實際對打，課程中也穿插一些團
康遊戲，大家都玩得不亦樂乎，整個營隊在歡
笑聲中畫下圓滿句點。
　隊長，機械三王爵嘉表示，「因疫情影響，
人力分配很吃力，籌備期很短，驗收時難以全
數驗完，導致有些活動未能順利呈現，我們從
中學到，日後一定要保留充裕的驗收期，並提
早場勘，以確保活動能順暢執行。最後，感謝
所有服務員的付出，因為大家的堅持與努力，
這次營隊才能如期出隊。」（文／張瑜倫）

▲種子課輔社在羌園國小舉辦文化科技教育
營。（圖／種子課輔社提供）

社團服務隊暑假暖心傳播愛

▲西洋劍社在水源國小舉辦暑假營隊「好想劍
到你」。（圖／西洋劍社提供）

原資中心源社服務學習嶼世無爭

　【記者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為促進原住民
族青年對於原住民相關議題的參與，並了解部
落文化脈絡，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與
源社於6月28日至7月1日在蘭嶼進行「嶼世無
爭」返鄉服務學習活動，由原資中心助理陳孟
君帶領14名學生前往當地，感受部落生活。

　陳孟君表示，希望學生透過這次經驗，能從
協助「漁人部落」退休牧師整理書房、與當地
居民一同從事農田事務實作，以及「野銀部
落」的建築擺設與環保意識中，更了解蘭嶼當
地的達悟族歷史脈絡與文化特色。
　社長，歷史四曾珮渝表示，蘭嶼坐擁自然資
源，與世無爭，傳統文化保存的相當完整，這
樣珍貴的寶藏若不盡早去認識及學習，很容易
隨著部落的沒落而消失。俄文四盧冠霖分享，
「很高興能有這樣難得的機會，可以跟著當地
人學習芋頭田的農事，並且認識在地傳統的野
菜和山林植物。遺憾的是，遊客們來到這座島
嶼，心思大多只放在旅遊、美食，而許多屬於
在地的故事與環保意識，就在觀光潮流中逐漸
被遺忘，但這些歷史與議題卻是最彌足珍貴與
重要的。」

▲原資中心與源社在蘭嶼進行「嶼世無爭」服
務學習。（圖／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提供）

▲「經探號」團隊前往柬埔寨擔任國際志工，
指導學生學習數位資訊。（圖／經濟系提供）

　【賴映秀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於8月22日
在I601舉辦「2022中英新聞主播營 」，課程由
微博上已有30多萬粉絲，有「英文王子」雅號
的英文系專任助理教授張介英主講，吸引了包
括基隆女中、桃園高中等22位高中生前來一日
體驗。
　英文系主任林怡弟表示，以往暑期高中營皆
以文化主題辦理，這次首次嘗試新主題，獲同

學熱情響應，在疫情期間頗難得。她表示英文
系的課程結構包含語言能力及文學素養，翻譯
是語言能力的一環。這次的課程，除展示英文
系擁有一流的師資，及淡江豐富的硬體設備資
源外，亦為張介英即將開設的新設課程「AI與
口譯」小試身手。
　曾任年代新聞、香港鳳凰衛視主播的張介英
目前於英文系教授「中英口譯筆譯」，本身是
口筆譯專家，又具實戰經驗，去年才來到淡
江，且將為英文系跨出連結AI的腳步。他表示
運用AI工具如：單字、數字、專有名詞管理等
程式，可聽音識別，對口譯有很大的幫助，他
表示，目前科技已達神經元級的AI狀態，我們
要凌駕AI，不能等著被AI輾壓：「對這些18歲
的同學來說，AI的世界是他們的世界。」
　一日課程安排緊湊，上午中文，下午為英
文，張介英親授主播技巧後，讓同學立即上主
播臺作實戰體驗。同學們坐上主播臺，在本校
專業的攝影棚中，使用讀稿機播報新聞，可以
自行操控電腦，並依新聞性質選擇背景入鏡。

當看到螢幕上出現自己的影像，廣播器裡傳出
自己抑揚頓挫的語調，同學們都很有成就感，
個個練就出即使吃螺絲也要若無其事的本事。
　擁有多益920好成績的華興高中三年級周書
平，和其他4位同班同學相偕前來參加，首次
挑戰主播臺，對自己的表現十分滿意。遠道而
來，目前在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
的黃璽臻是自己報名的，他認為一日課程收穫
滿滿，也對英文播報產生興趣。

▲英文系助理教授張介英（中立者）指導高中
生主播技巧。（攝影／賴映秀） 詠歎淡水林信成邀高明德說唱

　【記者黃國暉淡水校園報導】最近以「唱淡
水自己的歌」為核心理念，藉以推動淡水數
位人文工作的資圖系教授林信成，8月主辦3場
演講及說唱活動，8月2日主講「說唱在地的故
事—兼談人文AI之素材內容」，8月16日下午1
時在L522邀請大傳系副教授陳玉鈴主講：「究
竟我們和AI看到有什麼不同？」8月31日下午
4時在I501邀請藝人高明德，現場彈唱〈愛台
2022〉等10首由林信成改編歌詞的歌曲，優雅
的唱腔引起現場同仁共鳴與合唱。
　林信成透過簡明的圖表、風趣的故事，悠揚
的詞曲，讓大家進一步認識數位人文的發展

及應用。「唱淡水自己的歌」、「說唱在地的
故事」等活動，林信成希望拋磚引玉，讓真正
音樂人投入在地故事詞曲創作，譜出更多與所
在土地連結的歌，希望能有艋舺之歌、雞籠之
歌、大稻埕之歌、三角湧之歌、台南之歌等。
　8月16日陳玉鈴結合自身在人文、城市與商
業品牌等多元領域社群媒體分析經驗，淺談社
群媒體中的圖文，依據閱聽人與AI的不同角
度，介紹常見的貼文習慣與內容，講述人文領
域該如何借力使力，才能突顯彼此合作的各自
亮點。英文系講師林敘如表示：「很貼近生
活，了解蒐集大數據會越來越簡單，如何分析
和利用AI大數據做決策，是我們收集大數據最
大目的，也是AI無法取代人類的主因。」
　8月31日說唱活動更吸引淡水國中校長王潔
雯、淡水古蹟博物館館長黃麗鈴到場聆聽，林
信成為了更立體呈現淡水記憶，搜集國、臺語
經典老歌，重新填詞，融入淡水風土民情，深
化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連結。目前已完成百餘
首歌詞的改編與創作，他挑選其中10首，串接
起淡水400年間從清法戰爭、割讓給日本等歷
史故事，並與臺灣史相關聯，歌詞饒富情感，
林信成講解創作的心路歷程，也透過音樂的感
染力，帶領大家以另一種方式親近淡水。

▲資圖系教授林信成（右）改編近百首歌詞，
邀藝人高明德現場彈唱。（攝影／鄧晴）

運用資訊三寶 新生學習沒煩惱
　【本報訊】新學年的開始，遠距教學發展中
心特為入學新生以MS 365的SharePoint量身打
造一個數位文宣平臺，大一新生「Class 2026
資訊鮮知」（網址https://tku365.sharepoint.
com/sites/2022ipcFreshman），將滾動式推播
最新鮮的資訊化訊息。新生可以從本校提供
之MS 365登入，帳號為「學號@o365.tku.edu.
tw」，首次登入預設密碼為「Tku+西曆生日8
碼」（共11碼），即可進入這個有溫度的資訊
情報站。
　開學初期，平臺為新生準備了資訊3寶，包
括「過生活：淡江ｉ生活App」、「上課去：
iClass學習平臺」，以及「不停學：MS Teams

遠端上課」，透過這些資訊化的知識點，協助
新生可以更快適應校園生活。
　「淡江ｉ生活」APP是由資訊處和資管、資
工兩系學生團隊，共同研擬開發，除了可連
線淡江Wi-Fi、查看紅27與紅28公車動態、即
時影像、實習室機位、圖書館借閱資料、《淡
江時報》等校園即時資訊外，亦可查詢個人課
表、考試小表。其中「SOS緊急求救鈕」，只
要本校教職員生在校園內遇到緊急狀況，按下
求救鈕就能馬上通知勤務中心，更能透過GPS
定位系統鎖定位置，即刻前往處理，而「校園
資訊」功能中，更結合地圖推出導航功能，方
便查詢校園建築物、校內美食及公車地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