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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聲

                                                    
4/12(一)

8:00

會計系

B113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2010徵才報名

4/12(一)

9:00

諮輔組

B413

「大學生，笑很大」-自拍照片

徵稿活動
4/12(一)

9:00

諮輔組

B413
壓力麻吉工作坊報名

4/12(一)

10:00

西班牙舞蹈社

圖側
Green Dog海芋義賣

4/12(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奇妙的旅程」

4/12(一)

18:00

諮輔組

B413
壓力麻吉工作坊活動

4/12(一)

18:30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蕭邦兩百週年紀念音樂會暨講

座

4/13(二)9:00
生輔組

黑天鵝展示廳

生活與品格教育宣導展(4/13中

午開幕)

4/13(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畫皮」

4/13(二)

18:30

大傳系第26屆系學會

O202
「混混天團」電影校園座談會

4/13(二)

18:30

圖書館

總館3F301
「掌握中國文獻信息」講習

4/13(二)

18:30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期中成果發表會

4/13(二)

19:00

星相社

L204
考驗數字介紹

4/13(二)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STREET JAZZ(街頭爵士)

4/14(三)

11:00

女性文學研究室

L528

情慾與刑罰- -清前期犯姦案

件的歷史解讀
4/14(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對不起，我愛你

」
4/14(三)

14:20

圖書館

301指導室
「掌握中國文獻信息」講習

4/14(三)

18:30

詞創社

覺軒花園
期中成果發表會

4/14(三)

18:30

圖書館

301指導室
「中國古籍資源」講習

4/14(三)

18:30

體適能有氧社

游泳館
BODY COMBAT(戰鬥有氧)

4/14(三)

18:30

英文系

B713

超頻你的人生，精采生活100

分-大學生的職涯規劃
4/14(三)

19:00

學園團契社

E312
感念文

4/15(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聽說」

4/15(四)

13:00

英文系

FL204

2010LTTC英國倫敦師範學院

英語教師實習計畫說明會

4/15(四)

18:00

統計系

B706
統計學輔導活動

4/15(四)

18:30

日本文化社

文錙音樂廳
音樂日本舞暨三味線公演

4/15(四)

18:30

音樂性社團

蛋捲廣場
聯合音樂晚會

4/16(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不能沒有你」

4/17(六)、4/18(日)

9:30

諮輔組

B413
左腦UP智能躍昇班

4/17(六)

14:00

茶藝社

驚聲廣場(晴)

學生活動中心(雨)

第九屆淡然無我茶會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活動看板
台北 蘭陽 網路淡水

資傳友誼週  傳情使命必達

唱自己的畢業歌  快來創作

大專馬術賽16日前報名  5月開賽

山東大學校景。（照片來源   http://www4.
sdu.edu.cn/）

之 24
 大陸山東大學

　大陸山東大學（Shandong University）
位於山東省濟南市，創立於1901年，前身
為山東大學堂，發展歷史悠久，目前是大
陸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也是
中國最新規劃「211工程」、「985工程」
重點建設高水準大學之一，與本校於2009
年4月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成為
本校在大陸第22所姊妹校。該校有7個校
區，目前共有6萬餘名學生，11大學科門
類，42個學院。
　該校具有雄厚的學術科技實力，擁有
部省級重點實驗室和省級工程技術研究
中心，國家級重點實驗室等。該校學科齊
全，特色鮮明，覆蓋文、理、工、醫四大
學科領域，實現了各學科的協調發展。山
東大學弘揚傳統、開放辦學，兼具創新思
維的特性及延續傳統教育理念，培養中國
富創造力及國際視野的高素質人才，現已
發展為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的重要發祥地和
文化科教的重鎮。自98學年度起至今，本
校已甄選3名學生到該校修習。（林姍亭
整理）

康輔社合唱團再獲教部肯定

蝴顏亂嶼藝術季 任你DIY

推動教室無垃圾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將於明天
（13日）至週五（16日），舉辦第四屆「蝴顏亂
嶼」藝術季。除明天至週五的「藝式，異思」手繪
風創意市集外，有別以往的有「獨術藝格」DIY，
包括週二及週五彩繪風箏、週三及週四彩繪T恤都
將在書卷廣場登場，你將可畫自己的風箏、繪出專
屬T恤！
　此外，「藝論紛紛」講座於週三晚上7時在活動
中心，邀請作家九把刀，以「人生，就是要不停戰
鬥」，分享創作理念，另有限量100名的簽書會。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畢業時刻就該唱屬
於我們的歌！還記得李雙澤曾在演唱會以「唱自己
的歌」呼聲，讓「現代民歌」的熊熊火焰，自淡江
校園引發開來。學務處生輔組為了讓畢業生能在畢
業時刻感受到溫馨氣氛並留下深刻印象，首次舉辦
「唱我們的歌–畢業歌歌詞創作競賽」，讓大家藉
由歌詞表達校園生活的感想，展現我校特色文化，
即日起報名至30日止。
　參賽對象除教職員工生，畢業校友可以個人身分
參加，創作屬於淡江的專屬畢業歌曲。參賽作品
須在300字以內，清楚表達詞意且為作者原創。詳
細競賽內容參考生輔組網站（http://spirit.tku.edu.
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馬術研習社
主辦「2010年全國大專盃馬術錦標賽」，有志參加
的全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可至馬術社網站http://
www.wretch.cc/blog/horseriding下載報名單，並於16
日前完成報名程序。
　該賽將於5月16日，在淡水鎮山海觀馬術俱樂部
舉行，馬術社社長公行二袁愛婷表示，錦標賽考驗
騎師的駕馭技巧與馬匹跳躍障礙的能力，藉由競賽
來讓全國愛好者一同交流。賽中包含馬術競賽、障
礙超越、團體接力障礙超越、兩人三腳跳障礙趣味
競賽等。另於今年增設兩人障礙超越接力賽。為了
讓現場參觀民眾也能一同參與活動，馬術社也將在
現場舉辦兩人三腳跳障礙和騎人賽跑的趣味競賽。
袁愛婷表示，歡迎各大專院校同學能一同來體驗，
目睹馬場高手們齊聚競技的熱血場面。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西洋劍社於上
月28日參加第八屆東吳新生盃擊劍邀請賽，土木一
蔡牧蓁及西語二郭亭均從台大、政大、海大、師大
等16組女子個人鈍劍賽中脫穎而出，分獲季軍獎盃
及第六名獎狀！
　比賽採淘汰制，一開始對上政大的季軍賽，蔡牧
蓁以熟練的繞劍技巧克敵，攻擊氣勢高漲，比數一
度領先，卻因戰局持久導致注意力分散，讓對方連

得4分，蔡牧蓁表示，當時氣氛緊張，自己也深切
感受到對手帶來的壓迫感，加上經驗不足導致劍路
雜亂無章，費極大的力氣才穩住陣腳。場外學長姐
們在捏冷汗之餘，仍不忘加油，並中場休息時分析
賽局給予建議。下半場蔡牧蓁放慢速度，看清對方
來劍走勢，在把劍隔開的當下迅速搏打還擊，最終
以15：11奪得季軍，蔡牧蓁開心地說：「比賽除了
實力外，也會因經驗的累積而看清局勢，下次要更

勇敢，大膽搏擊！」
　社長機電三林信騰表示，在八強賽時不巧抽到淡
江對淡江，必須擠掉一名隊員，而四進二強賽時又
遇上育成高中擊劍校隊，但學弟妹仍舊表現傑出。
他說：「對學弟妹而言這是第一場正式比賽，打不
好不要氣餒，當成經驗，大家要努力的練習，充實
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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跆拳道社弘光盃發光 獲1金2銀3銅
　【記者陳思蓓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跆拳
道社再傳捷報！上月27日首次參加弘光科
技大學主辦的第三屆弘光盃大專院校跆拳
道錦標賽，和全國20餘所大專院校較量，
獲得1金2銀3銅的好成績，再度為校爭光！
　理學院學士班一年級的陳勁旭拿下男子
組色帶高級組第六量級金牌，第2次參加大
型比賽便一舉奪金。陳勁旭表示，比賽時
以平常心，把它當成經驗的累積，而有上
次比賽經驗，這次更有膽識！談起決賽對
上虎尾科技大學，陳勁旭沉著應戰，以懸
殊差距贏得比賽，但他嚴謹地檢討過程指
出，雖然贏了，但腳步太亂，沒有打出原
本期望，未來抗壓性需要更好！此外，跆

拳道社為了加強社員體能，這學期開始作
晨操，每天早上全體社員一起去跑操場，
陳勁旭指出，這樣的訓練固然很累，但體
力提升，上場比賽就能看出成果。
　同樣經由晨操維持體能而在比賽中表現
優異的，另有奪下甲組奧運第一量級銀牌
的國貿四馬爾峰。馬爾峰想著上場前教練
叮嚀他，「放開來打，不要給自己太大包
袱」，他便以很relax的心情應戰。而因應
比賽體重分級，需快速減重，馬爾峰賽前
兩天完全沒有進食，而自知不能以體力硬
打，便儘量以技巧取勝，他用手指輕輕地
指著頭：「比賽要靠頭腦。」而最後決賽
對上明新科技大學，雖與冠軍失之交臂，

他仍笑了笑說，「比賽就是這樣，下次要
更努力。」
　對於社員的好成績，社長化材三的賴靖
容雖然謙虛地說：「因為參賽隊伍沒有很
多，所以得獎。」但談到獲得銅牌的那場
比賽，她指出，從一開始落後虎尾科技大
學，到後來追平進入關鍵驟死賽，卯足全
力，加上乘勝追擊，搶下分數，才能奪
牌。她表示，跆拳道社5月將參加大專盃，
而選手各個已摩拳擦掌，期望再為學校爭
光！
　其餘獲獎者：銀牌會計二盧欣怡、銅牌
水環三柯宜汶、歷史二黃雍勻。

西洋劍社東吳新生盃獲季軍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康輔社及合唱團
連續2年獲教育部肯定！本校上月27、28日參加在
玄奘大學所舉辦的教育部「99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績
優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與全國352個社團
一同參與評鑑，康輔社獲「體能、康樂性社團優
等」、合唱團獲「學術、學藝性社團績優」。
　康輔社不僅校內評鑑蟬聯多年特優，更是校外評
鑑獲獎常勝軍！社長物理三葉日承表示，活動成果
報告書由於幹部們的幫忙，同心合力整理資料，使
其能順利完成。創社於民國86年的康輔社，除重視
團康及企劃等能力外，資深幹部平時亦擔任校外服
務員，並至校內其他社團擔任講師。指導老師課外
組專員李美蘭表示，參加社團活動，使社團學生無

論在學習態度、做人處事，都有顯著的進步。
　歷史悠久的合唱團，創立至今約58年，組織、建
構、比賽都有良好的表現。社長化學三高振堯說，
今年針對去年的缺失，如組織章程及活動成效等，
從寒假就請社內夥伴幫忙，才能獲獎。高振堯參展
時發現，許多性質相同的社團，皆致力於社團服務
學習，將以這些社團為榜樣，持續改善，也為5月
底的社團評鑑提前暖身。
　本校「三環五育」教育內涵，展現在社團積極投
入服務工作中，這些表現正可提供真實生活的實踐
模範。本校對學生社團的輔導及支持，也展現在各
類座談活動中，如因應5月底全校社團評鑑，課外
組於上月23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社團評鑑說

明會」，針對評分標準、實施日程等，對各社進行
說明。課外組亦於1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社
團指導老師座談會」，會中表揚社評優秀社團指導
老師，並針對社團空間及場地問題進行雙向交流。
攝影社社長決策二林子超指出，參與社團評鑑說明
會及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後，對於社團規畫及目標
有了新方向，也能及早做好傳承，準備校內社團評
鑑。此外，感謝學校對社團的重視與投入，不僅社
團在校外獲獎無數，也讓同學更重視社團的重要
性。學生會會長財金三陳惟真表示，雖未獲獎，但
觀摩許多優秀的自治組織，未來將在自治組織章程
及財政上改革，希望明年能有好的表現。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實習媒體
「創意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即日起至本週四
（15日），在海報街擺攤舉辦「友誼週」，只要至
攤位寫下想傳達的內容，校園各處都能使命必達！
　發起此活動的資傳四蔡武諺表示，實習中心同學
首次整合專長，合組虛擬樂團「熱可」，為了讓師
生能認識這個虛擬樂團，決定以卡片傳情的方式
廣為宣傳。卡片設計共有兩款，皆以「熱可」為封
面，並於官網（http://163.13.181.101/rock）發表樂
團的音樂作品、動畫MV，未來也將邀請大家一起
來參加填詞比賽。

　【記者黃雅雯、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經過上月17日至19日三天
徹夜排隊瘋狂搶票後，第五屆忘春瘋「五夜恣意」於上月26日在活
動中心熱情吶喊！活動當天隊伍一路長龍自活動中心，穿過宮燈教

室延綿至驚聲銅像廣場，人人都希望能卡位見到自己心目中的
偶像。
　主持人Dennis以幽默方式，帶動全場氣氛，為演唱會加溫。
打頭陣的張懸演唱＜城市＞等數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溫暖的聲
音揭開序幕，爾後由演唱輕鬆可愛曲風的林綾、揮灑搖滾色
彩的1976、清新不做作的季欣霈等接連出場，台下無不聲嘶力
竭，為自己喜愛的偶像歡呼。節目進行至中段時， Dennis邀請
三位感情上境遇多舛的3位女同學一同上台與徐佳瑩同樂，她
輕快地唱著＜白旗＞，牽起3位女同學的雙手，勉勵大家，不
能舉起白旗，要努力直到幸福來臨。
　金曲新人王，西語四盧廣仲一曲＜Oh Yeah＞出場，立刻掀
起高潮，現場高舉著Rock and roll的手勢、一同跳躍，High翻
全場！露出招牌笑容的他依然不忘跟同學說：「每天都要記得

吃早餐！」壓軸上場的陳綺貞帶著溫柔的神情，面帶笑容說著：
「有時候我都有種錯覺，覺得我是淡江人。」之後輕輕地唱著＜小
步舞曲＞、＜旅行的意義＞等歌曲，令全場如痴如醉，為演唱會做
完美的ending。徹夜搶位排隊終於如願以償看到盧廣仲的大傳三胡
士恩說：「雖然排隊的過程很辛苦，但能如願看到盧廣仲現場的舞
台魅力，真的超high！」早上7時就排隊的日文二張雅惠開心地說：
「為了陳綺貞，這是一定要的！」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
導】教室整潔由你做起！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於上週二（3月
30日）到週五（4月2日）於文
館前進行「教室無垃圾日」擺
攤宣傳，設計「打擊垃圾」、
「蒐集保特瓶」等活動，來宣
傳並推動教室整潔，同學們各
個玩得不亦樂乎。
  文館前吼聲四起、聚集人
潮，不是在打架，是在玩「打
擊垃圾」的小遊戲。九宮格距
離不遠的打擊板，看似簡單，
在真正下場打擊時，會發現紙
球要擊中目標並不容易，失敗
的同學直呼：「要再挑戰！」
剛打擊成功的中文碩二籃閔釋
說：「我是壘球隊隊員，想來
投球試身手，沒想到紙球比我
想像中的還難控制。」
　此外，蒐集5支保特瓶至攤
位回收，可獲得摸彩券，想獲
得星巴克保溫杯或環保筷的同
學也都紛紛來參與。另外，樸
毅青年團也招募志工，拍攝教
室髒亂環境、寫下心得與想
法，將在5月12日「教室無垃
圾日」公布照片，希望讓同學
能更重視教室的整潔。

生輔組擺攤玩遊戲

　
    跆拳道社弘光盃獲獎者：國貿四馬爾峰（後左）、理學院學士一陳勁旭（後右）；化材三賴靖容（前
左一）、水環三柯宜汶（前左二）、歷史二黃雍勻（前左三）。（ 攝影／曾煥元）

五夜恣意熱情吶喊

顯影季吸引校內外人潮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影像藝術工坊
於3月29日至4月2日舉辦主題為「相對論」的「顯
影季」攝影展，展場吸引眾多人潮。
　 參 觀 攝 影 展 的 校 外 外 籍 人 士 白 憶 如 （ K a t e 
Birtles）笑說：「對於『我的祖母』作品印象深
刻，它所表現出來的滄桑感，讓我忍不住想起以前
在療養院與老人相處的情形。」大傳三吳雪芬也表
示，「一抹雲彩」作品的開闊感像雜誌上看到的
美麗照片！錯過攝影展的同學們不用扼腕！現在
就上淡江影像藝術工坊官網http://www2.tku.edu.
tw/~tamx/2010TKUDR.html，不僅能夠欣賞到他們
的精彩作品，更有機會抽中LOMO相機一台唷！

 西音社期中表演  覺軒化身搖滾風

企管週青春歡樂 校友經驗傳承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微風徐徐的夜晚，
搖滾的聲音在沸騰！西音社於1日舉辦期中樂團表
演，西洋音樂讓古色古香的覺軒花園變得搖滾。
　以「流行是什麼，我們只知道搖滾」為主題，吸
引現場眾多的觀眾前往聆聽，只見極速的聲音快
感，挑起現場每個人熱力的細胞，在音樂的感染力
下，情緒一波波High到最高點。現場也來了許多擁
戴各自樂團的親朋好友，舞動的雙手隨著節奏不停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系學會於3
月29日至4月2日舉辦「FUN汽派」企管週，除邀請
畢業學長姐蒞校經驗分享外，也舉辦企業分享、三

拍著手。共有8樂團表演拿手曲目，只見每個樂團
輪番上陣，不管是男主唱的爆發音色，或是女主唱
的柔美音質，搭配團中默契度十足的吉他、貝斯、
鼓等樂手，譜出一首又一首扣人心弦的動聽歌曲，
帶給淡江一個熱情的搖滾之夜。

人四腳運動會、系服拍賣、企球傳情等活動，吸引
不少人潮，現場洋溢著青春歡樂。
　活動總召企管二吳家岷表示，除希望藉由企管週
凝聚向心力外，也希望能與全校同樂。在企管分享
方面，台灣人壽商品企劃部專案經理王永才以「夢
想起飛之經驗談」為題，與學弟妹分享經驗。企球
傳情在活動期間內便有數百顆氣球，在本校各地溫
馨放送。三人四腳競賽活動由企管三黃偉周、駱學
揚、戴呈勳三人奪得冠軍，他們喜孜孜地吃著勝利
的檸檬派說：「企管系的特色就是--團結！」

西語四盧廣仲（圖一）、知名藝人林綾及知名主持人Dennis（圖二）、知名
歌手張懸（圖三）。（攝影／林奕宏、陳怡菁、曾煥元）

吃早餐！」壓軸上場的陳綺貞帶著溫柔的神情，面帶笑容說著：

步舞曲＞、＜旅行的意義＞等歌曲，令全場如痴如醉，為演唱會做
完美的ending。徹夜搶位排隊終於如願以償看到盧廣仲的大傳三胡
士恩說：「雖然排隊的過程很辛苦，但能如願看到盧廣仲現場的舞
台魅力，真的超high！」早上7時就排隊的日文二張雅惠開心地說：
「為了陳綺貞，這是一定要的！」 

偶像。
　主持人Dennis以幽默方式，帶動全場氣氛，為演唱會加溫。
打頭陣的張懸演唱＜城市＞等數首膾炙人口的歌曲，溫暖的聲
音揭開序幕，爾後由演唱輕鬆可愛曲風的林綾、揮灑搖滾色
彩的1976、清新不做作的季欣霈等接連出場，台下無不聲嘶力
竭，為自己喜愛的偶像歡呼。節目進行至中段時， Dennis邀請
三位感情上境遇多舛的3位女同學一同上台與徐佳瑩同樂，她
輕快地唱著＜白旗＞，牽起3位女同學的雙手，勉勵大家，不
能舉起白旗，要努力直到幸福來臨。
　金曲新人王，西語四盧廣仲一曲＜Oh Yeah＞出場，立刻掀
起高潮，現場高舉著Rock and roll的手勢、一同跳躍，High翻
全場！露出招牌笑容的他依然不忘跟同學說：「每天都要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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