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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字彙與文法
1.內心脆弱的  weak-minded(adj.)
2.抽菸者 smoker(n.)
3.意志、遺囑 will(n.)
4.意志力 will power(n.)
5.證實 prove /proved/proven(v.)
6.證據 proof(n.)
7.毒性 toxin(n.)
8.有毒的 toxic(adj.)
9.排毒  detoxify(v.)
    例：sweating can detoxify your body
10.搖頭丸 MDMA
11.破壞  damage(v.)&(n.)
12.器官、風琴  organ(n.)

13.沒意義的、沒收穫的 pointless(adj.)
14.柚子 pomelo(n.)
15.香氣  fragrance(n.)
16.芬芳的  fragrant(adj.)
17.好香(食物)  smells  good
18.一瓣(橘子、柚子)  segment
    例：a segment of pomelo  一片柚子
19.月餅  moon cake
     嫦娥  moon lady
20.中秋節 mid-autumn festival
　(亦稱為moon-festival)
21.有節慶味的  festive(adj.)
　例:Chinese New Year is so festive!
 　　 春節真是喜氣洋洋(有節慶的味道)

二、請填適當的英文
*不要先看答案
*訂正之後，再看著中文，自己考兩遍
1.其實抽菸的人是脆弱的，他們沒有堅定的意
   志力來擺脫一個已被證實會傷身體的惡習。 
  S___ are ___ sheep who don't have the ___ to 
  break the ___ that  has been ____ to be ____.
2.搖頭丸的毒性嚴重損傷我們的器官。
  The ____ of ____ severely ____ our ____ .
3.在馬路上和人爭執是沒意義的，因為什麼成
   就都沒有！
　It's ___ to ___ into ___ on the road because 
　nothing is ever ______.
4.我很愛吃柚子，尤其喜歡那股芬芳。我今天

　就吃了五、六片。
　I love to eat ___,I especially love the___ of it. I  
　had five or six ___ of it today!
5.我們今年中秋節去海邊烤肉，吃月餅、柚子。
　We had ___ ___ and ____ on the ____ on this  
　____ ____.       
三、答案
1.smokers,weak-minded,
   will power,habit,proven,harmful
2.toxins, MDMA, damage,organs,
3.pointless,get,argrments,achieve
4.pomelo,fragrance,segments
5.barbecue,moon cakes, pomelos , beach,
　 mid-autumn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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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研社參加民國92年第25屆全國大學校院
舞蹈觀摩展，表演民族舞「壁仙雲遊」。(圖
／舞研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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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光陰的故事＞　那些年　永恆的青春印記 

      
                                                
　　　　　　　　　　 文／盲生資源中心

　過去一、二十年，從「量」方面來看，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高等教育迅速擴張，大
學已不再是以往的那道窄門。一方面，基
於融合教育、回歸主流（Mainstreaming）
與受教權均等的思維；另一方面，隨著
身心障礙甄試管道的暢通、資源教室的建
立及消弭身心障礙所造成弱勢的服務措施
等，越來越多的年輕身心障礙朋友有機會
進入大專校院就讀，一圓大學生活之夢。

　身心障礙並非一定跟能力低落劃上等
號，許多身障者能力上絲毫不遜於非身障
者，在過去的歷史中我們不難找到一些身
心障礙者在學術及藝術領域有卓越成就表
現的例子，如英國劍橋大學盲人數學教授
尼克勞斯桑德Nikolaus Saunderson (1682-
1739)、美國作家海倫凱勒Helen Keller 
(1880-1968)等等。身障者不應該被當作特
殊照護團體或者社會中的次團體來看待，
只不過在某些狀況下需要特殊教育措施及
學習輔具等來彌補身心障礙所造成的弱
勢。許多年輕的身心障礙學子們透過一般
大學入學管道及身心障礙甄試進入大學就
讀。儘管如此，大學之道並非如此簡單，
他們必須一直持續地面對大學生活中種種
的挑戰與挫折。在平等的觀點下，許多會
對身心障礙學生學習產生負面影響的障礙
應該盡可能地被卸除。聯合國教育科學文
化組織（UNESCO）在針對身心障礙大學
生的研究報告「 Provision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 higher education」 (1999) 中指
出，除了物理環境上的障礙之外，尚有許
多無形的障礙潛藏於教學過程中。

　身心障礙者的高等教育參與會越來越是
理所當然的一件事。大專校院的教師與同
學們應該學習去接受身心障礙者在大學就
讀是一個很「平常」的現象。這項呼籲不
單單需要思維上的變革，也需要具體的配
套措施與支持系統。同時，這些服務措施
也不該當作特權或善行來看待；相對的，
是一個嚴肅的人權議題。學校也應該投注
更多的目光在這塊領域上，建立一個全面
性的友善校園及無障礙的學習環境。

　「正義」，就是倫理學所考慮的一個重
要觀點。對於生活中大小事，到底結果什
麼是正義，該若何定義，又該若何實踐？
　由邁可．桑德爾於哈佛大學所開設的哲
學課程而出版的這本書，其上課內容雖然
討論的內容設及哲學與倫理學，但卻一點
都不艱澀，從你我常接觸的生活例子中挑
選，對學生提出一個問題，利用正、反方
對談方式，再引導自己的設法主張，從中
引領人體會學問的奧妙、擴寬視野。
　對於重新分配稅收一事，以功利主義來
說，要以最多數人獲得最大快樂為主，就
必須有人受害，但康德的自由主義則認為
這是一種竊盜行為，反對有錢人多繳稅，
因為侵犯了個人支配個人財產的自由，邁
可‧桑德爾誘發學生思考的當中，雖不難
發現功利主義中有其吸引之處，但只以效
益計算，不做主觀評斷。
　此對於哲學及倫理學是一本入門的書，
文中提及，「正義需要思辨，不能只是
『我說我對我就是對』，有了理性思辨，
民主對話才能向上提升，不會一直停留在
互嗆叫陣的層次」，透過書籍，可以學習
思考問題的方式，因為許多事情在生活中
並非理所當然，問題不一定會有絕對答
案，而首先必要的，就是為自己展開一場
思辨之旅。（謝佩穎整理）

正義

導讀 賈昭南 國企系副教授

身心障礙學生高等教育之參與    

　歷史舞研，民族芭蕾通通有

　從61學年度創社，過去舞風有民族舞蹈與芭蕾，起
初創社時期還曾經自製紙糊衣表演土風舞蹈，相當具
獨特性。
　屹立近�4�0年，校內校外皆有舞研影

　舞研社參與多場大專舞展，民國74年曾與實驗劇團
合辦影劇週；民國90年協辦由國泰人壽主辦的「雲門
舞集2校園巡迴」，在校內也舉辦多次成果展，迴響
熱烈。
　因應年輕化，融合創造新歷史

　以往舞研社的舞風以民族舞蹈為重心，雖然現在因
應時代趨勢，漸漸以年輕化的現代舞與街舞等舞蹈類
型為導向，但仍保持武功、非洲舞等特色舞蹈，舞研
社未來將打算用民族舞與現代爵士等舞風融合，創造
新一波改革。

專題召集人／梁凱芹　　採訪／陳思嘉、鍾小喬、賴奕安　

出版社：雅言文化

　登山高峰期（民國�6�6�-�7�0年）

　過去曾為淡江相當火紅的登山社，自53年創立，獲得救國團舉辦的全國性社團評鑑
績優社團開始，是登山社攀快速茁壯的時期，完善的社團組織章程也在這個時期完
成，且在本校學生活動中心舉辦第一次山展，為之後社團奠定深厚的根基。
　技術攀登期（民國�7�1�-�7�5年）

　除了一般的登山活動外，登山社從此時期開始嘗試不同的技術活動，包括攀岩、溯
溪等，目前也延續至今，讓社員除了登山
以外，有更多元的活動選擇，並吸引更多
人親近大自然。
　重新定位再出發（民國�8�0年）

　隨著時代變遷，社會邁入多元化，雖然
環境已不如以往匱乏，但登山影響力也不
如以往般強大，加上就讀研究所的風氣盛
行，社員的社團生涯被壓縮至三年，在經
驗與傳統的延續面臨極大的挑戰，社長
產經四許妙萍表示，以往登山社在活動上
會比較嚴謹一些，但現在希望大家能像朋
友，一起享受登山的樂趣。
＊精神標語：先攻後思，主動出擊

舞蹈研習社

登山社

輕鬆學英文 English is easy!

作者：邁可‧桑德爾

書名：正義

Yes, We Can!    

校
園 無 礙

　社團，是一個記憶，也是一種語言，這次的專題希望透過老社團的語言，來詮釋他們各
自獨有的珍貴，結合了轉變與分期，提供中生代或新生代的社團不同的想像空間，在歷史
的足跡中，揉合自身的經驗，找到能讓社團成長的養分。

希斯托里的足跡

　歌聲悠久傳揚

　本校合唱團成立於民國40年，懷著「發揚合唱藝
術，提昇校園音樂氣氛」的理念，每年皆舉辦全校性
合唱大賽，為校內喜愛唱歌的師生提供一個發揮的舞
台。而每年到了聖誕節時，合唱團也會到學校附近商
家報佳音，增加社區情感交流。
　聽濤，拓展巡演足跡

　為了使音樂更接近社會大眾，從民國72年起合唱團
每年皆有對外成果發表－「聽濤」，並於國家音樂廳
舉行公演，為國內首先進駐國家級表演場所的「非音
樂科系學生團體」。近年來，2年一次的巡迴演出，
更將足跡拓展到中、南部。
　廣受好評，不忘公益

　因演出曲目廣泛且具深度，深獲各方好評，多次受
邀表演，如：民國89年代表本校接待來訪的姊妹校美
國三一學院，以及拜訪美國維諾納大學和長堤大學，
為雙方首度學生社團的交流作了歷史的見證；此外，
更受邀參加國慶日、法鼓山大悲心起感恩晚會、2010
國際花卉博覽會演出等。此外也在老人安養院、醫院
等，以音樂安撫人的心靈，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合唱團

　推廣吉他音樂之路

　吉他社成立於民國62年，為一融合音樂性及學術性之社團，其成立宗旨為「集合
吉他音樂愛好者，共同學習並推廣吉他音樂」，為喜歡吉他的同學提供一個良好的
學習環境，並能結交志趣相投的夥伴。吉他社注重民謠吉他的教學，無論樂理、吉
他彈奏，或是一些與吉他相關的資訊，都會完整地傳授給每一位同好。
　創辦年度音樂盛事－金韶獎

　此外，吉他社於民國74年起舉辦寒訓吉他營，同年舉辦「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
賽」，成為一年一度校內最夯的音樂盛事，發展至今已擴展為一全國性比賽。
而每年在金韶獎前，社長都會帶著工作人員到北海岸的白沙灣淨灘，增進新舊社員
間的情感交流。
＊吉他社孕育的音樂創作人才：河岸留言創辦人林正如、知名音樂製作人鍾成虎、

藝人盧廣仲等

吉他社

　練拳懷德，廣受好評

　陳氏太極拳是明末清初發展出來的內家功夫，於民
國65年創社，本套拳法剛開始以「鬆柔」入主，學了
「發勁」後可達到剛柔並濟的境界，是不同於其他派
別的最主要特色。
　不只自己練功，也積極推廣

　一年一度的武學觀摩，除了表演各式套路外，也有
難得的對練表演，寒暑訓也會有劍、棍、鐵扇等兵器
教學。社長物理二林世智表示，修習陳氏太極拳有修
身養性的幫助，尤其在改善健康狀況上有很明顯的感
受。未來希望持續發揚內家武學，讓人更能體會練功
夫的樂趣。
*精神標語：「放鬆、多練、堅持」

陳氏太極拳社

　分合之際，重新定位

　已有45年歷史之久的溜冰社，多年以前曾自社內獨立
出曲棍球社，兩社互相合作社團活動，有很好的默契，
但因為曲棍球社的技術、器材和團隊門檻高，之後又合
併回溜冰社。溜冰社也重新面臨定位調整的問題。
　「溜」出溜冰場，聯誼淨灘通通有

　現今溜冰社改變了課程內容的方向，不單是體育性社
團的架構，開始多方的嘗試，融入聯誼的性質，積極與
外校共同舉辦聯合宿營、淡大盃等大型活動，另外，每
學期舉辦沙崙路溜，從淡水到沙崙海岸做淨灘活動，每
年元旦清晨也會自淡水出發，到總統府看升旗典禮。
　動靜皆宜，凝聚未來向心力

　這些積極轉變有助凝聚社團的向心力，同時達到課程
的練習，前任社長資傳四李懿修說：「體育性質的社團
要完成訓練目標，也要加入聯誼的方針，兩者要並行一
起經營。」

溜冰社

　讓外地遊子有共同的家

　各地區校友會在聯誼性社團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在維繫社團上，靠的不是相同的興趣，
亦不是同科系專業課程的討論話題，他們依靠的僅僅是大家之間的感情，用情感和努力留住
大家，營造出大家庭的氛圍，因為這是來自外地的他們，在台北的第二個家。
　讓人莫忘初衷的時光膠囊

　「比起社團規模和活動成果，社團團隊情感的凝聚是我比較重視的部分」前任社長土木三
陳奕帆說道。秉持著這個理念，在下一屆學弟妹交接時，還特別寫了「時光膠囊」要大家寫
下在對社團最有熱情時候的熱誠！約定在半年後一起打開。陳奕帆說：「因為在經過半年活
動的忙碌下，很有可能會忘了初衷、會迷失，所以才約定半年這個期限，希望他們看到當初
自己寫下的熱情，可以更有動力去完成剩下的半年幹部生涯！」
　只要關心不責罵，創造南友新歷史

　「用鼓勵取代責罵」是他們近年經營社團的模式，給予關心但不干涉他們的選擇，適當放
手讓當任幹部去嘗試。

台南校友會

　沿襲歷史投資遊戲，從做中學理財

　自民國84年成立至今，由原投資理財社改名成證券研究社，
將社課內容更著重在專業化的證券課程。在歷年來，社團課程
「現金流」和「虛擬投資」是每學年都會有的傳統。「現金
流」類似大富翁，但更像現實人生，遊戲中有許多在人生中會
遇到的支出以及可能的投資，最特別的是這遊戲課程著重「本
業以外的收入」來引導學員更了解投資；「虛擬投資」顧名思
義就是模擬現實世界中會發生的事，去做適當的資產配置。
　重新規畫課程，理解更深入

　現在的社課規劃，除了過去曾邀請的投資顧問專家來演講
外，則邀請有20多年投資經驗的團隊，設計了一系列為期8堂共
16小時的理財課程。社長國企三楊尊堯說：「因為如果每堂都
請不同講師來上課的話，每次兩個小時的社課時間無法讓社員
深入了解證券投資，所以在這次的課程規畫，是以系列的課程
為主，讓社員可以更連貫、深入去了解。」
＊精神標語：我要賺大錢

證券研究社 　民國92年8月一場意外
大火，把一百多個社團的
社辦，位於指南客運停車
場旁的鐵皮屋吞噬殆盡，
許多社團損失慘重，珍
藏在社上的資料和設備如
今全成灰燼，有些人返校
後，看到熟悉的社辦變成
一塊空蕩蕩的水泥地簡直
無法置信，許多帶有回憶
的珍藏，已找不回來，右
圖為舞研社社員在指南客
運旁舊社辦理的留影。
　後曾短暫將五虎崗停車場改建為社辦，一樓作為各社團辦公
室，二樓社辦廣場提供舉辦活動。民國95年正式啟用紹摩體育館
(浮水印圖示)，200個社團也將社辦移往體育館，每個社團辦公
事皆有空調與充足照明，涵蓋舞蹈教室、健身房、劍道場、籃球
場、淋浴間等全方位設施，社團活動也有更安全完善的新基地。

社團辦公室的遷移歷史

登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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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69年，合唱團參與音樂週表演活動。
(圖／合唱團提供)

1 合唱團、柔道社 40 60

2 劍道社、台南校友會 50 50
3   登山社 51 49
4 法文學會 52 48
5 建築學會 53 47
6 國術社、鋼琴社、基隆校友會、天使社、國企學會 54 46
7 溜冰社、日本學會、歷史學會 55 45
8 西洋劍社、跆拳道社、國樂社 57 43
9 高雄校友會 58 42
10 正智佛學社、機電學會 59 41

名次 社團名稱 成立民國年份 屆數

　民國76年，登山社社員繪製的漫畫，介
紹攀爬大雪線雪山七路會師的隊員們。(圖
／登山社提供)

歲月在破曉天際築起了樓閣，年輕的心成群地走上層樓、走上層樓，試著去聽懂
遠方的風，也試著看見渺小的城市，直到清脆響亮的笑聲化成羽鶴，飛向蒼穹，
那一個個靈活的身影，也漸漸在迴廊淡去   ~by  Wilson

導言
本校社齡前十名排行榜

　（圖／舞研社提供)

832-2.indd   1 2011/9/19   上午 11:49: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