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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週把臺灣搬進淡江 秀景點創商機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天氣很冷，但是聯合校友會
的同學們很熱情！第9屆聯合文化週在上週力拼寒流，就算大
風大雨也澆不熄校友會宣揚自己文化和特產的熱情與毅力，
共15個縣市校友會及源社共襄盛舉。校長張家宜更在15日和學
務長柯志恩蒞臨現場，特別掏出9000元「大手筆」力挺校友會
熱賣商品。張校長表示，很開心全校能一起參與文化週，讓
更多人能深入了解在地文化，「學生們可以攤位上現場手作
美食，親自體驗臺灣的美食文化，十分有意義！」
花蓮的提拉米蘇、桃園的惡魔蛋糕、高雄今年新推出的旗
山香蕉蛋糕、海報街人手一支的澎湖仙人掌冰人氣也都
非常高！澎湖校友會會長應物二陳彥成說：「人
潮沒有受天氣影響，仙人掌冰今年銷售狀況比預
期中好，共售出約2200球！為了多讓大家嘗鮮，
仙人掌冰每天從澎湖空運快捷過來，每天在攤位
上就是在挖冰！」企管一蔡孟修表示，「還好我
有早點排隊吃到仙人掌冰，好多晚來的同學都沒
吃到呢！」
除了美食和熱情外，位於黑天鵝展示廳的文化
週靜態展也十分吸睛，一踏進高雄校友會展區便
立刻被〈痞子英雄〉電影主題「海港城」所環繞，
大型且色彩相當繽紛的地圖海報搭配著導覽員的解說，讓參
觀者可以在最短時間內瞭解高雄精華；高雄特有的水陸兩棲
「觀光鴨子船」更以實體模型現身展場，運管二盧竹瑄說：
「當初設計鴨子船時是希望，今年的展品可以和來參觀的同

教科系宣傳畢展，請來龍寶寶
吉祥物助陣。（攝影／黃資詒）

教科系畢展 「轉機」
龍也來瘋狂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2012，教科人將運
用創意點亮曙光。教科系第十二屆畢業專題成果展
「20E2˙轉機」將於20日至23日，在黑天鵝展示廳
展出，並於20日中午12時10分舉辦開幕典禮，擬邀
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國興等，以及企業合作
代表皆會到場參與。
展覽由教科系第12屆學生，共分為18組作品，利
用1年時間和業界不同領域企業合作，設計專案教材
與課程，包括燦坤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新北市立淡
水古蹟博物館、媚登峯集團與Levi’s等企業。
另外展覽還設立「專案導向與實作課程專區」，
呈現本屆學生在大一到大三所學習過的專業課程作
品，分別有數位教材製作、平面設計與數位影像處
理與實習等課程，並以動畫網站形式供參展來賓欣
賞。
畢展執行長教科四周廷禹表示，這次教案除了內
容，也特別重視美觀，另外除了各組合作的企業廠
商，也會有其他的企業來參觀，讓作品能讓更多人
看見，為就業增加機會，「參展完後填完問卷，還
可抽隨身碟與電影票喔！」

羽球社首屆系際盃邀請賽 以球會友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羽球社所舉辦的
「100學年度第1屆淡江大學系際盃邀請賽」於11日在
活動中心圓滿落幕，共有13系、16隊參賽，最終由財
金系拿下冠軍。社長西語二黃小蓉表示，這個活動主
要是想讓各系能夠透過羽球這個活動讓校園裡同興趣
的人互相交流，並加強系內的凝聚力，增加參與系隊
的意願。她並提到，當天天氣寒冷，但大家還是很熱
情的參與，比賽到中後段後，比數都相當接近，賽況
很精采，「這次的比賽整體來說評價很不錯，不僅報
名費便宜，還有摸獎活動，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文化週熱賣各家鄉名產，（上圖）校長
張家宜也大逛海報街「血拚」。（左下）竹
友會舉辦吃貢丸大賽，連女同學也奮力一
搏。（右下）黑天鵝靜態展展出校友會手工
製作的景點海報，讓同學不用出淡江也能遊
臺灣。（攝影／謝佩穎、羅廣群、鄧翔）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欲申請追溯100學年
度第1學期「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學雜費減
免」的同學注意啦！最近才取得低收入戶、中低收
入戶、特殊境遇家庭等減免資格者，請盡快提出申
請。另外，曾在大專校院（含二專、三專，五專四、
五年級比照大學一、二年級）就讀並辦理減免後才
休、退學者，在相同年級（學期）已享受就學減免
者，不得再重複申請。欲申請者請在可於20日前，
將申請書及相關證件繳交至生活輔導組辦理。詳情
請洽生輔組網站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2。

然，充滿爆發力的擊破木板，讓全場驚呼聲
連連，而自由搏擊社的中文二林子楊，示範
貼身摔、近身打及遠踢等動作，同樣搏得滿
堂彩。
各個社團除了展現各自本領外，也分別講
解各種比賽規則及武術精要，讓在場同學收
穫良多。此外，這次的主題為「消失的北
七」，所有的武術表演皆以戲劇安排的方式
進行，除了有膽戰心驚的對打外，串場影片
及主角對話，也讓觀眾感受到不同於前者的
輕鬆幽默。
接近活動尾聲，趣味競賽及抽獎又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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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整理／聯合文化週）

動帶來另一波高潮，已有2次參加經驗的英
文二蘇媺媛表示，今年的活動很流暢，節
目也安排的很好，中間串場的影片很吸引
人。活動總召、空手道社長公行三洪雪玲表
示，這次活動特別感謝文錙藝術中心副主任
張炳煌教授的幫忙，替我們書寫了「風」、
「林」、「山」、「火」，四個字，透過
這四個字讓我們的活動更貼近中國文化。此
外，因為諸多因素，導致活動前的規劃時間
有些緊湊，很感謝各位夥伴的幫忙，也希望
武林大會的活動可以一直流傳下去。

你並不孤單 白烏鴉分享會 交換人生故事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你有多久沒
有和老朋友說說話呢？當這個念頭發生，
你會動手打電話給他，還是只打開Facebook
看看他的近況？15日來自資傳系四年級的畢
業製作團隊「籠裏」，以幫世界消除寂寞
為旨，在樹下咖啡廳舉辦了「白烏鴉分享
會」，由5位講者分享自己的生活經歷，吸
引了近30人到場。「網路看似連結了人群，
事實上卻稀釋了彼此。」資傳四李文豪說，
「我們想讓大家面對面，創造彼此的連結，
看看別人最近在做什麼事情、追逐什麼夢
想。」
講者包括建築四李晨維，談從無到有、四

驅車夢想的實踐；本報記者大傳二李又如，
分享在淡江時報採訪經驗；淡江影像藝術工
坊的大傳三陳芝嫻，配合在今日展開的「顯
影季」攝影展，講述策展過程，及攝影作品
分享。籠裏團隊的資傳四宋狄諺則提出了另
外一種生活方式，表示獨處在這個社會好像
總是會被冠上異樣眼光，「但我們剛開始的
時候不也是一個人？」而李文豪也帶來自已
從小到大的閱讀經驗分享。資傳三曾匯惠表
示，李晨維的熱血故事讓她很感動，「可能
很多事當下不會覺得有什麼了不起，但是以
後回頭看，就會發現它是你記憶中美好的回
憶。再加上他讓我相信，只要堅持自己的夢

想，全世界都會跳出來幫助你！」
「籠裏」團隊以寂寞「Lonely」為名，強
調「你永遠是單獨，但不是孤獨」，每場邀
請5至6位講者用10分鐘說一個故事，和參與
者分享生活的大小事，李文豪表示，「講者
沒有標準，任何人都可以來分享你最近在
做的事情。」而寒假時在臺北市米倉咖啡辦
的校外分享會，也吸引了超過50人參與！宋
狄諺也提到，「在4月30日畢業展演之前，
我們還會舉辦4場的分享會，歡迎有興趣
的人來聽故事或是說故事，詳細時間請上
Facebook搜尋『籠裏&白烏鴉』！」或見籠
裏網站http://163.13.181.101/lonely/。

6成學生不擔心 9成學生不認識萊克多巴胺

食牛危機

Ｑ.請問美牛事件是否影響你吃牛肉的習慣?

（調查日期／3月13、14日、有效樣本／166份）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你知道瘦肉精是
一種讓家畜增長瘦肉、少長脂肪的一種藥物嗎？
市面上已不只有牛肉被檢驗出瘦肉精了？不只有
臺灣，其他國家也開放含有瘦肉精的肉品，其中
包含日韓、加拿大嗎？根據本報進行166份問卷調
查，在美牛風暴席捲全臺下，有6成的同學覺得美

牛爭議對食用肉類上沒有太大改變，
僅有3成8表示會在食用前特別注意是
否為美國牛肉。而學生對美牛常識
調查顯示，有8成同學知道瘦肉精的
用途是讓動物快速生長瘦肉，有9成
同學不知道目前含有瘦肉精的肉品是使用
「萊克多巴胺」的瘦體素。而對此，衛生
保健組營養師孫曉文建議大家，「應多了
解瘦肉精相關資訊，以保障吃的安全。」
國企三傅思瑋認為，如果真的含有瘦肉
精，我們早已下肚，「所以不會為此特別
改變食用習慣。」大傳二黃致遠則說，這
應該是過度擔心的結果，「應保持平常心
面對食用美牛。」「師生的確不用過度恐
慌。」孫曉文說明，因為依據世界衛生組
織建議之每人每日每公斤可接受攝取量
（1微克）以及目前合法使用萊克多巴胺
之國家所限定標準（10ppb），如以60公
斤體重估計，須每天吃到6公斤牛肉，約
相當於36客的6盎斯牛排，才會超過每日
安全攝取量。但她也提醒，牛肉及豬肉皆

屬於「紅肉」，營養成分上含有飽和脂
肪以及膽固醇，在本校學生普遍有「三
高」的情況下，可以改變飲食習慣，少
吃紅肉多吃白肉，如魚類、豆製品，
「並不是因為牛豬具有瘦肉精爭議而減
少食用，應該是要均衡飲食，才能保有
健康身體。」
如果真的要吃的安心，孫曉文呼籲大
家，在食用牛肉前還是要主動詢問肉品
來源、查看是否有通過檢驗合格。面對
坊間肉品安全品質參差不齊，保健組與
膳食督導團對美食廣場商家都會進行抽
樣調查，確保食用安全，每家也都具有
CAS認證標章，有疑慮的同學可以選擇美
食廣場安心食用。

油壓好舒服 啟明社和你一同放輕鬆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面對繁重的課
業是否會讓你倍感壓力？你選擇什麼方法紓
解呢？啟明社在14日舉辦「精油舒壓系列」活
動，請到精油舒壓資深老師李淳廉，深入淺出
的向同學講解如何使用精油解壓、使用方法和
種類，以及能有效減壓的呼吸方法。
活動中老師與同學之間進行交流，讓在場參
與的二十多位同學獲益良多。活動最後每位參
加者可獲得一瓶紓壓精油，真正地體驗一下精

油舒壓的神奇魔力。
李淳廉表示，能和盲生交流感覺很新鮮，看
到可愛的導盲犬一起來上課感到十分親切，
「當初擔心帶來的簡報盲生會看不到，但知道
盲資中心已把講義製作成點字書後，體認淡江
十分關心學生。」法語四劉津汝同學表示，經
由課程讓她了解如何使用不同呼吸方法調整自
己的情緒，日後如果有機會也想繼續深入了解
怎樣使用精油。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853-4.indd 1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19(一)
08:00

網路報名

3/19(一)
08:00

活動名稱

「我們來談戀愛-愛情價值觀
團體工作坊」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職輔組

「產業趨勢講座(四)科技產業
介紹與人才招募」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職輔組
網路報名

3/19(一)
12:00

水上活動社

3/19(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直搗蜂窩的女
孩」

3/19(一)
19:30

西音社
活動中心

嚴肅的私立淡江大學西洋音
樂社期中成果發表會

3/20(二)
12:00

英文系
T404

3/20(二)
12:30、18:30

SG223

北海岸沙珠灣衝浪 報名

多益高分要訣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變形金剛3」
5F多媒體室

3/20(二)
19:00

熱活志工社
L416

肢體開發

3/21(三)
0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觀光旅遊趣(三)宜蘭地區產
業觀覽與實習」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3/21(三)
12:00

職輔組
Q409

鄭博文教育集團公司徵才說明
會

3/21(三)
12:30、18:30
3/21(三)
20:30
3/22(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特攻聯盟」
5F多媒體室
體適能有氧社
BODY STEP
SG246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超異能部隊」
5F多媒體室

3/22(四)
17:50

職輔組
B302A

邁向職場-促進就業職前研習

3/23(五)
12:00

職輔組
Q409

廣達電腦徵才說明會

3/23(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關鍵指令」
5F多媒體室

3/23(五)
15:00

體適能有氧社
RUNING CLUB+STEP(複習)
SG246

3/24(六)
11:00

4WD四驅終點戰（須提前進場
建築系
黑天鵝展示廳 報名）

3/24(六)
11:00

第十一屆淡江盃大專國際標準
舞競賽

國標社
活動中心

機動現場吉他手詞創社開講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樂團Live
Machine機動現場吉他手曾獻恩（Samuel）
18日受詞創社之邀，分享自身的創作經驗。
曾獻恩畢業於美國MI音樂學院（Musicians
Institute），他將在MI學到的樂理和技巧，教
授大家如何應用在創作裡，「很多平常不會
注意到的小細節有時候就是重點所在。」他
也感嘆，很多樂團的歌、和弦進行模式都很
像，有些人可以包裝得膾炙人口、有些樂團
卻總是默默無名，「有時候真的是運氣。」
詞創社器材長航太二黃靖升表示，Samuel的
分享讓他決定更堅持自己的創作，「不要寫
不出東西、遇到一點點瓶頸就放棄，多注意
一點細節說不定就可以意外創作出好歌。」

淡江必玩景點 不能錯過忘春瘋藝術季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當春天到
來，絕不能錯過的就是23日晚上由學生會主
辦的第7屆「忘春瘋」演唱會了！今年名稱為
「Hold＆Hope」，卡司有A-Lin、鄧福如、
旺福、棉花糖、胡夏、蕭賀碩。執行長化材
一邱建文表示，此次購票將會以每張票捐贈
10元的方式捐給「兒童福利基金會」，希望
在享受音樂的同時也能夠做公益。
另外，學生會於19日至22日在蛋捲廣場
舉辦第7屆藝術季，現場有彩繪拼圖－「藝
顏堂彩繪DIY」、攝影展覽－「藝世界新藝
象」，以及「藝同遊創意市集」等等活動，
還有許多裝置藝術，讓你在春天一開始就置
身於藝術之中。
咦？蛋捲怎麼變身了！原來是第
屆金傳獎，提供你最佳的舞臺，盡
情展現不為人知的創意點子。從現在
開始直至 月 日，歡迎關不住滿腦子
的同學報名參加，若有任何疑問
idea
請 搜 尋 Facebook
：淡江大學第四屆金
傳獎 擊｜限。（文／黃致遠）
（攝影／黃潤怡）

100學年第1學期 低收入戶減免申請

活動看板

武林大會 七社團比武驚豔全場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的
武林大會開打了！延續去年的武打精神，
「第2屆武林大會－消失的北七」於15日晚
上6點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熱鬧登場。課外
組組長曲冠勇表示，「很開心可以看見武術
性社團攜手合作，藉由合作的同時，也可以
了解各種不同武術的魅力，希望武林大會可
以一年比一年好！」
由陳氏太極拳社打頭陣，展現出太極拳剛
柔並濟的特性，緊接著自由搏擊社、空手道
社、跆拳道社、八極拳社以及內家武學社也
紛紛使出拿手絕活，空手道社的企管三黃沛

商管學會義賣 邀你一同做愛心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由商管學會主辦的
「2012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將
在19日至23日於海報街舉行。此活動為愛心義賣活
動，均以市價8折義賣，不論食品、飲料、生活日用
品等，通通一應俱全！今日（19日）中午12時10分的
開幕式中，提供100個福袋給前來共襄盛舉的師生。
義賣收入將捐贈給罕見疾病基金會、法鼓山社會福利
慈善基金會、臺北北區家福中心等。希望大家一起來
做愛心。現場更有捐血服務，凡捐血者也可獲得月亮
咬一口飲料兌換券1張，鼓勵大家踴躍分享熱血！

學們都有所互動和體驗，所以特別採活動
式的『船門』大家都可以入船拍照，一睹
在路地上可以當公車，在水中可以當船遊
湖的鴨子船風采。
屏東校友會所製作的「開合橋」更能
讓大家直接從橋下穿越，以東港王船祭為
主題製作的立體留言板以讓參觀同學寫下
「祈福卡」的方式懸掛也非常搶眼。花蓮
校友會以九曲洞上的石頭和燕子窩裝飾出
入口，手工之細微和精緻也讓許
多同學在穿越的同時感到驚嘆。
臺中南投校友會以妖怪村作為主
題，天花板上垂釣許多寫著他們販
售美食和中投字樣的紅色燈籠，以
燈光和環境特別營造出的氣氛讓我
們即使在淡江也能體驗到身歷其境
的特殊感受。高雄校友會及屏東校友
會分別製作了介紹在地文化的特色刊
物，介紹旅遊私房景點，讓同學在離
開之後還能蓋上設計的紀念章，帶走
由他們精選出的旅遊指南！亞洲碩四高郁
萍驚嘆，「展出作品比去年細緻，看得出
來校友會的細心，也可從學生的導覽中看
見各地區的歷史，與時事結合更是一大特
點！」

大自然的懷抱。

金傳獎揪你搞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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