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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二簡仰辰：天氣多變化，出門記得帶傘呦！

外語學院戲劇季
大運會授旗

11支校隊 出征！

「101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授旗典
禮25日在體育館排球場舉行，校長張家宜
（左四）和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右三）親臨
現場，各個運動代表隊隊員在體育長蕭淑芬
揮舞校旗的同時，熱烈高喊：「淡江加油！
加油！加油！」口號，為大運會集氣。
大運會將於5月4日在義守大學舉辦，本次
派出田徑、游泳、柔道、跆拳道、空手道、
擊劍、體操、桌球、木球、羽球和網球共計
11支優秀隊伍參賽。今年各項運動代表隊都
在預賽中順利晉級，張校長表示，今年增加
體育處的預算，改善了大專盃期間運動員們
的交通和住宿條件，「學校非常關心運動員
的整體表現，希望同學們有較舒適的比賽環
境。」張校長也將在5月4日開幕典禮當天，
到義守大學為參賽運動員們加油打氣。
游泳隊對今年的比賽策略保密不透露，表
示敬請期待比賽表現，游泳隊隊員機電四黃
柏勛：「要延續去年總錦標冠軍的氣勢。」
去年奪下第3名好成績的跆拳道隊，教練王
元聖表達對團體總冠軍的期待，更為跆拳道
隊增加了1天的移地訓練，希望他們再接再
厲。
木球隊是剛成立的新興校隊，隊長國企三
葉韋佑表示，雖然這次參賽隊員只有4人，
但希望能拿到好成績，賽後成為活廣告為木
球隊招募更多有興趣的同學。空手道隊隊長
企管三黃沛然表示，近期在諸多北區競賽都
拿到第1名，也觀摩很多比賽影片，並針對
腳的肌力做訓練，「有效克服緊張造成腳抖
的不利情況，對冠軍十分有把握！」（文／
賴奕安、夏天然；攝影／黃潤怡）

清涼一夏 水運會報名開跑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體育處主辦
的水上運動會將於5月16日在游泳館舉行。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5月9日，比賽種類有游泳
競速和水中趣味競賽，個人賽項目有自由式
打水、自由式、蛙式、仰式和蝶式，團體賽
項目有自由式大隊接力、打水接力、同舟共
濟、水中尋寶、划船競速、水中籃球和排球
賽。歡迎全校教職員生報名！詳情請上體育
處網站（http://www.sports.tku.edu.tw/）。

金韶獎決賽 26組一決歌藝
【記者鍾小喬、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一
年一度的的金韶獎即將來臨！今年為第2屆擴
大全臺大專院校報名參加，決賽將於5月4日
下午5時在活動中心開放進場，當天邀請知名
唱片製作人鍾成虎等評審，更有特別嘉賓娃
娃魏如萱、Vast&Hazy接力演出，無法親臨參
與金韶獎的朋友們，淡江之聲廣播電臺將於
決賽當日下午5時，轉播特別節目「『金』晚
不讓你睡」，持續6小時的現場轉播將有即時
演唱實況，並分享入圍者於創作上的心路歷
程，更有第一手的參賽者、評審及親友團的
消息。5月1日至3日，23點的「夜貓DJ秀」
將獨家專訪金韶獎決賽入圍者，敬請收聽
FM88.7或線上收聽（votk.tku.edu.tw）。

青少年體適能檢測在淡江
本校體育運動器材及設備充足，教學、研
究與服務績效卓越，獲得教育部認可，配合設
置標準化之體適能檢測站，負責新北市與臺北
市地區高中職、國中，以及小學體適能抽測工
作。圖為21日北政國中學生進行體適能檢測，
奮力奔馳。（文／賴奕安、攝影／盧逸峰）

逗點創意劇團將表演帶入校園，在實驗
劇場參與戲劇季演出，吸引許多觀眾進場看
戲。（攝影／謝佩穎）
【記者李亞庭、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
「讓我們看戲去！」外語學院戲劇季開幕式
於26日在實驗劇場L209熱鬧開演！開幕場邀
請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外
語學院院長吳錫德等共襄盛舉，讓劇團現場
首度聚集各院師長「看戲」，宛如「眾星雲
集」！張校長表示：「自己不擅長演戲，因
此很羨慕具有表演細胞的同學！」戲劇季首
度開辦，本校提供十分良好戲劇環境，讓表
演慾旺盛的同學能發揮所長，希望同學能善
用實驗劇場的空間，將場地的功能性發揮得

完美結合

淋漓盡致。戴萬欽則讚許：「戲劇
季未演先轟動，場地氛圍有聲有
色，讓人想一探究竟！」吳錫德說
明：「實驗劇場設備完善，成為國
內校園劇場範本，外語學院戲劇公
演結合實驗劇團與校外團體首度舉
辦戲劇季，期盼學生透過戲劇演出
替所學注入新生命。」
實驗劇場成立迄今已達25年，經
建築系改建，使實驗劇場成為具有
特色的專業空間，今年首度邀請校
外團體：逗點創意劇團與萬華劇團
蒞校演出，並舉辦工作坊讓外語學
院學生與實驗劇團零距離接觸專業
團隊，彼此切磋交流。逗點創意劇
團團長二妞（陳嬿靜）表示：「實
驗劇團場地新舊大不同，很榮幸受
邀演出，結合趣味與創意，培養劇
場人才。」萬華劇團團長鍾得凡則
分享，「劇場場地十分特別，具有
挑戰性，對本次演出格外重視。」
他也提到，透過工作坊發現實驗劇

淡水校園

團學生在肢體動作上十分專
業，給予表演極高的評價。
活動策劃兼實驗劇場指導西
語系副教授林惠瑛強調：「藉由
戲劇的成果發表，可結合語言、
文學、藝術等創作，很高興大家
蒞臨開幕式，一起分享戲劇的感
動，希望明年可擴展至全校師
生，讓大家一起認識戲劇。」實
驗劇團團長法文三黃琪茗認為：
「希望藉此培養學生看戲的習
慣，支持藝術！」英文四蔡宗育
表示：「自己也是戲劇公演的一
員，很開心學校支持戲劇活動，
工作坊的課程有趣受用，期待接
下來的每一場演出！」
外語學院6系公演將於5月2日起
展開，實驗劇團畢業公演也將於5
月29日上演，要讓全校師生驗收戲
劇成果，敬請期待！

機，希望能將所見所聞帶回臺灣，實踐自己
出版及舉辦專題影展的夢想。她以小川紳介
及土本典昭2位日本戰後紀錄片大師為例，
重回當時三里塚的成田抗爭、水俁病等社會
現象，且走訪紀錄片中的場景，呈現今與昔
的不同面向，分享拍攝紀錄片背後對社會正
義、弱勢者的關懷。崔愫欣說，起初從事社
會運動時家人的不諒解，最終獲得家人的全
力支持，都是經過長時間的堅持所得的成
果，更期許，「紀錄片所拍攝的是現實的世
界，希望能透過觀賞紀錄片的方式，讓大眾

滾球大賽 來場法式時尚運動

法文原意是「雙腳站著不離地」，因此擲球
時的標準姿勢需併攏雙腿站直，將銀色小鐵
球拋向橘色目標球，距離越近積分越高。過
程中，必須運用戰略及邏輯分析的技巧，思
考如何將對手的球擊離目標球，或幫助隊友
將球擊得更靠近目標球。勝負往往在一球之
間，不僅玩得輕鬆又可享受刺激的競賽。
被隊友暱稱「滾球小高手」的法文一譚景
華分享，「不要丟太大力！鐵球丟到定點
後，通常會依慣性往後滾，所以斟酌力道丟
出，再讓它慢慢滾向目標球就可以了！」

服務學習再進化 下鄉紀錄片展溫情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中華電信基
金會於25日在化學館Q306舉辦「蹲點‧台
灣」影展暨經驗分享活動。「蹲點‧台灣」
為縮短數位落差並提供偏鄉地區改善教育與
學習環境，以紀錄片的方式記錄參與者與居
民互動的點點滴滴。活動專員林珮如說明，
「淡江因設有傳播相關科系，以及社團在返
鄉服務學習活動上的發展十分蓬勃，特別與
『原住民文化與部落服務』課程合作。」授

課的學生事務處專員陳瑞娥認為，藉由這次
影展的經驗分享之後，修課的同學到部落服
務時，可能啟發新反思或是感觸。
影展中播放2部紀錄片，其中一部導演即
為法文四的洪啟翔，他認為參加此活動，在
屏東霧臺偏鄉服務的那段時光，讓他對人生
改觀，更珍惜現在擁有的生活環境，「放開
自己的心胸，才能真切體驗偏鄉服務帶給你
的感動。」

夢遊仙境 賞花喝茶好文藝

【記者楊宜君、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由
茶藝社及插花社於24日在黑天鵝展覽廳舉行
「夢遊茶境—茶裡花生什麼事」展覽，以夢
遊仙境為主題，結合茶道與花藝的特色，精
心打造出如仙境般的夢幻展區，展出插花社
典雅的花卉作品，以及介紹泡茶方式、臺灣
6大特有茶類，和多樣的泡茶工具等，現場
還特別設置體驗區，讓觀眾可以親自體驗泡
茶的樂趣。
茶藝社社長教科二梁佩儀表示，其實茶

道，並非只在於泡茶的技巧，希望透過展覽
讓觀眾了解茶的文化。插花社則以典雅與鮮
豔為設計主軸，呈現出愛麗絲的氣質典雅及
夢遊仙境中的絢爛迷幻。插花社社長教科二
沈庭羽表示，希望藉此提升學生的文化素
養，培養出欣賞美的能力。中文三黃鈺瀅表
示，「以撲克牌的方式來介紹每種茶類的烘
焙方法及適合的沖泡水溫，讓人一目了然，
花藝展不同種類的花的特色都表現得很突
出。」

新社團成立申請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101學年
度新社團成立、社團更名，以及停社申
請，即日起至5月4日為止。有意願成立新
社團者，須具備成立申請表及社團簡報，
簡報時間為5月11日下午2時，地點在體

育館SG316；欲提出社團更名、辦理社團停
（復）社者，可上課外組網站（http://spirit.
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3）
下載申請單，並繳交至課外活動輔導組
(SG315)。

活動名稱

4/30(一)
08:00

諮輔組
信箱投稿

「我的價值觀」徵文活動競
賽（tkub413@hotmail.com）

4/30(一)
0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中華航空企業參訪」活動
報名（http://enroll.tku.edu.
tw）

4/30(一)
08:00

福智青年社 卡片傳恩情-讓卡片乘著白
商管3樓前 鴿飛翔

4/30(一)
10:00

動物關懷社
愛心花卉義賣活動
圖側

4/30(一)
10:00

「淡江之星」歌藝大賞報
公關社
商管3樓前 名

4/30(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迷宮的十字
路」

5/1(二)
09:00

盲生資源中心
驚聲書局前攤位

無障礙週系列活動

5/1(二)
11:00

學園團契社
媽媽卡了沒
商管3樓前

5/1(二)
15:00

5/2(三)
12:30、18:30

作品能廣泛應用在造紙、醫藥、廢水處理及冶
礦等工業。
吳容銘表示，作品的構想源自王楚翹的畢業
論文，提出可以在一般的水旋風分離器裡再安
裝一個過濾零件，進一步過濾液體中的顆粒。
林昭逸則表示，實驗從去年5月開始，直到現
在仍然持續驗證，希望讓作品變得更完善。

流浪者講座 帶你看見紀錄片背後的真實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沐浴在春
日暖陽下並享受蒼翠綠意之時，更要來試
試法國最道地的時尚運動！法文系於24日
在外語大樓前的草地，舉辦「法式滾球
（Pétanque）大賽」，學術副校長虞國興
及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皆到場觀賽，並邀請
外國貴賓、法籍師生和30多位同學同樂。主
持人法文系助理教授曾明解說遊戲規則，比
賽時3人一組，每人每局有擲2球的機會，丟
球時要以「拋擲」的姿勢將手臂打直，由後
往前丟，切勿以投擲的方式丟出，以免因鐵
球過重傷及手腕。而「滾球Pétanque」的

主辦/地點

5/1(二)
18:30

上，增加產學合作的機會，主動性十分值得表
揚。
獲獎作品「具過濾功能的水旋風分離器」有
助改善以往處理工業用水及液體時，只從液體
中分隔出粗大顆粒的情況。透過新式的水旋風
分離器，不但可過濾出澄清液體，更能分選出
大、小顆粒，有助回收貴重固體顆粒及液體。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
於25日邀請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
蒞校演講，以「追尋紀錄片與社會運動的軌
跡」為題，分享從事環保運動與拍攝紀錄片
的理想實踐，並介紹其獲得流浪者計畫之
機，觀摩日本環保運動及實際走訪經典環境
紀錄片現場，表達對社會運動歷史的追尋與
面對未來環境的思考。
「流浪者計畫」提供熱愛創作及社會服務
等領域的年輕人經費，單獨進行60天的自助
旅行。崔愫欣表示，透過出走看世界的契

日期/時間

5/1(二)
12:30、18:30

發光國際 化材系抱回莫斯科發明獎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系副教授
吳容銘連同化材系碩一林昭逸和系友王楚翹於
今年3月，參加2012第15屆莫斯科俄羅斯阿基
米德國際發明展暨發明競賽，憑作品「具過濾
功能的水旋風分離器」勇獲銀獎。化材系系主
任林國賡表示，本次由吳容銘自發參賽，把作
品從學術的發表搬到實際的產業應用舞臺之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858-4.indd 1

語言
戲劇

活動看板

5/2(三)
19:00

給你Egg Ei（給你一個愛）
德文系
外語大樓前廣場 -2012德英復活節尋蛋活動

大傳系
O303

淡江之聲廣播電台「天聲好
手—就等你淡聲」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銀翼的奇術師」
5F多媒體室
大傳系
C011

創映電影公司校園巡迴徵角
活動

5/2(三)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Dynamic Yoga（動態瑜珈)）
SG246

5/3(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偵探們的鎮魂歌」
5F多媒體室

5/3(四)
19:00
5/4(五)
12:30、18:30

能重新思考現實，不再冷漠以待。」
學務處組員葉蕙茹分享，「感受到紀錄片
的力量無遠弗屆，也啟發人類必須去省思環
保問題；更看到崔愫欣實現她的紀錄片夢
時，一步一步所展現出來的毅力與素養，非
常值得我們去學習！」經濟二施冠佑認為，
「透過紀錄片的帶領，讓我們能以較溫和的
方式體會社會運動的領域 」，亦表示大學生
應對於社會運動及環境保護有所作為，多多
關注生活周遭的變化。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水平線上的陰
5F多媒體室 謀」

5/4(五)
15:00

尋寶社
L417

人生換日線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天空的劫難船」
5F多媒體室
體適能有氧社
Body Combat（複習）
SG246

早鳥吃早餐 免費超好康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早起的鳥兒有
免費早餐吃！衛生保健組及膳食督導團將於5
月1日起，一連2天，於早上7時20分至10時10
分，在校園內早餐店（小小麥、月亮咬一口、
全家便利商店、Morning call、傳香飯糰）前免
費提供限量營養早餐，讓大家享受美食、體驗
健康。另外，5月7日至11日有早餐5元折價活
動，14日至18日也有早餐集點換贈品活動喔！

跨國CEO 江子良
一位曾經站在全校演說比賽講臺前，孤
零零接受僅有自己加上導師兩人支持的小
學生，到現在可以舉辦全臺巡迴講座，和
全世界客戶推銷產品、洽談生意，他是一
家跨國網路主機公司3BEST的執行長，資
管二江子良。
來自新竹的公務員家庭，小學五年級
時，從架設網站的電腦課課程中，開啟江
子良對網路的無限好奇心：「那時候學的
只是初階的web1.0靜態網站，但我只要一
對電腦有任何疑問，就會使用Google搜尋
引擎或去書店翻書。」從愛玩網站，到發
現原來建立網站需要網路空間，國中的他
首度架設網路主機Gter Online，抱著做公
益的心態，免費讓用戶租使用網路主機
（Hosting）空間，還會關心用戶的網站流
量，曾為一天瀏覽人數只有2人的血友病
公益網站，改善其網路行銷，為和客戶間
建立合作橋樑，更深得客戶信賴。2010年
從原有基礎創立3BEST，公司人員分佈美
國、臺灣、上海、英國等地，而「3」指
的正是江子良和另外2位好朋友，3人對電
腦網路都研究、觀察多年，各自在日本動
漫、網路空間服務、部落格經營上累積了
許多忠實閱讀者和使用者，累積龐大的人
脈，不僅打開知名度也在長期的經營下，
瞭解站長、網友等不同人有不同的需求，
因此公司一成立就得到許多的支持，剛架
設1個月就湧進600間網站，備受網路產業
的看好。
有著許多改善網路環境的創意想法，江
子良從2010年著手「一個網站，一棵樹」
的理念，用網站來執行節能減碳，讓同業
紛紛仿效，很多網站因此在網頁入口貼上
eco-friendly的標章，也曾因為對聖誕老
人的嚮往，在同年聖誕節號召不同國度的
人，一起來參加全球性的交換禮物活動，
他則負責聯絡物流公司，並指定禮物要在
每個國家的半夜送達。江子良說從來都不
害怕同業抄襲他們的創意，甚至對於對的
事情，例如Green Hosting等環保概念歡迎

年僅20歲的江子良已經是跨國CEO，
他將興趣變成專業，實現青年創業夢想。
效法，他說：「同業想駭入公司電腦，竊取我們的
資料，但是我們的想法都在腦海裡，也沒有編列行
銷支出，靈光一閃想到什麼有趣的創意，再去思考
它的可行性。」
年僅20歲的江子良，要如何在學生和CEO之間
做定位和時間分配？江子良有自己獨特的「時間減
法」的概念，曾經因為忙碌而想像一天如果能有48
小時該有多好，於是他靈機一轉，當作一天的時間
就只有12小時，就會在這段時間執行高效率，注重
每段時間當下的品質，一天的事情就可以達到近乎2
倍的完成率，因此不僅可以兼顧事業和課業，喜歡
旅行的他也經常和朋友一起出遊，玩遍臺灣。
公司規模從30人到210人，從臺灣到全球，江子
良謙虛地表示自己其實很平凡，內心裡面住著一個
「奧客」的他，只要對堅持和喜歡的東西就充滿傻
勁，抱著別人要求100，我就要給你120的精神，不
輕言放棄，今天假使能做出不一樣的成績，也是一
路上從錯誤中做修正，不停的嘗試，他說：「我
只是做平凡的事情，沒有什麼特別的，很多人會問
我為什麼會有這個機會，我只能回答機會是自己找
的，掌握在自己。」
即將出書分享他實現夢想的秘密捷徑，除了當作
一個特別的20歲生日禮物外，也要從自己的真實經
驗中，提醒所有和他一樣平凡的人一件事：「如果
你發現你的想法與人不同，先不要懷疑自己，也許
是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已經改變，卻沒有人打電話
告訴你。」（文／賴奕安、攝影／謝佩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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