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忘春瘋演唱會　購票開始    

3/21(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時尚樂活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3/21(一)

12:00

就輔組

Q409
鼎泰豐公司徵才說明會

3/21(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蘇乞兒」

3/22(二)

12:00

就輔組

Q409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公司徵才

說明會
3/22(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風聲」

3/22(二)

18:30

企管系

B712
華碩校園CEO招募講座

3/22(二)

19:00

星相社

L206
塔羅四大元素

3/22(二)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Free Style Dance

3/23(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十月圍城」

3/24(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花木蘭」

3/24(四)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Dynamic Yoga

3/25(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竊聽風聲」

   第11屆教科系畢展同學扮成兔女郎宣傳畢展
活動。（攝影/陳芝嫻）

  【記者陳昭岑、梁凱芹、陳思嘉淡水
校園報導】上週五在日本發生九級大
地震與嚴重海嘯後，其慘重災情不斷
傳出，本校教職員生在此時發揮了淡
江人一貫的互助精神，不約而同地捐
助和聲援日本。淡江童軍團在災後短
短兩天內，努力籌購了200個睡袋，並
透過外交部捐給日本；聯合校友會計
劃捐出文化週一部分的盈餘，而課外
組則迅速規劃一系列活動來「集氣」
為日本祈福。 
　淡江童軍團在災後一天就透過網路
聯繫在日本石川縣、群馬線、靜岡縣
等地區的童軍夥伴，在確認平安並了
解當地情況後，於13日（週日）便決

定撥出經費向日本伸出援手，淡江童
軍團主任委員黃文智表示，童軍團努
力透過各種管道籌購200個睡袋，並於
17日透過外交部送往日本。
　課外組也於上週緊急規劃「日本甘
巴嗲，淡江愛很大」活動，為日本祈
福，也為本校的日本僑生加油打氣。
　學務處創新人員許晏琦表示，課外
組在15日「寒假社會服務隊成果分享
會」活動中，便帶領師生替日本默哀1
分鐘，以表心中的悲傷。
　另外，課外組精心製作的「祈福
留言版」，將擺放於商管大樓、體
育館、新工學大樓、文館至週三（23
日），供全校師生寫下內心的祝福，

贈與麗澤國際學舍的日本僑生，讓他
們在台灣也能感受淡江人的心意。
　另外，23日（週三）中午12時，地
點在商管大樓前福園草地，將有一場
音樂性社團「愛的演奏會」，以及號
召師生穿黃色衣服跳祈福舞「愛很
大」並拍攝放置於網路上。
　聯合校友會動員雄校友會等16個校
友會，在文化週的忙碌工作之餘開會
討論，聯合校友會總召集人機電二吳
順成表示，各校友會計劃至少捐贈
1000元，合計1萬6千元給日本協助救
災，展現同學們對災民的關懷。

中華民國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大傳三湯琮詰：日本的九級地震讓我的心九級震盪，日本加油！

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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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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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武術性社團將於30日晚上6
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第一屆
武林大會─TKU MEN」，除有
各家武術充滿魄力的表演，還準
備了有趣的破瓦片大賽，讓同學
們能親身體驗武術的奧妙。
　當天由八極拳社、空手道社、
合氣道社、跆拳道社、柔道社、
陳式太極、內家武術、國術社及
自由搏擊社等九個武術性社團，
展現各自本領及講解各種比賽規

則。自由搏擊社社長電機三林子
揚表示，破瓦片時將會有相關保
護措施，而打破瓦片數量最多的
贏家將能獲得一份神秘小禮物。
　宣傳活動將於22日（週二）至
28日在商管大樓前擺攤宣傳，欲
參加破瓦片大賽者需事前報名，
人數額滿為止。林子揚表示，希
望藉由這個機會，促進社團間彼
此的交流，也能讓更多的人了解
到武學的魅力。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實驗劇團再度入選「第12屆青
年才俊‧大學生競演戲劇節」活動，將於26日（週六）晚上7時30分
及27日（週日）下午2時30分在皇冠小劇場演出。導演法文三黃怡翔
說，實驗劇團自即日起至23日，早上11時至下午6時在文學館側門
（海音咖啡對面）擺攤，校內享有9折優惠，「希望同學們能來支持
我們的表演。」
　「青年才俊‧大學生競演戲劇」是每年邀請大專院校戲劇表演團體
展演，為一大專院校熱愛戲劇同學演出與交流的平台，實驗劇團去年
曾獲得不錯的成績，今年再度入圍。黃怡翔表示，這次入決賽的隊伍
大多是戲劇系的科班團隊，擁有專業表演的優勢，「但我們仍會以平
常心來演出我們最好的一面」。為了突破過去，這次演出特別加強了
燈光及服裝等方面，希望能讓大家看到更精緻的表演。

黑天鵝變小人國 特色建築全都入

金韶獎 開放外校報名 上百組選手週六較勁

童軍團捐睡袋、社團慨解囊   為日祈福大集氣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法國人的浪漫情懷吹進校園
來了！法文系邀請加拿大重量級樂團Alex Nevsky，於今日
下午3時在文錙音樂廳為大家演唱法國歌曲。
　此外，本週四（24日）晚上6時30分，法文系與文化大學
法文系將在實驗劇場（L209）舉辦「淡江文化法語戲劇校際
合作成果展」，演出《繆塞劇院：愛情的顏色》，帶領大家
進入人類內心深處，探索複雜情感。
　該劇劇本由超現實派大師、法國劇場導演，同時也是Les 
Cinoches à Ris Orangis 電影中心主任M. Guy Magen所挑
選，為19世紀法國浪漫主義作家阿弗雷德‧繆塞（Alfred de 
Musset）的作品，每一幕皆為獨立的故事情節，探討不同層
面的愛情，是一齣帶著悲觀色彩的愛情戲劇。
　為了讓演出同學抓到劇中人物的情感精髓，Guy Magen在
法國還親自錄製台詞給演員參考，演出前將特別從法國飛來
台灣進行最後指導。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表示，她在法國結
識Guy Magen，因此去年8月開始與文化大學籌備這次戲劇
表演，「透過兩校合作，不但能促進學生交流，更能從戲劇
表演過程中，增進法語能力。」

教科系畢展秀十一度空間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教
育科技學系將於22日（週二）至25
日（週五）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
30分，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十一
度空間」畢業專題成果展。由大四
學生與18家公司合作，展現大學四
年所學理論與實務結合的成果。
　上週教科系特別以吉祥物教科兔
暢遊異想世界的概念，進行宣傳表
演，吸引大批學生好奇佇足，為本
週的活動提前暖身！開幕典禮於明
天（22日）中午12時10分舉行，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教育學院院長高
熏芳及教科系系主任何俐安，將出
席共襄盛舉。展覽內容將呈現企業
教育訓練與數位學習成功融合的目
標，執行長教科四黃莉鈞說：「希

望大家不僅更了解數位學習，也能
更了解教科系！」
　「十一度空間」以「平行世界」
的概念出發，讓大家知道數位學習
不只是單一成長，而是經由多種媒
介交織而成的新紀元。今年教科系
四年級學生以3人為小組，分別與
遊戲橘子、晶華酒店、寶來證券、
台北市立美術館等企業單位合作，
從不同企業中設定教育目標，規劃
數位學習課程。與北美館合作的小
組組長教科四王楚喬表示，設計的
課程以義工教育為主，「因為目標
年齡層較大，所以除了文字陳述
外，也設計了實境的工作環境圖，
讓義工們更能了解展覽的動線。」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第8屆文化週「帶我
去旅行」，在上週熱鬧展開，16個校友會宏亮的叫賣
聲絡繹不絕，讓寒風籠罩的海報街也熱血沸騰了起
來！國企二傅薺葳表示，文化週不僅集結了全台的美
食，又可以認識各地的景點和歷史，「就算沒時間到
處玩我也認識整個台灣了！」
  黑天鵝展示廳擺設許多當地特色建築模型和簡介，
如雄友會製作了捷運圖、市區地圖和一級古蹟鳳儀門
等模擬模型，並提供精美的手冊讓參觀者留念；屏友
會則實際製作屏東地形模型，並仿造台灣原住民文化
園區中的吊橋和海生館的海底隧道，讓人有身歷其境

的感受，資管二陳靜儀表示，屏友會仿造龍泉青島觀
光啤酒廠的造型雕像讓他印象最深刻，「酒瓶上龍的
鱗片做得很仔細，感覺費了很大的功夫！」
  各地的美食更是文化週的重點之一，源社現場炭烤
鹹豬肉，並販賣小米酒等特色食物，新竹校友會除了
販賣米粉、貢丸湯以外，也於上週四中午舉辦制服走
秀，重溫高中的青澀時光；台中校友會則販賣雞腳
凍、芋頭酥與洪瑞珍三明治等特色美食，大傳二林芷
稜說：「遠遠就聞到烤豬肉的味道，讓人不想買一份
來吃也難。」

大學生戲劇節競演實驗劇團入選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由春暉社主
辦之非廣告反菸創意短片「反菸也是一種
ROCK！！」徵選活動，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5月1日（週日）截止；短片須以「反菸」為
主題，拍攝時間長度為1至3分鐘，地點須以
本校校園為背景，內容越有創意、越kuso越
好。而5月2日（週一）至6日則為收件期，並
在5月7日至11日進行人氣投票，全校同學皆
可上Facebook「淡江大學春暉社」按「讚」
選出心中最佳作品！軍訓室教官尤臺蓉表
示，這次比賽祭出近萬元的獎金，第1名可
獲得5000元獎金，第2名2000元，第3名1500
元，而得獎作品也將於賽博頻道與春暉週成
果展展示，詳情請上生輔組網頁查詢或至Ｂ
401洽業務承辦人軍訓室教官尤臺蓉。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
近期校園霸凌層出不窮，儼然已
成為大眾目前相當重視的議題，
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在3月22
日(二)下午1時到3時在驚聲國際
會議廳特別舉辦「公視擁抱青春
靈魂最深處三部曲之二部曲－死
神少女」影片欣賞及座談會。此
次邀請到該片導演，也是曾拍攝
過「刺青」的知名女導演周美

玲，帶領大家一同感受校園裡青
少年少女所面對的難題。
　「死神少女」是部青少年迷幻
傳說，內容貫穿10個取材於真實
社會案例的青少年故事，以偶像
劇的方式呈現來探討青少年、少
女在校園所遭遇之各種難題，包
含現今社會所重視的兩性議題與
校園霸凌，歡迎全校師生一同參
與這場難得的電影講座。

周美玲導演來校談霸凌

反菸創意短片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社
團即將納入學分，同學和社團該如
何面對？為幫助師生了解100年度
入學新生欲實施之「社團學習與實
作」，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將
於23日（週三）下午6時30分在教
育館鍾靈中正堂（Q409），舉辦
「三環五育學習課程之社團學習與
實作公聽會」。課外組組長曲冠勇
表示，社團可以讓同學學習負責、
合作的態度，也可培養組織、領導
等能力，這些是其他課程學不到

的，社團納入必修學分後的權益，
希望透過公聽會讓大家了解。
　公聽會將說明「社團學習與實
作」的施行方案，讓師生討論以消
除疑惑，並聽取各方意見。各社團
派1名代表參加，亦可上「淡江首
頁活動報名系統」報名。若有任何
意見可填寫「提問單」於今日（21
日）寄至192112@staff.tku.edu.tw，
並將於公聽會時統一進行解答。詳
情請洽課外組承辦人許晏琦（校內
分機2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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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查爾斯大學

之

　 查 爾 斯 大 學 （ C h a r l e s  U n i v e r s i t y  i n 
Prague）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創立於
1345年，共有3個校區，為中歐地區最古老
的大學，與本校於2002年11月簽訂姊妹校
合約。
　該校創立之初僅有4個學院，現已發展成
17個獨立自治之學院，擁有超過5萬名學
生，約6千名國際交換學生。其致力於國際
合作，學術界享有盛名，是唯一入選100個
歐洲頂級大學之一的捷克高等學院。
　該校目前正建構一個全球大學網路，希
望能與中歐及東歐建立學術合作關係，並
將觸角拓展至亞洲及世界其他國家。該校
與本校長期進行交換生、外籍生交流，關
係密切。本校校長張家宜於2006年曾親自
參訪該校；去年11月查爾斯大學校長Prof. 
RNDr.Vaclav Hampl亦親自來校，祝賀本校60
週年校慶。（陳思嘉整理）
圖片來源：http://ipc1.cuni.cz/iis/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每到春暖花開
的季節，學生會主辦的第六屆忘春瘋演唱會─
「春喚想」，將於本週開始售票囉！時間為週
二（22日）至週五（25日）上午8時開始，在
商館3樓前擺攤售票！活動執行長財金二徐振
傑表示，今年邀請的歌手有陳綺貞、小旺福、
魏如萱、藍又時、Tizzy bac、紀佳松，主持人
則是「時尚玩家」知名主持人莎莎。
　學生會會長日文三黃玉珊提醒同學，憑學
生證或學生會酷遊卡可享有會員價。蘭陽校
園售票時間為明日（22日）上午10至18時及週
三（23日）上午10至13時之下課時間，在圖書
館前擺攤。詳細票價及資訊請上facebook搜尋
「淡江大學學生會」。

鹹豬肉，並販賣小米酒等特色食物，新竹校友會除了
販賣米粉、貢丸湯以外，也於上週四中午舉辦制服走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吉他社主辦的第
二十三屆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賽，將於本週六（26日）上午
9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行初賽，而今年首次開放全國大專院校
的學生參加報名，吸引了來自台大、世新、元智等大學及本
校共130組選手齊聚一堂，擁有許多參賽經驗的台大機械四
盧羿安表示，久仰金韶獎大名，這次終於如願前來參賽，並
有信心可以進入決賽！而金韶獎總監資工二林毅聖表示，今
年報名相當踴躍，儘管已增加上限名額，但人數還是爆滿。
　這次不管初賽、決賽都邀請到相當知名的評審，如名作曲
人周谷淳、資深專業評審林建和、名製作人鍾成虎、1976的
主唱陳瑞凱等，林毅聖表示，這將是一場激烈、精彩的比
賽，更是不容錯過的歷史時刻！
　曾在台大搖滾音樂祭、政大金旋獎和本校金韶獎獲得優異
成績的水環三詹宇庭和去年金韶獎創作組冠軍產經三董兆怡
及日文三顏靜萱合體，迎戰來自全國各大院校的競賽對手。
詹宇庭表示，比賽不是為了得名，而是可以跟好伙伴留下美
好的回憶，這就是比賽最大的目的。林毅聖開心地說：「看
見外校的報名，感到很興奮，希望看到和淡江不一樣的旋律
及好聲音，這樣的音樂交流，一定會激出更不同的火花。也
能讓音樂風氣瀰漫在淡江。」

　社團納入必修學分  公聽會週三舉行　

第六屆藝術季 作家女王開講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主辦的
第六屆藝術季─「初春暖藝」，將於今天（21
日）至週四（24日）在書卷廣場及圖書館前登
場。活動執行長保險二許惠雯表示，活動包含
20多位校內創意達人集結的創意市集、手工彩
繪DIＹ及藝術講座。
 「藝生藝事」創意市集，攤位包含手工小飾
品、手繪筆記本等手工製作物；「藝國浪漫」
彩繪DIY，提供師生木皮筆記本及零錢包，可
在現場發揮創意彩繪；「藝彩紛飛」藝術講
座，邀請知名兩性作家女王，於週三（23日）
晚上7時在B713分享創作心得，並於講座後舉
辦簽書會，喜歡女王的同學千萬別錯過了！詳
細活動內容及時間，請上facebook搜尋「淡江
大學學生會」。許惠雯表示，希望同學可以在
藝術季中發現對生活不一樣的看法，並激發靈
感，用創意過生活！

第一屆武林大會表演賽　破瓦無懦夫

法文系端出法式藝文饗宴
加拿大重量級樂團＋法國超現實派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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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屆文化週導覽人員正在為同學
介紹家鄉的特色建築與風景。
（攝影/曾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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