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陳頤華、張莘慈、蔡舒帆淡水校園報導】
2010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於日前各個項目陸續開
賽，本校共獲17面獎牌，4面金牌、8面銀牌及5面
銅牌，在全國165所參賽的大專校院中，獎牌總排
名第17名。由擊劍項目為最大贏家，囊括2面金
牌，網球及跆拳各摘一金。體育室主任蕭淑芬讚許
體育選手的努力，在本校無獨招運動資優生的情況
下，靠著教練的培養，仍在大運會中殺出重圍。今
年校隊在團體表現上有不錯的成績，首次有女網團
體奪金、男羽第4，展現淡江運動實力！另外，大
會首次增頒全國優秀男女選手各一名的「最佳運動
精神獎」，女選手由本校保險四徐湘婷獲得，為淡
江打響名號！
　網球部分，一舉勇奪女子團體第一，在大會開幕
當天就為本校帶來好彩頭。隊長日文三張雅淳表
示，女子團體冠軍是女網在大運會比賽中，有始以
來成績最好的，由於團體項目要應付對手兩位以上
的強棒，因此在賽局中，如何「擺陣」是關鍵戰
術，張雅淳說，感謝教練范姜逸民的指導，才能有
效運用每個選手，讓對手畏懼淡江的陣容。冠亞賽
遇上去年的亞軍北醫大，學妹對上對方的主將絲毫
不畏懼，放手一搏，最終以6：4贏得首面金牌，張
雅淳謙虛地表示，一路挺進決賽，是籤運好，「我
們只是秉持好要更好的決心，即使期中考也不放過

練習的機會。」對於打敗勁敵，穩坐后座，她說，
「即使贏了，我們還是繼續練球，絕不停歇。」
　體操方面，徐湘婷成功在「一般女子組單人競賽
（平衡木）」項目中，成功為本校搶下一銀，另獲
頒「最佳運動精神獎」。曾獲此項目三連霸的她惋
惜表示，沒辦法在大學最後一年再奪冠，「但在準
備比賽的過程中，讓我更了解自己。成績結果是其
次，最重要的是享受過程。」雖然目前體操社社員
較少，她卻樂觀地說：「我會竭盡所能教導學弟
妹，讓體操傳承下去。」獲頒大運會首次增頒的獎
項「最佳運動精神獎」，她說明，這項獎項重視選
手的運動精神、風度及品格。對於得獎，她謙虛地
表示，良好的運動態度是對體操的堅持。她也分
享，此獎項頒獎典禮如奧斯卡般隆重，「得獎時感
到十分榮耀！」
　奪得兩面金牌的擊劍校隊，各個是衝鋒陷陣，在
男子團體軍刀及女單鈍劍項目摘下冠軍。隊長航太
三兵耿豪說明，今年對手實力旗鼓相當，在男子團
體軍刀比賽時，遇上海洋大學，開始以7分之差落
後，在教練的鼓勵下，逆轉局勢，以45：42戰勝。
兵耿豪說，賽前不間斷的練習，讓隊上不少選手帶
傷上陣，「內外傷都無所謂，我們只想贏！」
　跆拳校隊也傳回「金」喜！獲得1金1銀2銅的亮
眼佳績。跆拳隊長機電三王永勛表示，去年獲銀

牌，今年雪恥拿下金牌。他指出賽前4個月，早上
晨操、晚上訓練對打。他謙虛地表示，隊上夥伴和
教練會互相鼓勵，這是能一路熬過來，並獲獎的關
鍵。獲得銅牌的歷史二黃雍勻、化材三賴靖容和資
圖三陳妍汝對第一次參加大運會就得獎，他們同時
表示，感謝體育室主任蕭淑芬、助理教授王元聖、
教練羅文祥、及學長吳仲軒衷心的指導。賴靖容
說：「因為他們的指導與鼓勵，才能獲得佳績。期
待明年的比賽！目標是抱回金牌！」

　【記者陳瑩臻淡水校園報導】土木工程學系於今
日（17日）至21日在海報街舉辦土木週，土木週執
行長土木三鄭環宇表示，恰逢明年土木系50週年，
因此將主題訂為「邁向50週年」，並與伊甸基金會
合作舉辦捐發票抽獎活動，只要10張發票就有機會
抽中NDSL。今日中午12時，將在書卷廣場舉行開
幕式，將有400顆氣球升空，並發放驚喜袋。
　此次還特別和風工程研究中心合作，於新工學大
樓中庭廣場展出「環生方舟」等模型和各種實驗讓
同學更瞭解土木系，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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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聲

                                                    

5/17(一)

8:30

通核中心

www.core.tku.edu.

tw/climate

「全球氣候變遷下的環境與教

育未來」國際研討會報名

5/17(一)

9:00

諮輔組

B413
大家一起來起笑！！報名

5/17(一)

12:10

學發組

I304
Photoimpact基礎入門

5/17(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愛情是狗娘」

5/17(一)

19:30

俄文系

H103、H104
俄語競賽

5/18(二)

12:10

就輔組

B302A
台達電子公司徵才說明會（原住民）

5/18(二)

12:20

學發組

I304
「我是報告王」書面報告輕鬆寫

5/18(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無法無天」

5/18(二)

17:00

諮輔組、就輔組

Q212

生涯藝術師-履歷自傳量身訂做

工作坊
5/18(二)

19:00

魔術社

O306
魔術社成果發表會

5/18(二)

19:00

星相社

L406
北歐幸運符實作

5/18(二)

19:00

俄文系

FL101
播放影片「12怒漢：大審判」(下)

5/18(二)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ODYJAM（搖擺炫舞）

5/19(三)

12:00

女聯會

鍾靈中正堂
電影欣賞「貧民百萬富翁」

5/19(三)

12:20

學發組

I304

「原文書輕鬆讀」-英文讀

書策略（上）
5/19(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巧克力情人」

5/19(三)18:00
諮輔組

士林夜市

「食神來也之”餓”魔在身邊

」-探索團體競賽

5/19(三)18:30
電影社

B117
電影欣賞「鬪茶」

5/19(三)18:30
體適能有氧社

游泳館
FREE DANCE OLD SCHOOL

5/19(三)19:00
法文系

L209
法文系公演「巴德蘭律師喜鬧劇」

5/19(三)

19:00

學園團契社

E312

毛蟲魔術剪一刀 看起來就像是

要變魔術
5/19(三)

19:00

康輔社

E311
CEO必學魔術課

5/20(四)

12:10

學發組

I304
「輕鬆簡報快‧譯‧通」~簡報實作

5/20(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我是女生，也是男

生」
5/20(四)

12:30

成人教育部

L522
2010暑期遊學團說明會

5/20(四)

15:10

圖書館

U203指導室
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統說明會

5/20(四)

18:00

統計系

B709
統計學輔導活動

5/20(四)

18:30

詞創社

覺軒花園
詞創成發-夜是人聲

5/20(四)

19:00

西語系

L209
畢業公演「白納德之家」

5/21(五)

8:30

課程所

C013

亞洲地區弱勢學生教育教師專業課

程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5/21(五)

12:00

學生會選舉委員會

福園

第16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政

見發表會
5/21(五)

12:20

學發組

I304
記憶煉金術

5/21(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愛與陰影」

5/21(五)

14:00、18:30

日文系

文錙音樂廳

日文系公演「江戶一夢」、「

不只是一部家庭喜劇」

5/21(五)

18:00

學發組

T307
英語聽說能力培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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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頤華、張莘慈、蔡舒帆淡水校園報導】 練習的機會。」對於打敗勁敵，穩坐后座，她說， 牌，今年雪恥拿下金牌。他指出賽前4個月，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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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會賽果4金喜  淡江名號響

土木將50年！今發驚喜袋

    

　美術社於8日在新工學大樓舉辦「原來油你」油畫營，
指導老師、北藝大美術系研究生萬芙蓉教授油畫，讓參加
者臨摹印象派風格的名畫。當天有6位國小學生，聚精會
神地揮灑自己的創作，萬芙蓉表示：「小朋友的想像力和
創造力都不輸大人哦！」（攝影／黃立欣、文／林俞兒）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由建築系與台北市
政府合作「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推動計畫」所誕生的
教育藝文交流平台，也是淡江系所首度成立的育
成中心「127號公店」於8日在大同區迪化街正式開
張，並舉行建築系二、三年級設計聯展，台北市副
市長林建元、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及工
學院院長虞國興皆前來參觀。
　開幕當天，張校長與台北市副市長林建元為公店
進行揭牌，店長建築系副教授王俊雄說：「張校長
稱讚這裡是淡江的『第五個校園』，我們既開心又
緊張，因為辛苦許久終於開幕，而它需要大家的照
顧，使其成為建築、藝文並重的空間！」
　指導老師，建築系副教授賴怡成表示，學生將迪
化街的特色與社區文化相互融合，設計出互動或非
互動的展覽空間，讓參觀展覽民眾了解迪化街隱藏
的傳統。建築系系友柯濬彥參觀公店後形容：「這
是一間最棒的藝廊！少了玻璃牆的阻隔，動線流
暢，氛圍也相當舒服親切，讓人在逛街時很自然的
就走進去參觀而沒有壓力。」

外語週今開幕

　【記者江啟義、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上週海報
街人氣紅不讓！學生會、運輸管理系與公共行政系
三分海報街天下。學生會舉辦第一屆「淡江學聲
節-right fighting」；運管系舉辦運管週，一輛造價
近千萬的全新低底盤油電混合花博公車十分吸睛；
公行系舉辦「慧集拾億」公行週、讓海報街頓時充
滿活力！西語二林芷羽表示，在海報街上同時有3
個活動進行，氣氛更加熱鬧。原本只想參加公行
週，但看到學聲節及運管週也去參加，讓我一次看
到3個活動，拿到許多紀念品，收穫滿滿！
　　另外，運管週的油電混合花博公車，讓運管週
十分吸睛！教職員生紛紛上駕駛座體驗當司機的樂
趣，這輛花博公車是運管系校友、首都客運襄理張
庭榮提供，造價為一般公車的3倍之多，台灣僅約

60台，運管二張哲豪說：「握著駕駛座的方向盤，
是很特別的體驗！」此次運管週以「無碳新生活」
為主軸，除邀請知名部落客--500元單車環島達人
蛙大參與擺攤、分享環島經驗外，也設立運管知識
站，邀請時代雜誌及補教界人員在此擺攤進行諮
詢。另外，13日也邀請台北市交通局局長羅孝賢在
B302A，以「台北市未來交通新方向、新發展、新
模型」為題演講，探討、比較台北市與上海、倫敦
等地的交通狀況。
　公行系與慈善機構合作「慧集拾億」公行週，除
販賣愛心商品、捐發票闖關換獎品外，並邀請公行
系校友、現為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委員劉昊
洲蒞校演講，分享公職生涯規劃。活動中，保險一
吳靜宜開心地表示，過了兩關，換得兩支棒棒糖，

「有拿有玩又能做公益！」活動執行長公行二余依
婷表示，公行系系學會將以活動募得款項及發票，
捐贈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羅慧夫顱顏基金會。

學聲牆寫出心聲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第一屆學聲節「快閃
學聲，有話大聲說」，在海報街設置彩繪牆，讓同
學寫下對學校的期許。執行長化材二王奕筑說明，
同學在彩繪牆表達的意見，將與權益問卷合併，並
於統計後轉知各單位參考。另外，參加學聲節的財
金三蔡雅茹表示，正煩惱堆在家中的教科書要如何
處理，藉由活動中的「二手書收購」將書賣掉，還
可小賺一筆。王奕筑說明，二手書收購活動將持續
到學期末，想賣教科書的同學，可於平日上午10時
至下午6時，至學生會辦公室（SG203）賣書。

　【記者蔡孟倫、柯雅婷淡水校園報導】在實驗劇
場（L209）開演的6系戲劇公演，現場擠進許多觀
眾，甚至必須席地而坐。導演英文四鄧士宇說：
「在公演前一週每天都練到半夜12點，但是看到今
天演員的突破及現場觀眾熱烈的反應，一切辛苦都
值得！」
　打頭陣的德文系於6日演出「那個誰誰誰」，由
德文系二年級選修「德語戲劇」的同學擔綱演出，
劇本全由同學們發想，女主角是一個失志的大學重
考生，在得不到母親的諒解之下，選擇跳橋自殺，

並展開一趟奇幻的旅程。德文三陳菱表示：「二年
級就能這樣演出很厲害！」
　英文系則於12、13日演出「Everyman」，敘述人
在面對死亡時，會出現的種種反應和不安，該如何
解決？劇中可看到主角Everyman與人性各層面直接
反應和溝通，是一齣具道德意義的戲劇，他們將傳
統的道德劇，改編成現代歌舞劇，另加進街舞及流
行音樂的元素，還穿插螢光手套舞及饒舌的演出。
中文二傅婷樺說：「表演加入歌舞，給大家耳目一
新的感覺。」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6系聯合
舉辦的「P.S. I Love You」外語週活動來囉！今日
（17日）中午12時在外語大樓前的噴水池舉行開幕
典禮，將有西語系女孩們所組成的樂團「ojos」等
帶來精采的表演，還有參選外語學院之花的6位系
花來向大家拉票喔！外語週公關長日文二王芳儀表
示：「大家都說『淡江出美女』，尤其外語學院各
系女生比例高於男生，有著不同風格的正妹，希望
全校同學前往海報街投票。」
　即日起至週五（21日），6系將在海報街販賣各
國美食，系花們也將與你一起玩賓果遊戲；17至
19日晚上7時，商館B119將播放「巴黎夜未眠」、
「想飛的鋼琴少年」，以及「現在很想見你」3部
電影。令人期待的「外語之夜」則將於20日晚上6
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開唱，邀請到藝人范瑋琪及
Magic Power到現場演唱，並在當晚票選出外語學院
之花。快到海報街的服務台購票吧！售票時間從早
上10時至下午5時止。

   英文二梁

俊文（圖右）

飾 演 的 主 角

E v e r y m a n ，

在和Death對

戲 ， 肢 體 語

言豐富。（文

字、攝影／林

奕宏）

資傳畢展  張校長讚：別具創意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採訪】上週在黑天鵝展示
廳展出資傳系第九屆畢業成果展「媒介現」，校長
張家宜於開幕茶會表示，同學的作品別具創意。
展場中，「行銷、動畫區」方面的「Angels」和
「Funkey」為自創品牌，前者藉由動畫所設計出來
的角色來宣導環保概念，後者則藉由動畫宣傳片，
推銷自行設計出產的主題馬克杯，詢問度頗高。
　展區共分為「行銷、動畫區」及「互動區」，合
計有16組參與展出。英文三蔡晟綸表示：「互動區
的『Mulitifun』讓我印象最深刻，觸控桌一受觸碰
就會產生畫面與聲音，像桌面點餐的科技概念，本
校學生也能做到這樣的層次，很了不起！」校外展
覽將於28至30日在「台北光圈」舉辦，屆時不僅有
精采的作品呈現，還邀請威格整合行銷顧問公司執
行副總黃怡聞等人演講，千萬別錯過。

大傳正繽紛　今黑天鵝開展　飽覽歷屆好作品
　【記者林芳如淡水校園報導】大眾傳播學系將於
今日（17日）至20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第24屆畢
業展覽--「正繽紛」，除了精彩的畢製作品，展場
精心規劃專區，如校友專區蒐集了歷屆優秀的畢製
作品，有一整面各屆校友加油打氣的照片，藉畢展
活動凝聚大傳人的情感。另外，看完展覽除有免費
棉花糖，還有好禮可抽哦！
　畢製作品分為影音、專題創作及行銷傳播三組。
影音組共有三部劇情片、兩部紀錄片及一部廣播
劇，細膩的呈現現今社會的多面向；專題創作組有

《聽我說》、《克拉女》等6部作品，多元題材，
跳脫傳統專題的嚴肅形象。另外行銷組與知名日系
化妝品品牌艾杜紗合作，在紮實的製作和老師的帶
領下，運用創意與跨媒體的整合能力，呈現完整的
行銷成果與彩妝教學。
　畢籌會總召大傳四潘客印表示：「每位同學都已
準備好面對畢業後的挑戰，手中握有的傳播知識都
將在畢展，呈現『正繽紛』的傳播世界。」除在
校內展覽外，也將於22、23日在台北市博愛路25號
「台北光圈」舉辦校外展。

淡江第5校園：127號公店

以歷史做三明治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熱鬧哄哄的L401散
發著滿滿的食物香氣，這堂不是烹飪課，而是日前
歷史系助理教授戴月芳的「實用歷史學」課程！同
學們使出渾身解數，運用歷史故事，製作口味獨特
的三明治，活用歷史、創新思維。
　學生分成10組，構思創意菜單，如大膽地將皮蛋
與三明治結合，象徵清末劉永福的黑旗軍；以花生
醬、蘋果為材料，做成「拿破崙碎花瓶」，各個別
出心裁。戴月芳指出，創意料理都是學生經過不斷
討論才產生的，所以做出來的成品才能色、香、味
俱全。歷史三羅立君開心地表示，一直很期待這堂
課，雖然準備的過程很辛苦，但卻學習得很快樂！

　由本校國標舞研習社主辦的「第七屆淡江盃大
專國際標準舞競賽」於8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熱鬧
開舞。包括中央、北體、台體等14校、54對參賽
者一同角逐。以台灣體育學院拿下32個獎項為最
多，本校23個獎項次之，成績亮眼！其中化材四
蔡孟翰、法文二何念臻，為此次淡江參賽選手中
的最大贏家，獲大專單項五項拉丁8個獎項。
　國標社社長會計四藍媛馨（圖右）表示，這次
比賽能拿出最佳表現，是因平常練習相當勤奮！
知名舞蹈教師、評審楊廣正表示，比賽一屆比一
屆精采，選手的舞藝日益精湛。
　蔡孟翰表示，這次和新舞伴搭配花了一段時間
訓練，幾乎每天都練習3小時！他認為，這次參
賽隊數較往年少，但各校的選手實力都很堅強。
（攝影／王文彥、文／陳思嘉）

國標舞社淡江盃奪23獎

德文英文戲劇精湛公演   觀眾席地反應熱烈

公行義賣運管推無碳生活 劉昊洲羅孝賢來校演講

原來油你 國小生樂畫

樂學！

    

　　學聲節上，學生也在彩繪牆上吐露
心聲；住宿博覽會上房東向學生介紹屋
況。（攝影／黃乙軒、鄭雅文、文／陳
依萱）

    

學聲節上，學生也在彩繪牆上吐露

    

　　公行週學生義賣笑臉T恤，將愛心贈與基
金會幫助病童；參觀運管週的學生開心試乘全
國約僅60台的油電混合花博公車，享受當公車
司機的新鮮感！（攝影／林奕宏、曾煥元、文
／陳依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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