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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三陳安婷：終於打敗期中大魔王！讓我們迎接炎熱的夏天吧！

３４位優秀指導老師 助社團發光成長

空中腳踏車

自製影片拿冠軍
你知道空中腳踏車是什麼嗎？教科三李宗擇日前參
加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舉辦的「空中腳踏車KUSO影片大募
集」競賽，以「Battle! 空腳大車拚」自製影片獲得第1名，
並獲獎金2萬元。李宗擇表示，未來會想以拍出實境融合特
效的影片，作為之後的目標。得獎影片可至科教館網站觀看
（http://www.ntsec.gov.tw/User/）。
「空中腳踏車KUSO影片大募集」競賽，藉由影片來宣傳
科教館中全臺唯一5層樓高，在鋼索上橫跨中庭上方的空中
腳踏車。影片中2名主角因為想要挑戰對方的膽量，所以決
定以空中腳踏車一決勝負，並在詼諧劇情中介紹空中腳踏車
原理，以及騎乘腳踏車前的裝備等相關內容。
之前參加新北市數位競賽也曾獲第1名的李宗擇覺得，因
為是自己一個人掌鏡，所以要取不同的角度拍攝很花時間，
但最費工的是剪接的部分，「而這次影片因為處理背景音樂
的版權，也讓我學到了不少拍攝影片參賽要注意的地方。」
（文／梁凱芹、圖片來源／http://www.ntsec.gov.tw/User/）

【記者盧逸峰、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
100學年度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19日在
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與蘭陽校園同步視
訊。活動中頒發99學年度社團評鑑優秀指
導老師，共有34位獲獎。校長張家宜肯定
社團的發展，對於日前學生會、康輔社，
以及經濟系系學會在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
鑑中勇奪3獎的表現，「意義特別重大！」
張校長指出，康輔社是績優常勝軍，表現
優異；學生會能在全國自治組織評鑑中獲
得肯定，實屬難得，原本期許學務處能給
予學生會支援參與評鑑，「未料得獎成果
立即豐收，讓外界看到學校對學生會運作
及功能的重視，也顯見學務長柯志恩及課
外組組長曲冠勇的效率之高。」經濟系學

英文系演講 解密思考與視覺 學習大不同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配合英文系特色計畫
「深化姐妹校交流」，英文系副教授王藹玲於上月29日
邀請加拿大籍教授Michele D. Ruhl蒞校演講，針對研究
生與博士生，以「Big Picture Thinking: Archetypes and
Visual Maps 定型化思考與視覺地圖概念」為題，鼓勵學
生跳脫傳統思維，激發新的思考模式。
Ruhl教授目前任教於日本姊妹校長崎大學，鑒於學
生在英文寫作時常遇到瓶頸，尤其以第二語言書寫，侷
限思考框架，因此利用「有技巧地運用思考」與「視
覺地圖」說明不同於傳統的教學理念，王藹玲認為，
「Michele的演講可讓學生廣泛思考，讓思緒擁有更多面
向。」
英文博二葉書吟表示：「思考英文寫作以不同方式呈
現，引發學生學習興趣，收穫良多。」由於特色計畫的
實施，英文系未來也將規劃多位外籍教師蒞校演講，王
藹玲期望利用視訊會議等方式，讓學生透過文化交流，
提升國際觀。
考後
悅讀推理小說

【記者陳思嘉、呂柏賢淡水校園
報導】運動健兒再傳捷報！本校跆拳
道校隊於日前參加「第5屆弘光盃大
專院校跆拳道錦標賽」，與來自全臺
20餘所大專院校、中國大陸廈門大學
等，逾400位選手高手過招，踢出1金3
銅的佳績，更拿下女子團體黑帶組亞
軍。擊劍校隊則在輔大第15屆擊劍邀
請賽中，自大專院校、高中，以及業
餘共76支隊伍裡，奪下男子組團體軍
刀亞軍和季軍，女子組則是在團體銳
劍獲得亞軍，展現校隊奪獎實力！
跆拳道社教學長物理二陳勁旭表
示，本次比賽大家都穩紮穩打，發揮
平時的水準，也凝聚了社團力量。女
子組在本次賽中表現優異，獲得女子
黑帶一般組46公斤級第1名的資傳二
蔡昀芮表示，雖然在第一場比賽表現
不好，不過後來漸入佳境，「但自己
還有很多進步空間。」獲女子黑帶一
般組53公斤級第3名的女子組隊長產經
二林虹均表示，這次比賽加入不少新
生，提升整體的團隊默契，而對於自
己的表現，林虹均覺得輸掉最後一場
很可惜，「希望下次比賽能更鎮定，

考前
苦讀筆記全書

籠裏不孤單

再讀一下！期中考讀書座位一位難求，不少學生冒
雨在戶外撐傘卡位，做考前最後衝刺，力保歐趴！（攝
影／湯琮詰）

先修班補救你的職場菜英文

【本報訊】成人教育部將開辦「職場英語先修
班」，課程將可強化辦公室英語能力、多益閱讀能
力等，課程費用為1200元，5月1日開課。凡大三、
大四生皆可報名參加，即日起至29日止，報名網址
為成教部網站（http://www.dce.tku.edu.tw），或洽
成教部組員黃珮芬，電話（02）2321-6320轉33。

李文豪

善於文字的李文豪，透過網路平臺讓世界看見他，又
透過實際活動在現實生活中拉進人群，從「分享」作為出
發點，希望將人與人間的「寂寞」幻化為另一種可能。

維持自己的頻率和態度。」
男子組部分亦有不錯表現，化材一
夏憲斌獲得奧運男子組第一量級58公
斤以下第3名；歷史四丘旻承則獲得奧
運男子組第三量級68至80公斤第3名。
陳勁旭也表示，賽後亦召集社員作檢
討，針對比賽錄影提出戰術的討論，
希望能在5月的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再
度為校爭光。
擊劍隊隊長土木三蔡牧蓁表示，訓
練的過程每位隊員都相當認真，即使
期中考將近，隊員們仍抽空抓緊時間
練習，「比賽的過程中皆秉持強烈的
求勝企圖心，每一場都小心應戰。緊
接著擊劍隊要更加訓練，迎接五月的
大運會，希望能奪得佳績。」
男子組一路過關斬將，直到四進二
時，本校兩隊男子組在冠亞軍和季殿
軍之爭時皆遇上了業餘的勁旅，雖以
些許之差敗北，但成績依舊亮眼，分
別拿下亞軍、季軍。隊員電機四張斯
閔說：「儘管這次沒能摘下冠軍，但
我們更加緊的練習，將來一定能有機
會展露頭角，對於學弟妹來說這亦是
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

香
港

行動綠生活 愛地球還能拿大獎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環境
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為鼓勵本校教職員生
一同與淡江減碳衝第一，即日起參加「行
動綠生活2012低碳家園由我做起」校際競
賽，就有機會獲得環安中心準備的精美
禮物，包括現金獎新臺幣1千元！參與時
數愈多，中獎機率就愈高，而校際參與
度排名越領先，精美禮物也將加碼送給
你，活動至6月5日世界環境日止。快上網
（http://green.cw.com.tw）點選「45堂綠
色行動」註冊，參加「校際組」並選擇
「淡江大學」，下一個得獎的人就是你。

會利用系上有限的人力支援，競逐全國比
賽，獲獎不易，「也期許社團指導老師以
獲獎團體為標竿！」
另外，課外組為因應社團學分化，活動
時間增加，3月起開放學生活動中心至晚
間12點。根據統計，3月登記使用人數超過
500人次，曲冠勇指出，數據顯示校內空間
不足，延長開放能有效紓緩社團舉行活動
的時間壓力，「希望同學多加利用。」他
也表示，社團能在社評獲獎，指導老師功
不可沒，老師可以協助、帶領社團內的學
生維持社團運作、給予專業知識的教學，
「如果社團有任何需要，歡迎來課外組尋
求協助。」
「社團指導經驗分享」則邀請到本次獲

聖約瑟來訪 高中生愛上淡江

【記者吳文凱淡水校園報導】香港
聖約瑟書院師生一行43人於13日首次
蒞校訪問。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
長李佩華主持座談會，熱情歡迎來自
香港的貴賓。現場邀請曾赴大陸進行
交換的16位同學，加入座談會和該書
院的學生分組討論訪臺心得。本次參
訪由聖約瑟書院主動和本校接洽參訪
事宜，聖約瑟書院的企業、會計及財
務科科主任冼家銘表示，來臺參訪的
同學都是對於商業科目有濃厚興趣的
高二生，未來也有興趣到淡江大學就
讀。
聖約瑟書院學生余柏軒說，淡江大
學的同學對學習很有熱忱，未來會考
慮到淡江大學求學。擔任本次簡報發
表評審的國際處秘書郭淑敏指出，聖
約瑟書院是香港著名學府，聖約瑟的
學生具備優秀的能力，對他們的印象
十分深刻，希望未來能到本校就讀，
「也期待透過這樣的學術交流，吸引
更多境外生加入淡江的行列。」

「一個希望被別人瞭解的人吧。」試著
定義自己的一句話，道出了所有實踐的核
心，就讀資傳系四年級的李文豪，經營多
個部落格，寫樂評、書評、日記、食記，
甚至開網路電臺當DJ，其中一個音樂行
銷部落格人次甚至達到22萬，還應邀當起
專欄作家。他用文字記錄所見所聞，藉由
網路向世界傾倒。回到現實生活中，他也
在畢業製作籌辦生活分享會，創造人與人
之間的聯繫。「分享」是李文豪生命的組
成，「我就是想要表達我自己，讓更多人
有共鳴，知道世界上至少還有一個人懂
你。」
善於寫作的他，有個響亮的名字，雖然
父母的本意並沒有要他成為一個大文豪，
卻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他的人生，「我比較
喜歡說是命中注定啦！」小學三年級時，
老師在臺上念了他寫的作文，李文豪回憶
起那一刻，「心裡的感覺可以被大家聽
見，那是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很害羞卻又
很興奮。」除了發現自己能寫，他還發現
自己對於「被了解」的渴求。

日期/時間

得特優獎的指導老師理學院秘書江夙冠。
擁有相當豐富社團經歷的她，目前指導體
適能有氧社、口琴社、三合院、樸毅志工
社，橫跨體育、音樂、學會、服務性組織4
個領域。她分享道，教育之道唯有愛與榜
樣；而社團指導老師最重要的就是陪伴，
與願意承擔責任，最後更以一句「每個人
都是發光體，也是感光體」與各社團指導
老師共勉。
樸毅志工社社長英文三黎鈞祐形容，江
夙冠是位熱情參與社團活動的指導老師，
很熱衷社上活動，「在街頭募捐發票時，
老師先帶領我們呼口號，給我們信心！」
在企劃書撰寫上，「總會是看得很仔細，
也會給予建議，收穫很大。」

4/23(一)
08:00
4/23(一)
12:30、18:30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戲劇季首度
開辦，讓我們一起「Fun劇場」！結合外語學院6系聯
合公演與實驗劇場期末公演及畢業製作，為了宣揚各
系特色與戲劇藝術，首度擴大舉辦為「戲劇季」，特
地邀請「萬華劇團」與「逗點創意劇團」蒞校演出，
將於26日下午3點30分在實驗劇場L209舉辦開幕式，並
與建築系合作，在文館門口設置裝置藝術，讓戲劇融
入生活。
外語學院透過戲劇公演，將各系6國語言與不同特色
融入戲劇中，此次戲劇季結合實驗劇場與校外專業劇
團等9個團體，活動策劃兼實驗劇場指導西語系副教授
林惠瑛表示，希望透過戲劇季的舉辦，與校外專業團
體切磋，為實行已久的戲劇公演注入新生命，透過彼
此交流豐富戲劇生活。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謎樣的雙眼」
5F多媒體室

文創中心
L417

「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
程」暑期實習說明會

4/24(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名偵探柯南-戰
慄的樂譜」

4/24(二)
18:00

資傳系
ED107

「籠裏」分享會

4/25(三)
12:00

職輔組
Q409

日商UNIQLO公司徵才說明會

渣打銀行公司徵才說明會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犬神家一族」
5F多媒體室

4/25(三)
18:00

衛生保健組 「美好一天~從早餐開始」講
座活動
L303

4/26(四)
11:00

實驗劇團 第27屆畢業製作《Return》
商管前擺攤 公演售票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福爾摩斯」
5F多媒體室

4/26(四)
18:00

職輔組
B217

魅力簡報工作坊

4/27(五)
12:00

職輔組
Q409

中華航空公司徵才說明會

4/28(六)
08:00

6外語系戲劇季 公演尬演技

職輔組
網路報名

4/24(二)
12:10

4/27(五)
12:30、18:30

5個大傳系的畢製學生，讓咖啡有了不同的面
貌，在探訪淡水各地咖啡廳後，決定邀請大家去體
會制式及罐裝咖啡所無法賦予的意涵，成立「左腳
工作室」，將結合精心拍攝的咖啡故事微電影、以
及製作「咖啡地圖」，要讓每個人重新體驗咖啡的
滋味！
5個過去不曾接觸咖啡的人，現在卻要頂下一家咖
啡館「石牆仔內」，親自煮起咖啡，將探訪淡水10
餘家咖啡廳的心得，實際烹煮出來。23日(一)至26
日，邀您體驗「手工沖煮」、「自家烘培」、「獨
立咖啡館」3項主張，除了香醇飲品，將首度播放微
電影，並展示畢業製作的咖啡書。組長大傳四許瑜
珊表示，希望每位來的客人，都能喚醒咖啡對他們
獨特的意義。相關訊息請上facebook粉絲專頁「一起
單啡吧」http://www.facebook.com/TheDoka。（文／
黃致遠、攝影／張峻銓）

活動名稱

「會展產業趨勢與人才認
證講座」活動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職輔組
Q409

4/26(四)
12:30、18:30

循著地圖喝咖啡 看電影

主辦/地點

4/24(二)
12:00

4/25(三)
12:30、18:30

女子組的戰況也相當激烈，遇上宿敵政大代表隊，對
手在比賽的一開始就強烈猛攻，我方則以強韌的防守應
戰，過程中積分雖一度小幅落後對手，但選手們卻仍不
肯放棄，即使落後仍奮力一搏還以顏色，最後將比分逐
漸縮小，保住亞軍。

於是李文豪開始寫部落格，以網路為媒
介抒發生活情感，但他也陷入身分上的迷
失，「不知道哪一個是真實的自己。」大
三時進入「TEDxTaipei」實習，TED是
一個沒有距離的平臺，讓世界上不同領域
的講者說不同的故事。他印象深刻的是，
「TED有一個重點是要讓人回到口語、面
對面傳播的美好，你會用紙去寫字、用網
路去聊天，但我們都忘了最久遠溝通的基
礎其實就是面對面講話。」李文豪發覺，
網路雖然讓你更快速的瞭解朋友，但若失
去了現實生活中的互動，將無法平衡，因
為有很多實際的情感是無法取代的。就讀
資傳系讓他幾乎天天都在電腦面前，「應
該要把大家從電腦前面拉出來，回到現實
生活裡互動！」於是他想，如果有一個淡
江大學的TED會怎麼樣？如果有一個分享
會，讓大家聊聊生活中發生的事情，「那
一定會很有趣！」
直到大四和畢業製作組員討論起題目
時，每個人丟出了不同的想法，卻發現都
有一個共同點：渴求著和這個世界有多一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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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考後兩樣情

期中考結束了，輕鬆一下！覺
生紀念圖書館於17日在總館2樓閱活
區進行「謎與迷--愛上推理 享受
閱讀」主題書展，包含圖書與非書
資料，展至5月4日，現場約有250本
小說等你來哦！（攝影／李鎮亞）

活動看板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火線追緝令」
5F多媒體室
職輔組
宜蘭地區

觀光旅遊趣(三)宜蘭地區產業
觀覽與實習

4/28(六)
14:00

詞創社
School of Rock校園巡迴演唱會
覺軒花園表演廳

4/29(日)
09:30

中文系
第二屆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
驚聲古典詩社
獎頒獎典禮暨「立夏詩會」
覺軒花園

4/29(日)
12:00

詞創社
活動中心

華人星光大道海選

蘭陽校園
4/23(一)
09:00

蘭陽校園
圖書館

4/24(二)
09:30

蘭陽校園
圖書館

蘭陽校園之報廢期刊轉贈(2010
年12月以前出版)開放介購單位
索取
蘭陽校園之報廢期刊轉贈(2010
年12月以前出版)開放教、職員
及學生索取

創業不用等 競賽拿獎金
【本報訊】研究發展處、全球創業發展學
院，創業育成中心主辦的創新與創業競賽，
即日起報名至5月12日止，參賽資格為本校
就讀各系所在學學生（含研究所），對於特
色產業創業有興趣者，不限科系與年級皆可
報名。參賽同學必須3至8人組成1隊，但1人
只得參加1組隊伍（可跨系或跨校組隊），
不接受2人以下報名參賽，每隊均須有指導
老師。一律採網路mail報名，資料請mail至：
142130@mail.tku.edu.tw。
該競賽為鼓勵學生組成團隊，並邀請各領
域的企業專家及學校教授擔任指導業師、辦
理座談會及創新事業競賽。將所學習之理論
與實作結合，主要期培養學生創新能力和團
隊合作能力，並培育國家未來創業家。競
賽第1名獎金有5萬元哦！詳情可電洽校內分
機2561經理王竣騰、組員張偉琳、專員游靜
芬。

點「連結」。於是「籠裏」團隊誕生了，
他們決定幫世界消除寂寞，在這個科技馳
騁的時代，讓彼此可以靠得更緊，而不只
是螢幕和螢幕的距離。秉著TED的精神，
他們辦起「白烏鴉分享會」，讓各式各樣
的人有一個可以聚在一起交流的地方。
「最挫折就是沒有人願意來分享，」李
文豪說，「大部份的人不知道要用哪個角
度切入、去看這個世界，都會覺得自己的
生活沒有什麼值得分享的，但是其實不會
啊！」就像他們的分享會講者並沒有身分
的限制，只要願意分享，四驅車大賽、留
日交換生、甚至是自己的閱讀書單分享，
都是精彩的故事。「但後來我發現跟校風
也有點關係，」李文豪提到去輔仁大學辦
分享會的經驗，台上台下互動熱烈，「超
級熱鬧的！」他說，也許是淡江太大了，
每個人都有一條固定的路上課、下課，反
而過得很封閉，「所以就算畢展結束我也
想要繼續辦下去，藉由分享會多改變淡江
一點、甚至世界、也改變我自己一點。」
實際辦分享會的這半年來，「聽到很多不

一樣的故事、認識許多一輩子可能都不會
接觸到的人，是我最大的收穫。」因此，
籠裏在5月11日畢展之前，還要帶著白烏
鴉分享會到台北各地巡迴，讓更多寂寞的
靈魂獲得釋放。」
想做、會做的事情太多，雖然他總感覺
到迷惘，但是渴望被了解的本質和初衷卻
從來沒有改變。對於未來，李文豪笑說，
「很難用一個工作去定義耶，我想要做一
個意見領袖。」他說，在這個資訊爆炸的
時代，你很難找到自己真正要的是什麼，
「但是如果有一個人，他可以告訴你有什
麼好看、好聽、好吃，讓你跟著他看見更
大的世界，這不是很棒嗎？發揮自己的價
值觀去影響這個世界，讓它變得更好。」
就如同走在前端的他，雖然一路摸索，找
尋自己需要的東西，卻勇於追求、實踐。
李文豪不畏懼孤獨，做不一樣的自己，連
結人群，在平凡的生活裡創造更多的不平
凡。（文／李又如、攝影／謝佩穎）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2012/4/20 下午 08:1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