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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一曹郁翔：可以不要收到二一通知單嗎？

社團英雄現身成果展 見證淡江社團活力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衝吧！社團超人英雄！」
課外活動輔導組即日起至17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一樓社辦廣
場，舉辦100學年度社團課程成果展呈現本年度的課程實施概
況，並頒予各社團認證長感謝狀，以玆鼓勵。課外組組長曲
冠勇表示，以往各社團會舉辦自己的成果展，「本次成果展
將是推動學分化後首度聚集全數社團一同展出，深化社團學
習成果，展現社團核心價值。」一同見證社團成長！
配合「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企畫書徵文比賽，會中展示

活動企畫書，讓全校師生投票，票選出最佳企畫書；課外組
亦安排趣味動態賽，包含「團隊彈珠檯」、「溝通表達釣蝦
趣」等5項包含社團建構元素的關卡，邀請學生、社團組隊
挑戰，展現社團人團結的精神！16日晚間7時的「社團TA晚
會」更將場景拉至竹圍農場，用社團必備「經典橋段」營火
晚會來頒發優秀TA證書，感謝社團TA於社團學習與實作課
程中的付出與配合，鼓勵社團超人英雄！衝吧！

【記者藍硯琳、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防護團於8日上
午，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工學大樓前廣場、蛋捲廣場等周邊
區域，舉行101學年度「常年訓練暨災害防救教育」，並首次
於新教育館實施逃生演練，讓師生透過實際的防災演習，熟
悉校園逃生及應變的反應。身為防護團副團長的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表示，「存有居安思危的思考十分重要。」希望透過
防護團的演練，如滅火器、升降系統等操作，體驗臨場感及
當機立斷的能力，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研習活動更特別邀
請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副局長官政哲蒞校演講，針對反恐策略
及國土安全進行災害應變專題講座，分析國際情勢及重大災
害所引發的效應，他表示，「反恐通常是伴隨災害的發生，
因此事先的風險管理與應變思維十分重要」，也期望能建立
緊急應變體系，迅速掌握局勢。
新教育館進行的
逃生演練，是模
擬館內因地震坍
塌進而引起火災
的狀況，並設下
電線走火、學生
遭書櫃壓傷和受
困電梯等3種事
首次在新教育館進行防災演練，師生 件，並逐一進行
危機處理，而師
共同模擬危機處理。（攝影／謝佩穎）
生透過警報系統
的啓動，一一向外逃生。參與演練的教心所碩一吳佳娟表示
透過練習，在聽見警報聲響起，就能及時反應要關電源、護
著頭部躲於牆角等求生技能。
此次防護宣傳與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合作，於圖書館前舉辦
消防器材、逃生設備體驗活動，以及防災宣導。體驗在濃煙
中逃生的統計四王治皓表示，先前消防員指導的火場逃生守
則「低、沿、找、逃」很重要，體驗過後更覺得消防員平常

音樂態度
金韶得獎全國遍地開花

第二十四屆金韶獎決賽於4日晚上唱翻學生
活動中心！本屆評審請到了知名音樂製作人鍾成
虎、河岸留言創辦人林正如、頂尖吉他手黃忠
岳、知名作曲家陳建騏和玩耳音樂有限公司負責
人董運昌，開賽前評審老師們都不約而同地表示
希望看到同學能有創意的表現，並且散發獨特的
個人魅力。除了本校的好聲音外，前來參賽的高
手更是來自全台各地，中興大學應用經濟二的王
彙筑用渾厚的中性音色重新詮釋蘇格蘭歌手KT
Tunstall的〈Suddenly I see〉，不只驚艷全場也摘
下了獨唱組的冠軍頭銜。
重對唱組更是完全打破校園藩籬，獲得前2名
的團體分別是來自逢甲大學電聲碩一陳世錦等3
位同學所帶來的〈黑孔雀〉和政治大學經濟三馬
煒甯等3位同學所帶來的〈SHY BOY〉。在創作
組的部分，結合火車、夢想和愛情等3項元素的
歌詞，讓中原大學電機系廖國凱創作的〈三號月
台〉登上該組第1名的寶座。人氣紅不讓的熱春
天樂團不只讓全場歡呼聲不斷，他們所創作的
〈黑騎士〉也把創作組的最佳編曲獎留在淡江。
睽違10多年後，再次擔任金韶獎評審的董運昌表
示：「在淡江玩音樂的同學一直都具有獨特的氣
質也特別的歡樂，或許是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
開心的大學生活，讓同學隨時都充滿浪漫的音樂
養分，流行音樂界中的淡江人都十分具有代表
性。」比賽結束後，藝人魏如萱和上屆金韶獎
創作組冠軍Vast & Hazy樂團的演出也都獲得滿堂
彩。財金二林思宇說：「淡江的同學沒有拿到太
多獎項覺得有點可惜，但比賽不是最重要的，因
為這是場很精采的音樂演出。」（文／吳文凱、
攝影／謝佩穎）

在濃煙密布的環境下救災，「真
的很不簡單！」體驗消防栓操作
的產經四謝一遜說道，「由於家
中有消防栓設備，體驗過後有了
經驗，以後若遇到有火災發生就
懂得怎麼使用了」，他強調，消
防隊救災時的水壓比體驗時的更
強，又要持續灌救更久的時間，
「消防員們實在辛苦了！」教
官夏紹俊表示，這次的活動為
自由參與的
體驗，吸引許多在外租屋的學生及附
近居民主動發
問和學習預防的知識，進而提升防災
的成效。他認
為，「災害的發生充滿不確定性，但我們可以透過練習來降
低緊張與慌亂。」

交通安全大檢驗 持續創造優質校園環境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於11日召開
「101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評鑑」，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兼交
通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高柏園、學務長兼交安會執行祕書柯志恩
等皆出席，會中邀請101年度教育部交通安全教育評鑑委員會委
員蒞校訪視並進行評鑑。張校長表示，本校秉持全面品質管理的
精神，持續改善校園環境，掌握師生整體安全，「希望創造更優
良的校園環境。」
大專組評鑑召集人暨國立交通大學運管系教授吳宗修提及，臺
灣去年平均有180位大學生死於車禍意外，學校校內外的交通安
全不容忽視。生輔組組長李進泰針對本校環境、校園周邊主要道
路，以及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宣導、管制與維護等進行簡報，委員
們實地勘察本校交通安全教育設施環境、查閱評鑑書面資料並與
師生訪談後即進行綜合座談，各委員皆肯定本校在交通安全教育
上的努力與成果，如辦理防衛駕駛講座等，亦對本校提出幾點建
議，如希望在校內人行道與車行道的空間設計上做明顯區隔，以
保護行人安全。

【記者歐書函、李亞庭淡水校
園報導】媽媽我愛你，勇敢
秀出真心情！為感謝媽媽的辛
勞，許
多社團皆舉辦母親節相關活動。
首先開跑的「卡片傳恩情-讓卡片乘著白鴿飛翔」活
動，於上月30日，由福智青年社、資管系系學會及土木
系系學會合辦，用卡片大聲說出對媽媽的愛！福智青年
社社長會計三柯彥嘉說，「活動才3天就已經發出700多
張卡片！有同學一人拿了20張去寫，還有幾個熟面孔每
年都來參加活動，相當踴躍。」資管系系學會會長資管
三陳鈺薇表示，還能免費寄到國外，「因此有僑生每年
都來寫卡片寄回故鄉！」
愛心無限！「溫馨五月天，我不願讓你一個人」樸毅
青年團與華山文化基金會合作，於7日至11日在海報街
愛心募款擺攤，為獨自住在鐵皮屋的蔡爺爺與眼睛病變
需要手術治療的張奶奶募捐，並招募愛心服務員，將於
19日與樸毅團員們一起至淡水的獨居老人家中送愛心，
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研發長康尚文慷慨解
囊、率先捐款，鼓勵大家一起分享愛。活動總召公行三
洪祥瑀表示：「希望藉活動將對父母的愛擴大出去，讓
獨居老人不再孤單希望能將愛心傳達。」
接力上場的僕人領袖社於11日在文館
3 樓
外，舉辦第一屆Come on!Call MOM系
列
貼紙發放活動，期望藉由發放貼紙讓
大
家張貼在包包或是隨身物品上，提
醒大家平常能夠多多關心身邊的親
人。
女學生捧著康乃馨要對媽媽
說出：「媽，我愛你！」（攝影
／鄧翔）

跆拳道校隊 大專盃大放異彩

【記者夏天然、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101年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於9號落幕，本校獲得1金9銀9銅，共計18面獎
牌。今年賽果以跆拳道隊表現搶眼，拿下1金1銀3銅的好成
績。老將機電研一王永勛奪得大專盃跆拳道87公斤男子組
金牌。這是他為本校奪得的第3面金牌，他表示，雖然本次
比賽過程並不順利，身體上有多處掛彩，但他依然堅持到
底，力拚冠軍。獲得跆拳道女子組46公斤項目銀牌的資傳
二蔡昀芮說：「賽程中遇到最大的挫折便是『恐懼』，適
時調適心情非常的重要。」同時，她認為女生在練習跆拳
道上相對的要比男生付出更多體力和心力，校隊準備下學
期對女生加強訓練，固定每天晨跑提高耐力。

歐盟週開幕音樂會 別具歐風

【記者宋可麗淡水校園報導】為增進
本校師生對歐洲國家的認識，歐洲研究
所、歐盟研究中心，以及覺生紀念圖書
館共同舉辦第四屆歐盟週系列活動，並
於9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開幕音樂會。
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以音樂會揭開
序幕，突顯歐洲藝術特色。臺灣歐盟中
心副主任甘逸驊則稱讚本校具有遠見，
於1971年成立國內第一個歐洲研究所，
使得研究人員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
廣，「希冀未來本校歐研所能成為亞洲
國家研究歐洲地區的重鎮。」

本次音樂會請到愛樂101室內樂團表演
出長笛與人體打擊B-BOX的結合，及具
現代與古典的衝擊感，十分新穎！長笛
演奏者華佩表示，以前在法國唸書時，
到處都可看到街頭藝人演奏各式各樣的
樂器，所以想別出心裁，邀請台灣2006
年Beatbox大賽冠軍李昶俊當她的伙伴。
用一張嘴巴就能發出好幾個聲道且極具
技術性的聲音，穿梭兩個對比的時間與
空間，讓全場師生們沉浸在美好的音樂
之中！

文化之旅 境外生深度體驗蘭陽風光

【記者吳文凱淡水校園報導】由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所舉辦的「2012春季境外學生文化之旅」於
5日帶領60名同學進行一場宜蘭深度旅遊，國際
大使團和麗澤國際學舍學生也同行協助。全程參
與的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此次行程特別
境外生遊宜蘭，和臺灣學生騎 注重文化面，也有許多臺灣同學參加，期盼能增
鐵馬體驗蘭陽風光。（攝影／李 進彼此的認識。
鎮亞）
首站來到冬山河農莊搭乘環保太陽能電動船，
欣賞冬山河美麗風光，接著騎乘自行車感受蘭陽平原的舒爽天氣。大陸復旦大學交
換生財金一趙思潔說：「在大陸常騎自行車，這是來臺灣後的第一次，覺得很開
心。」之後參訪噶瑪蘭族36社中，保存最為完整的流流社，品嚐傳統點心和具有特
殊味道的噶瑪蘭茶；午餐則在龍之園餐廳體驗農家生活。來自日本的華語中心學生
衫上尚說：「之前來過宜蘭，但拿著大碗公吃飯還是第一次，很好吃也很好玩。」
下午行程前往博士鴨觀光工廠認識養鴨文化，壓軸的蘭陽博物館完整呈現宜蘭發展
歷程。來自大陸福建的資工一姚鴻說，「蘭陽博物館讓我瞭解宜蘭文化資源多麼豐
富，以後要再來宜蘭走走！」

實驗劇團畢業公演 真情流露超催淚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實驗劇團於5日至7日演出畢業製作
〈RETURN〉。改編自台南人劇團劇
本，〈RETURN〉以門把為伏筆，開啟
時空之門，讓抱著遺憾的人有解開心頭
之結的機會。公行四楊政凱表示，融合
音樂劇形式無論在視覺還是聽覺都很有
感觸，女主角最後的真情流露的哭戲，
真的很感動。女主角國企四邱詠伶表
示，劇中婚禮時突聞母親過世的橋段，
強烈的情緒轉變，是很大的挑戰，但在

台上看著台下的觀眾，開始回想起甫入
實驗劇團的模樣，如今自己畢業在即，
希望未來的實驗劇團可以越來越好。

撞球足球公開賽 報名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由體育
事務處主辦的100學年度全校撞球和足球
公開賽報名開始！撞球比賽將於30日舉
行，報名截止至29日。而足球賽於28日舉
行，報名截止至18日，詳情洽體育處網站
（http://www.sports.tku.edu.tw/）。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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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圖書館前的逃生
設備體驗，女同學大
膽嘗試。（攝影／謝
佩穎）

防護團防災演練 新教育館：準備好了

大聲說出 媽媽我愛你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14(一)
09:00

住輔組
海報街、Q409

5/14(一)
10:00
5/14(一)
10:10
5/14(一)
12:30、18:30

活動名稱

「停看聽」租屋博覽會
100學年度春暉週暨五反宣導

春暉社
成果展「Sunny Internet 連結
覺軒花園展覽廳

五反零距離」
「如何解讀和運用外交辭
美洲所
令─外交官的談話技巧」
圖書館2F閱活區
新書發表會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博士熱愛的算
5F多媒體室 式」

5/15(二)
10:00

諮輔組
福園廣場

傳遞陽光你我他-卡片傳情
大募集

5/15(二)
12:00

成教部
黑天鵝展示廳

2012遊學展暨第9屆地球
村博覽會

5/15(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初戀風暴」

5/15(二)
19:00

課外組
Q409

5/15(二)
19:00

尋寶社
L417

如果沒有妳ALIFE WORTH
GIVING

5/16(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綠光戰警」

5/16(三)
18:10

諮輔組
L416

淡江夢想家系列電影賞析
播放影片「小孩不笨」

5/16(三)
19:00

俄文系
實驗劇場

戲劇季/Fun劇場
節前那個夜晚

5/16(三)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ODY PUMP

5/17(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靠爸行不行」

5/17(四)
18:10

法文系
I201

5/17(四)
18:10

諮輔組
L304

5/18(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麥克邁：超能壞
蛋」

5/18(五)
15:0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ODY STEP(複習)

5/18(五)
19:00

英文系
實驗劇場

戲劇季/Fun劇場
別(Farewell)

5/19(六)
08:20

啟明社
鶯歌

國外打工度假校園巡迴分享
會

劇目：聖誕

朗讀之夜
淡江夢想家系列電影賞析
播放影片「聽說」

劇目：告‧

鶯歌知性之旅

教長宣布 101上學雜費凍漲

【本報訊】根據教育部長蔣偉寧於2日宣布
101學年上學期學雜費凍漲，明年2月起的下學
期則依新機制調整。有關本報859期4版報導學
雜費新聞，財務處來函說明及更正如下：本校
財務長顏信輝於班代表座談會表示，本校101學
年度第一學期學雜費、宿舍費用將不會調升，
另於101學年度第2學期是否調整學雜費或宿舍
費，將依教育部規定及本校財務狀況後再議。

全球同步 518國際博物館日

大外盃 首投冠軍留在淡江
首屆大外盃邀請賽於5日、6日在淡水校
園展開，由英文系系學會主辦，超過20餘所
大專院校共同切磋排球、籃球球技，在球場
揮灑熱血！首辦大外盃，淡江健兒很爭氣，
把大獎留下！排球男子組、女子組冠軍分別
為淡江英文、台大外語；籃球男子組與女子
組則由銘傳應英A隊與淡江英文奪冠，活動總
召英文二羅亦琮表示：「首次舉辦難免經驗
不足，感謝所有工作人員的投入，希望未來
能持續舉辦，讓更多喜愛運動的球隊來此切
磋競技。」（文／李亞庭、攝影／謝佩穎）

宅也出頭天 300人競電玩大賽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電機
系、物理系和機電系4個系學會聯手舉辦電玩比
賽，將「宅」進行到底！經過2個月的籌備，
「Rc語音校際盃－淡江大學首屆電子競技大
賽」於上月28日正式舉行決賽，報名參賽的隊
伍高達62隊，超過300名學生，證明他們的想法
得到了學生的支持，可謂在淡江頭上「宅」出
一片天！。
比賽以電玩遊戲「英雄聯盟」為主軸，5人
組成一隊的形式，在大田寮光纖網路館互相較
量。最後大賽冠軍由電機三陸彥樺等5人組成的
隊伍「teemo shift+4笑到崩潰」奪得。
資工系系學會會長資工三李友群回想，當初
只因突發奇想就號召好友，籌備本次比賽，他
表示首次把電玩變成正式的大型活動，是希望
聚集更多志同道合的學生「宅」一起玩電動，
讓比賽變得更好玩！電機系系學會會長電機三
王善宏則認為，畢竟學校以前沒有舉辦過類似
的活動，對學生是個全新的嘗試。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每年5月18日為
國際博物館協會制定的「國際博物館日」。本
校海事博物館特與全球的博物館同慶「博物館
日」，凡於18日前往海博館參觀，便可獲得特
製明信片一套，送完為止！另外，海博館誠徵
導覽員，凡是對於船艦歷史或海洋相關事務有
興趣的大一、大二同學，皆可報名。報名至20
日截止，歡迎至海博館1樓服務台登記。

盲資中心 徵文比賽開跑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盲生資源中心
舉辦徵文活動，徵稿內容為與身障相關題材的
散文，全校教職員生皆可投稿，至17日截止。
主辦單位將挑選出前3名以及佳作，於6月1日
公布結果。欲投稿者可將作品以Word檔，寄至
klug@batol.net信箱，或是直接將稿件交至商管
B125盲生資源中心。

日本姊妹校青山學院大學 說明會

【記者吳文凱淡水校園報導】日本姊妹校青
山學院大學將於16日上午10點在驚聲大樓10樓
國際處交易廳舉辦留學說明會。會中將介紹青
山學院大學的各科系、學費和入學考試等資
訊。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踴躍參加，詳洽國際
處，分機2003。

學生團體保險 公開評選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事務處
生輔組主辦的「101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公司
公開評選」開跑！凡經金管會審核且通過成立
之人壽保險公司皆可參與投標。欲參與評選的
保險公司，需詳列保險契約、申請文件及奉准
保單條款等資料，且於18日前繳交相關文件，
密封後郵寄或親送至生輔組。詳情請洽學務處
網站（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service_
news_detail.jsp?sectionId=2&newsId=10978）或
撥校內分機2217洽生輔組組員許之榕。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2012/5/11 下午 07:3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