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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外語學院師生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外合影。
   （圖／德文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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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機電系於2日
下午在「能源與環保進階」課程授課教授特約講座
孫國華、研發長康尚文的率領下，由立法院委員鄭
麗文安排機電所碩博士班同學參觀立法院。孫國華
說明，期望藉由這次參訪立法院的過程，能讓學生
更加了解對於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及全球氣候變遷與
我國溫室氣體減量策略的制定。
　參訪包括觀賞簡介及參觀議場，另由經濟部能源
局黃育欽科長與環保署溫室氣體減量管理室人員簡
報。康尚文表示，藉此機會了解制定相關法規的過
程，在立法院上了一堂寶貴的課；機電碩一詹竣宇
表示：「這次的參訪讓我們更加重視氣候變遷與氣
體排放等問題，對於未來進行相關研究與能源的使
用也十分有幫助。」

　【記者張莘慈、戴瑞瑤、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各系所於10、11日舉行99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
招生第二階段甄試，學生及家長在緊張氣氛中，充
分感受到淡江的溫馨接待，其中經濟、電機、物理
系，在考試場地貼心提供點心及座談說明，讓考生
及家長倍感溫馨。
　經濟系特別設置陪考休息室、茶點區，另為讓考
生及家長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播放簡介、派系學會
學生駐守休息室，為考生及家長解答疑問。經濟系
系主任莊希豐表示，她前往陪考人員休息室向考生
與家長打招呼，以舒緩考生緊張情緒。她指出，設
置茶點及詳細的說明，讓氣氛比往常熱絡。
　電機系由系主任翁慶昌主持學生及家長座談會，
介紹系所特色與課程規畫。翁慶昌表示，家長座談
會自去年實施即效果良好，除可藉此讓學生及家長
解除升學的疑慮外，也能讓前來面試的學生了解本
系的特色。物理系除了以茶點溫暖面試學生及家長
的胃，另有工作人員在場接待，為學生及家長解答
問題。

守戰術，在防守的空檔撥擋還擊、騙左打右，連得
數分，不料第四回合，海洋大學派出資歷豐富的學
長一路追擊，社長林信騰說：「我們稱那位對手為
西洋劍魔人！他氣勢強悍，受他影響被連搶數分，
但鎮定後開始採拖延戰術，變換節奏，盡可能閃過
攻擊。」兵耿豪以搶攻及壓迫的戰術干擾對手，看
準時機全力追分，兩隊分數數度僵持不下，氣氛緊
張，學長姐不斷提供意見，精神喊話，充斥著「淡
江冠軍，慶功宴要吃到厭食！」的加油聲，隊友聽
到歡呼，頓時氣勢高昂，在激戰後以45：42奪得冠
軍！ 
　女子組由西語四沈佳穎、江欣穎、國貿四盧敘
吟、法文二蔡蕙如組成，隊員們經驗豐富，默契絕
佳，一路全勝至冠亞賽，再遇政治大學，敵手攻勢
猛烈，氣勢高昂，比數一路追平到中場，卻因長期
對戰體力不濟，無法發揮平時實力，終以45：30屈
居亞軍。沈佳穎表示，我隊在中場後因被追分而心
浮氣燥，離冠軍僅一步卻飲恨，但經由這次經驗累
積，將來的比賽相信會有更好的表現！社長林信騰
勉勵社員：「參與椰林盃後，較清楚自己的實力，
也為5月7號的大運盃熱身，接下來要加強鍛鍊體

力，發揮最強的一面！」

　今天，你「透可」了嗎？在批踢踢實業坊上具
有超高人氣的「淡江透可板」，首創以「學校」
作為主題，製作出專屬淡江的板服。板主「桑尼
克」資圖碩三蘇彥霖指出，透可板是屬於淡江學
生的BBS看板，使用人數可高達五千人，是PTT
上熱門排行前百大的看板，除可暢所欲言，也能
多面向了解淡江最真實的生活。
　這件「板服」，是源自蘇彥霖想要突顯淡江talk
板特色，又要符合網路民意，經過徵稿及投票，
最後以「蛋捲廣場圖」獲得第一。蘇彥霖說，板
服設計理念以「青春洋溢」的普普風為出發點，
顯現淡江人的活力，也象徵淡江學生的認同感與
向心力。蘇彥霖指出，板服購買人數在網路號召
下，達到三百多件，其中教職員工也趕搭「團
購」風潮。無形的網路世界，在板服出爐後變得
真實，校園中不時會看到身穿板服的同學，也許
正是昨晚與你在網路上對談的那位！（文／陳頤
華　攝影／曾煥元）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
導】西洋劍社於11日參加第
22屆台灣大學椰林盃擊劍邀
請賽，本校男子鈍劍團體由
30個大學隊伍中脫穎而出，
勇 奪 睽 違 十 多 年 的 冠 軍 寶
座，女子鈍劍團體組也不遑
多讓，獲得亞軍。隊長航太
三兵耿豪開心地說：「此次
勝戰，讓淡江名聲遠播，在
台大ptt引起熱烈討論，多校
稱讚我們動作精準，劍劍到
位，希望與我們交流！」
　 此 次 邀 請 賽 採 雙 敗 淘 汰
制，男子組由兵耿豪、機電
三林信騰、德文二吳東橋組
隊參賽，12小時內連勝5場，
兵耿豪表示，此次參賽對手
都是多年勁敵，實戰經驗豐
富，相當有挑戰性。與海洋
大學對戰一開始，我隊採保

睽違十餘載 西洋劍社再奪椰林盃團體冠軍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星期一 產經碩一辜瀚霆：外面的貓每天都在春吶，想睡都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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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台北 蘭陽 網路淡水

校園潮T

花小錢就可暢　　　學生揪團買泳券

之 25
 大陸南京大學

　大陸南京大學（Nanjing University）位於大陸
南京市，創立於1902年，是一所歷史悠久、聲譽
卓著的百年名校。1952年，在大陸高校院系調整
中，調整工學、農學、師範等部分院系，後與金
陵大學文、理學院合併，成為教育部直屬的重點
綜合型大學。南京大學與本校於2001年4月簽訂
學術交流備忘錄，成為本校在大陸的第8所姊妹
校。該校目前擁有鼓樓、浦口、仙林等校區，共
25個學院、71個系。
　南京大學研究實力堅強，共有國家實驗室、國
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基地等，
該校推行「基礎性人才和高科技應用人才的培養
與國際接軌、複合型應用人才的培養與社會接
軌」，在教育教學改革中進行多方探索，形成許
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和教學理念，在高等教育界產
生重要的影響。該校與本校建築系曾於2005年舉
辦學術研討會，增進學術交流。（江啟義整理）
（ 圖片來源 http://www.nju.edu.cn/）

女排苦練基本功奪冠   男女籃帶傷上陣獲季軍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在德文系系主任魏
榮治的帶領下，31名外語學院學生與輔大、文藻、
政大、彰師大及實踐大學等5所學校，共130多位師
生於3日至11日，前往大陸北京外國語大學，參加
「北京之春─外語教學研習營」交流活動。除體驗
陸生上課方式外，另有兩岸學生座談會、遊覽長
城、天壇等著名地點。
　由北京外國語大學各安排1位為學伴，帶領台灣
學生至課堂上課，兩岸學生有頻繁的互動機會。西

板服

兩岸師生北京交流  陸生認真專業  台生活潑熱情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運動健兒能
文能武！日前於清大舉辦的第27屆大中盃聚集來自
全台約20多所學校的中文系系隊，進行體育競賽。
本校中文系女排勇奪冠軍，男、女籃皆拿下季軍，
展現運動實力！
　拿下冠軍寶座的女排隊長中文四歐芷穎謙虛地表
示，比賽時運氣好，正好遇上對手體力不足，實際

上女排在27支隊伍中與6校交手，其中5場皆以直落
二之姿獲勝，防守嚴謹及打點攻勢不斷，讓女排將
失誤降到最低，最後一場對上文化以25：12，13分
之差奪冠。相較去年季軍的成績，歐芷穎表示，基
本功的打底很重要，加上每週三次練習，週六更要
早上六點到校佔場地，她笑說，隊上的默契與向心
力是大家犧牲假日得來的，「冠軍是屬於每個苦練

的人！」
　男女籃皆獲得季軍，男籃隊長中文四鄭名翔與
女籃隊長張怡雯表示，系上團結一致，求勝心旺
盛，即使冬天還是不顧早晨9度的低溫練習。鄭名
翔說：「對手身材好，但淡江沒在怕，我們以驚人
體力戰勝對手！」張怡雯則說，「就算帶傷也要上
陣，撐到最後我們展現的企圖心！」

透可板

　
    西洋劍社社員在台大椰林盃鈍劍團體奪冠者：德文二吳東橋（左）、
航太三兵耿豪（中）、機電三林信騰（右）。（ 攝影／區迪恆）

學士服租借　上網嘛A通

機電師生參訪立法院  學生收穫多

即日起  就業輔導員每週二四駐校

大學生笑很大徵稿 自拍有禮

跆拳道好功夫　再奪1金1銀3銅

音樂社團接力演出  校園成樂海

資傳9生奪冠亞軍  賴惠如獲最佳指導老師

教科ET們  春假聯誼接上線

生活品格教育展  趣味性十足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就輔組與北
縣就業服務中心合作，即日起每週二及週四下午2
時至4時在商管大樓聯合服務中心B418，邀請專業
的就業服務人員進駐本校，提供同學工讀職缺、單
一或大中型招才活動訊息、創業、職訓、研習課程
等種種就業問題，歡迎大家多加利用。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笑一笑拍下來，就有
禮物哦！學務處諮輔組於即日起至5月5日止，舉辦
「大學生笑很大」徵稿活動。不管是平凡的笑、
KUSO的笑或是開懷大笑，內容不限，只要把以B4
大小的笑容「自拍照」並附上100字左右的說明繳
至諮輔組B413，即可獲一份歡樂禮物。而投稿作品
也將於5月11日至13日在文館前廣場舉行票選，入
選的前10名就可獲得500元獎金喔！詳請可至諮輔
組網頁或至B413洽詢輔導員陳姱蓁。

　【本報訊】為方便畢業生，總務處事務組自本學
期起，採網路登錄借用學、碩士服，即日起至30日
止開放線上租借，尚未租借的同學請把握機會。登
錄網址為http://163.13.180.120:8000/index.php，相
關訊息可洽校內分機2275事務組組員梁清華。
　梁清華表示，線上借用系統可節省班級負責人詢
問借用意願的時間，並便利資料統計及管理，同學
務必詳閱借用須知再登錄租借。

　【記者陳思蓓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跆拳道社拳腳
功夫果然了得！繼上個月在弘光盃拿下好成績，10
日參加聖約翰盃跆拳道錦標賽，面對來自30所大專
院校的跆拳好手，過關斬將再奪1金1銀3銅！
　其中公行二黃偉濤拿下色帶高級組第五量級金
牌，來自澳門的他同時也是足球校隊隊員，他表示
拿下金牌不是靠一己之力達成，是歸功於教練的指
導和隊員平時的互相切磋。黃偉濤謙虛地說：「運
氣真不錯。」在對上南華大學的比賽中，連續動作
擊中對方頭部，比賽不過20秒便讓對手宣布棄權。
決賽對上中央警察大學，對手一進身，被打中鼻子
也選擇棄權，只花30秒，便成功奪金。
　另外，為了準備考試中斷練習的資工四高振祐，
在乙組奧運第四量級中獲得銀牌。他說：「這次參
加的量級，體重沒有上限，故對手每個塊頭都很
大，攻擊力強，招招都能擊中要害，能拿銀牌已經
很開心了！」女子組部分，化材三賴靖容、水環三
柯宜汶及財金三殷宜君皆奪得銅牌。

大學甄選入學招生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採訪報導】由愛迪斯科技
公司、真理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台北海洋技術
學院及本校共同主辦的「樂活漫遊@北海岸景點數
位導覽競賽」得獎名單出爐！資傳三任偉強、陳盈
惠、張馨今、葉純茵及林心嵐、劉美宏、莊惟婷、
楊惠伊、資傳四顏境佑兩組學生分別從入圍的6件
作品中奪下冠軍及季軍，各獲獎金2萬及3000元，
此外助理教授賴惠如也獲得最佳指導老師獎。
　獲得冠軍組長任偉強表示，我們使用愛迪斯提供
的virtools（3D後製軟體）進行導覽平台製作，為能
呈現與真實景點相同的一比一大小，組員們場勘拍
照多次，花了約一個半月才將素材蒐集齊全，除了
感謝組員不辭辛勞地細心製作，更感謝賴老師的指

導！愛迪斯公司表示，評審對於冠軍作品的影像照
片與內容相輔相成，介面、logo、動畫其生動與細
膩的設計非常讚許；季軍作品在製作上也注意到音
樂、燈光等特效的運用相當不錯！
  甫獲最佳指導老師獎的賴惠如，即日起至23日
（週五）止將以「境遇」為主題，於黑天鵝展示一
系列數位繪畫的創作。她表示：「這些作品的概念
都是源於自己，身為母親在面對孩子成長過程中所
歷經人生考驗感懷與發想。」媒材運用包括水彩、
蠟筆、數位相片及電腦繪圖等，展示時間為早上9
時至下午5時，讓大家見識傳統媒材與數位媒材相
互運用所激盪出的火花！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由生輔組指導、樸
毅青年團主辦的「生活與品格教育宣導展-天堂、
地獄，由你來決定」，上週（13至16日）在黑天鵝
展示廳熱鬧展開。
　黑天鵝展示廳門口，一條條5顏6色的彩帶布滿大
門，彩帶上貼著盜版、熬夜等陋習字條，藉由開幕
的剪綵活動，刀刀剪掉這些壞習慣，象徵著身上的
壞習慣也一剪而空。大傳三黃安毅表示，看完展中
壞習慣導致的後果，決定以後要多走出戶外，除
了強健體魄外，看到美麗的大自然心情也就自然開
朗，同時也會興起要好好保護環境的念頭。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散布在各角落的
ET們團結起來吧，讓我們看見你！」教育科技系於
10日舉辦球類友誼賽，主題為「星際大戰！你選那
邊戰？」畢業系友及在校生一同返校聚會聯誼，當
天近40位師生參與盛會。
　教科系系友會理事同時也是此活動主辦人，教科
碩一莊智驛說：「不管你是資深ET，還是小ET，
都要為了自己的榮譽而戰！把教科的力量集結起
來。」此次進行籃球、保齡球友誼賽，系友會會長
龔園芳表示，能看到在校生、系友及老師一起打球
的畫面蠻溫馨的，另外，因與學弟妹不熟悉，有了
系學會的共同話題，不知不覺也拉近彼此的距離。
莊智驛表示，藉由這次機會，讓我和斷了聯絡的學
長姐接上線，大家很快就熱絡起來「真棒！」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體育室為讓更多人能享受
游泳的樂趣，開放使用游泳券，每張在校生40元，教職員60元，
退休教師80元，只要到出納組購買該券，沒有游泳證也能盡情游
泳！體育室主任蕭淑芬表示，為提高游泳館的使用率，希望一瓶
飲料的錢，就可享受游泳的樂趣。
　在淡江任教15年首次進入游泳館的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表示，
正因單次使用券，讓他有機會使用游泳館，以往開放時間無法配
合，但在零售券一開賣就馬上購買。
　企管三陳立瑜說，對於不常游泳的他，是由於同學「揪團」，
不須辦500元游泳證，大幅提高購買動機，「也許在多游幾次後，
將考慮辦游泳證！」陳立瑜也說，游泳券須到出納組買，讓他多
跑了幾趟，「在不同地方付費使用，有些麻煩。」對此，會計室
表示，交由出納組收費將減少游泳館金錢上保管的負擔，同學不
妨多買幾張準備！

　【記者梁琮閔、林姍亭、陳依萱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特有的「第三屆淡海音樂祭」於上週12日
至15日熱鬧展開，由11個音樂性社團聯合舉辦，包
括古箏、古典吉他、弦樂、詞曲創作、鋼琴、口
琴、西洋音樂、國樂、管樂、合唱團、吉他等社
接力演出，讓全校徜徉在樂海中。
　鋼琴社於12、13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蕭邦兩百週
年紀念音樂會與「piano&friends」期中成果發表，
多種樂器重奏，豐富的音色讓觀眾聽覺擁有多層
次的享受。詞創社於14日在覺軒花園舉辦小型成果
發表，由8個樂團輪番上陣，台下瘋狂吶喊加油打
氣，壓軸樂團登場，安可聲更是此起彼落。

　15日晚上聯合音樂會更是陣容龐大，全場共20
首歌曲表演，由各社分別演奏或合奏。一開始由
鋼琴社四手聯彈＜Too Hot To Samba＞等名曲，熟
練技巧令人驚艷，接著合唱團演唱＜Lion King＞，
氣勢十足，緊接再由弦樂、管樂、國樂等社團分
別表演＜古老的大鐘＞、＜藍色多瑙河＞、＜拉
黛斯基進行曲＞等名曲，優美的聲音讓聽眾入
迷，還不禁跟著打拍子，後半場由詞創、吉他與
西音等社團熱情搖滾，聽眾紛紛起身搖擺。大傳
三鄭雅文表示：「管樂與弦樂合奏的專業演出，
讓我嘆為觀止，詞創社的自創曲創意十足，淡海
音樂祭的表演真的很酷！」（圖／陳怡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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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碩二牟毅庭說：「我的學伴現在二年級，私底下
聊天都以西班牙語交談，想起大二的我也沒這麼厲
害！」德文二吳聖瑋也說：「真的要努力，因為說
著一樣的語言，有著類似的文化背景，但專業度的
確無法和他們相比。」牟毅庭、俄文三潘芸亘、吳
聖瑋同時表示，此次參訪見識到陸生認真積極的學
習態度與厚實的實力。
　北京外國語大學在開幕時演出一連串精彩的表
演，有民樂團演奏、話劇社表演及古裝秀，吳聖瑋
表示，場面盛大宛如一場小型春節晚會！而本校學
生帶來「淡漿四溢」舞蹈，熱舞＜你是我的花朵
＞，引起全場歡聲雷動。魏榮治說：「本校學生表
現相當亮眼，也展現出高度榮譽感與團結力，北京
外國語大學的師生也讚賞淡江學生非常活潑熱情，
讓他們對我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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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園中，你會看到一群人穿相同的衣服，代
表一種精神，是系上的團結、是社團榮譽、是球
隊魂、是淡江四年的標記，「校園潮T」就是要你
發現，衣櫃裡無可取代、別具意義的好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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