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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柯俐如、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兩院
於1日舉辦迎新晚會「 Dancing of your heart」，入
場前學生活動中心外面已大排長龍，大一新生紛紛
抱著期待的心情等候進場。一開場由熱舞社帶來精
湛的勁舞，活動中心內立即歡聲雷動。接著管理學
院院長王居卿與體適能有氧社帶領全場學生一起跳
「Sorry Sorry」舞，頓時讓氣氛High到最高點！王
居卿表示：「雖然自己不太會跳舞，但對於當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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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運動處方諮詢 為全校健康把脈
　【記者陳頤華、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你今天運動了嗎？根據體育
室統計，96至97年度本校新生體適能檢測結果，數值與教育部的體能
檢測常模標準相較，各項測驗皆在正常範圍內，其中以男生肌耐力較
為優良，每分鐘41.18次在全國標準之上，為檢測標準中的銅質獎章。
為使全校教職員生有更積極的運動習慣，體育室主任蕭淑芬表示，將
與衛生保健組合作，預備規劃「運動處方」諮詢，由體育教師為全校
服務。
　蕭淑芬表示，98學年第2學期將開辦「運動處方」諮詢，在體育館
運動傷害防護室進行，採預約制，由體育教師為全校師生運動狀況進
行健診。她說明，如同一般醫生是針對病人哪裡不舒服，開立藥方，
「運動處方」諮詢是以問診方式，詢問前來看診者身體不適之處，
開立不同運動處方，如氣喘、失眠的情況，可嘗試游泳及睡前健走作

為調息，達到運動強身的功效。她進一步指出，以現階段學生選課分
析，大部分偏重於休閒型課程，如：瑜伽、保齡球等，較無法訓練肌
耐力及心肺功能，故未來體育室將更積極舉辦「競技類比賽」，如：
馬拉松、新生盃球賽等，設立獎項促使同學參賽，過程中學生會自主
性的練習，達到訓練肌耐力及心肺功能的目的。
　此外，她也指出教職員公務繁忙，運動時間有限，體育室也擬定教
師的體育課程，首先針對全校一、二級主管做全面性問卷調查，訂出
三個月體育課程。課前將提供體適能檢測，檢視本身體能狀態，預計
在課程結束後驗收其運動成效。由回收問卷中統計票數最高的運動項
目為桌球、游泳、羽球、瑜伽及有氧舞蹈。蕭淑芬說：「希望從興趣
下手，達到教職員培養終身運動習慣的目的。」
　化材二呂季珊表示，每週都與同學相約打羽球，有規律的運動習

慣，她說：「運動可保持好心情，特別是流汗後的舒適感，成為我保
持運動習慣的動力。」中文二趙婷指出，自己體能並不好，主因是平
常沒有運動習慣、沒有志同道合的同學一起運動，但為了身體健康著
想，考慮游泳來增加肺活量。提及本校的運動環境，兩人則不約而
同表示：「學校有很完善的運動設施，如果沒有善加利用真的很可
惜。」對於「運動處方」諮詢，教職員普遍反應良好，教務處招生組
組員劉佳玟表示：「這樣的計劃可讓比較少運動的同仁，了解不只依
靠藥物，其實運動就可以解決身體上的小毛病。」經濟系助理教授林
彥伶表示，「如果有需要我會去！因為依靠藥物長久會造成身體的負
擔，如果可以運動的方式來改善身體的狀況，對身體比較好。」

中文三陳菀萱：原來新開幕的月亮咬一口是賣蛋糕跟麵包喔！

學聲

　【記者余孟珊、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為了幫助
受莫拉克颱風侵害的家庭早日走出災難陰霾，教育
部「88水災助學專案」於上月30日截止，共有54人
申請。
　教育部補助共分三類：學雜費、清寒助學金與免
費住宿。1人因「自有房屋倒塌或不堪居住」申請
學雜費全免，其他53位同學視個人情況，預計平均
有1到2萬的補助。西語四潘宥伊表示：「父母不用
再擔心學雜費了！」
　另外，「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特別增加
緊急紓困助學金及房屋全毀兩項補助。凡為本次受
災家庭且發生生活困難的學生都可在11月8日前，
至生活輔導組B402室洽承辦人許之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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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違6年的橋藝社，於本學年度重振旗鼓！
橋藝社主要是想讓初學者進入充滿神祕與迷人
的橋藝世界，並發掘它的無窮樂趣。橋牌之所
以無法人人會打，因有其深奧之處，習橋藝除
學習打牌技巧，還可藉此增進邏輯思考、培養
團隊默契。
　橋藝社社長資管二張家倚樂道：「橋牌除可
促進社員間友誼，並從中得到許多樂趣。」此
外，他表示，希望新社員能儘早適應橋藝社的
叫牌制度，形成團隊默契，能在新生盃時為淡
江爭光。張家倚親切地笑著說：「希望大家能
將橋牌的精細邏輯思考精神延續下去，快加入
我們的行列，一起動腦打橋牌！」有興趣同學
可於每週一、三，晚上7時至B116洽詢，或洽
張家倚0933158954（文 / 黃雅雯、攝影 / 劉瀚
之）

98新社團登場

　【記者柯俐如淡江校園報導】受訓考照一把抓！
學務處就輔組於今日（5日）中午12時10分、下午1
時10分，在Q409舉辦舉辦兩場TQC研習說明會，
內容以Microsoft Office認證為主，幫助您提升就業
競爭力。研習後即可直接在學校考照，每項僅提供
50位名額。
　本課程師資陣容堅強，由曾在世界盃電腦應用技
能競賽獲獎的資訊系講師陳智揚及統計系校友劉文
琇授課。有興趣參加者，請於9日前至就輔組活動
網頁報名。(http://career.tku.edu.tw/class/)

橋藝社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中文博四侯裕隆日前參
加教育部主辦的「98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以《山中
漫賦》詩集從35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得學生
組古典詩詞項特優，及獎金5萬元，成績相當亮眼！
　教育部為了鼓勵學校師生以對台灣主體的認識及加強
社會關懷面為出發點進行創作，自90年度起舉辦文藝創
作獎，以培養文藝創作風氣、提升文化生活素養。《山
中漫賦》詩集包括侯裕隆創作的15首詩詞，內容大多是
對平日生活與時事的抒發。
　侯裕隆曾獲得第9屆南投縣玉山文學獎古典詩第1名，

這次再度以古典詩詞獲得教育部得肯定，他笑說：「我
平時很喜歡閱讀古典詩詞，創作遇到瓶頸時，會沉澱自
己，轉而從書籍中尋求靈感。」他感謝本校中文系教授
顏崑陽上課時，曾經提起過「創作時應依照不同體裁的
特性進行寫作」，更感謝指導老師中文系教授陳文華，
特別強調「創作時的語意轉折及抑揚頓挫」。中文系主
任張雙英也鼓勵侯裕隆：「能從這麼多參賽作品中得到
首獎著實不容易，希望他能朝古典詩詞領域繼續加油，
努力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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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輔導員7日起登記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想要增進英文能
力的同學有福了！英文系自本週三（7日）起開放
「一對一長期輔導服務」登記申請，將由大四修習
「英語教學導論」的優秀同學擔任輔導員，需要個
別輔導的同學可至英文系辦公室（FL207）領取登
記表，共有50個名額，額滿為止。
　另外，英語特區將自26日起，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9時至晚上8時開放，輔導員以研究生為主。同學若
想詢問相關問題或練習英語會話，可在開放時段內
至英語特區（FL122）請求協助。

陳映真人間特展６日開展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喜歡小說家陳映真
的人有福了！趨勢教育基金會、台灣文學發展基
金會、文訊雜誌社與中文系於本週二至週五（6日
至9日），在黑天鵝展示廳合辦「陳映真‧人間特
展」，展出陳映真照片、文學期刊、手稿、信函
等，中文系主任張雙英表示：「希望藉此難得的展
出，讓本校師生一睹傑出校友陳映真的文采！」。
　黑天鵝展示廳展出陳映真50年來創作手稿，內
容豐富，包括陳映真各重要階段之珍貴照片近200
幅、插畫作品8幅、出版著作等，及全套人間雜
誌、15位《人間》攝影所提供總計30幅代表性攝影
作品，6日上午10時10分還將播放「聖與罪--陳映
真文學與人生的救贖」紀錄片。
　陳映真1959年，就讀本校文理學院外文系時，便
在文壇上發表他的第一篇作品「麵攤」，畢業後
成為小說家，在台灣文學上占有一席之地，並創辦
《人間》雜誌，開啟紀實報導與影像敘事的先河。
本週三（7日）下午1時，本校中文系教授呂正惠將
藉由「從小說看陳映真的文學歷程」講座，以不同
角度見證陳映真參與社會的多元面相與人道關懷。

學生會各部長出爐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第15屆學生會提名
各部長，於上月29日在學生議會L205通過7部議會
表決任命，將代表學生為學校服務。學生會長水環
三陳聖致表示，未來將帶領各部長，為本校奉獻。
　新任幹部名單如下：行政部長水環三梅忠堯、活
動部長公行三宋亞杰、公關部長財金三戴嫚珊、權
益部長公行三江啟義、新聞部長財金二簡志偉、財
政部長財金三蔡雅茹、文化部長財金二王遇安。其
中，財政部長及文化部長為98學年度恢復之部門，
財政部為掌管學生會之資產運作、文化部則為協助
社團順利推展，建立優良校園文化。

商管師生同歡　　 魔術社逗趣

TQC受訓考照在校通吃

實驗劇團：缺一不可

水活社11日玩水去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水上活動社將帶您
於11、12日玩水去，行程為兩天一夜的宜蘭之旅。
報名費為社員650元，非社員850元。
　第一天將帶大家品嚐羅東夜市的美食，第二天到
冬山河體驗西式划船的快感，社長大傳二張嚴尹表
示：「一支槳有三公尺長，可以快速前進，很有速
度感喔！」有興趣的同學，請於本週三（7日）前
洽張嚴尹報名參加，電話：0921694300。

88水災助學54人受惠

　【記者謝如婷、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實
驗劇團於上月29日至本月2日，在文館L209舉
辦期初公演，演出《缺一不不不‧可》，改
編自北藝大的劇創組之劇本，內容描述高中
時期為「四人組」的兩男兩女於7年後再度相
聚，發現彼此初衷與現實間的差距，察覺愛
情與友情相互羈絆所交織的衝擊情感。導演
建築五吳宛茜表示，希望透過戲劇，讓觀眾
省思當友情、愛情與生活發生衝突時，該如
何面對。
　劇中「陽光男孩志翔」與「栗子女妤萱」
為拍電影及前往國外自助旅行的夢想繼續堅
持。「長髮女翎君」及「悶騷男嘉平」受到
現實生活的束縛放棄了最初的夢想；其中一
幕，務實的翎君插著手對志翔反諷地說著
『我又不是死大學生，誰會相信兒時天真的
玩笑話！』，令建築五劉家瑋感概萬千地說
道：「想到未來面對夢想與現實時是否也能
繼續堅持，我想我會跟志翔一樣選擇實踐夢
想吧！」
　劇中連續三幕場景，待在聚光燈下的人緊
閉雙眼，代表不被團體需要，下一幕即刻消
失。其他演員則逆時針行走，代表時光倒
流，想像回到最初的樣子，場景幕幕更換，
顯示出若少了其中一人，聚會便會出現不和
諧的氛圍。國貿三易采萱說道：「讓我回想
起過去與朋友間類似的情誼，更珍惜現在得
來不易的感情。」資訊一洪可珈對於劇中的
場景擺設及演員的表情大為讚嘆表示，演員
的眼神及動作生動，場景的擺放細膩，牆上
的時鐘時間會隨著調整，「令人有無限遐
想，是很棒的一齣戲。」

　【記者林姍亭、楊志偉、陳書澔淡水、蘭陽校園
報導】中秋佳節人情味滿校園！為了讓離鄉背井的
外籍生感受一年一度的中秋節，國際交流暨國際教
育處於上月30日中午在外語大樓地下一樓，舉辦中
秋餐會，讓外國學子聚在一起體驗中國傳統文化。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每逢佳節倍思親，舉
辦餐會讓外籍生聚在一起，以解思鄉之愁。
　餐會一開始由音樂表演拉開序幕，來自德國的中
文一博飛利帶來當地樂器「風笛」演奏，歐洲中世
紀優美組曲令人聽得如癡如醉，現場氣氛熱鬧非
凡；席間除了豐富的餐點，還有月餅、文旦等應景
的食物，幾名外籍生還逗趣的拿起柚子皮戴在頭
上，過節氣氛相當濃厚；來自海地的財金碩一艾米
勒表示，活動前副校長解釋過這個節日的由來，才
讓我們更明白這個聚會的意義，大家能因此相聚覺

得很開心。國交處主
任李佩華表示，有別於
以往，這次設計的活動除
了歡度中秋，也代表歡迎新同學
的加入，並鼓勵外籍生多參加國交
處舉辦的各種體驗活動。
　另外，由蘭陽校園男、女宿自治會及學生秘書
團共同舉辦的中秋夜烤晚會，於上月30日在蘭陽圖
書館前迴廊舉行，共有近五百位師生一同參與，並
邀請藝人方炯鑌演唱助興，現場熱鬧滾滾。
　主辦單位提供每組美國牛肉、法式烤雞、義式香
草豬等精選食材，大家吃得津津有味，政經二陳詩
媛表示：「雖然不能回家跟家人團聚，但在這邊
同樣也有家的歸屬感，很高興可以參與這次的盛
會。」當神秘嘉賓方炯鑌突然現身演唱時，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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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人」，使蘭陽夜烤活動在方炯鑌溫
暖的歌聲下，現場彷彿大型KTV般熱鬧非凡。
　另外，盲生資源中心於1日晚間在咖啡小館首度
舉辦了一場露天電影會，並提供月餅、飲料等，邀
請身心障礙生欣賞電影、感受中秋夜色之美，並體
會過去「蚊子電影院」的感覺。參與活動的歷史四
廖哲君表示，這次不僅與同學開心聊天促進感情，
還一邊看電影一邊吃月餅，感覺很中秋！

中文博士生侯裕隆　獲教部文藝創作特優

迎

外籍．蘭陽．身障生

　【記者謝如婷、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實

感性公演感性公演感性公演

樂在中秋 趣味多

圖／實驗劇團提供

表現十分滿意。希望自己的放膽表演能搏得大家歡
欣外，更能讓對環境陌生的大一新生不再害怕並能
快速融入這個大家庭。」保險系學會所表演的無厘
頭音樂劇，更讓在場學弟妹們笑聲連連。國貿一張
凱閔說：「音樂劇不但好笑、極具創意，配音更是
妙到好處。」國標社的出場，火辣身材馬上驚豔全
場，搭配上曼妙的舞姿不禁讓人目不轉睛。最後壓
軸雙人套房免一年租金的大獎，由財金一陳昱丞幸
運抱回，他表示：「今天最大的收穫不是得到此獎
品，而是沒錯過這場精彩萬分的活動。」
　魔術社於上月24日晚上7時在L412舉辦迎新活
動，活動現場約百餘人參加，活動當天邀請富有創
意協會的魔術團隊RIC的5位魔術師一同參與，其中
協會的首席魔術師陳日昇亦為魔術社的指導老師。
迎新活動中，除以精湛的魔術與現場觀眾互動外，
更以新奇、詼諧逗趣的表演引起觀眾大笑不已。其
中又以魔術社社長化學三朱耿慶佯裝要喝下威猛先
生清潔劑時，化學三楊子賢從袋中變出誇張長達3
公尺的吸管給朱耿慶使用，引來全場哄堂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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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材二呂季珊表示，每週都與同學相約打羽球，有規律的運動習

得很開心。國交處主
任李佩華表示，有別於
以往，這次設計的活動除
了歡度中秋，也代表歡迎新同學
的加入，並鼓勵外籍生多參加國交
處舉辦的各種體驗活動。
　另外，由蘭陽校園男、女宿自治會及學生秘書
團共同舉辦的中秋夜烤晚會，於上月30日在蘭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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