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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文四袁子珺：畢業考週，準備淡定一下囉！

校長張家宜（右）率領校
隊進入大運會會場，全場歡
呼。（圖／體育事務處提供）

體育好手爭榮耀 大運會19獎 水運會女泳者出頭
大運會選手力拚 總獎牌數全國第9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淡江運動員，挑戰金
牌，好拚！本校代表隊在全國大專運動會表現優異，於
119所大專校院中，獲1金9銀9銅，共19面獎牌，總獎牌
數擠身全國第9，成為體院之外表現亮眼的新星。除了
獎牌數，參賽的11支代表隊人數高達131人。4日在義守
大學舉行的開幕典禮上，校長張家宜也親臨現場，展現
對體育盛事的支持，並與同學們一起繞場，引起全場歡
呼。體育事務處體育長蕭淑芬表示，十分感謝教練們一
整年度的努力與付出，「淡江重視同學在體育活動上的
普遍性發展，本次大專運動會裡參與的11個項目中有8
項都得到前7名的成績，6個項目得到獎牌，說明本校不
只挖掘單一項目的選手，而是讓同學們充分發揮潛力，

享受體育的樂趣。」
面對全國各路高手，校隊揮汗迎戰，在金牌爭奪戰奮力
一搏。擊劍隊軍刀個人準決賽時，隊長土木三蔡牧蓁雙腳
抽筋，可是在學長姐和老師的按摩舒緩，她再次站起來迎
戰對手獲得銀牌。拿下100公尺蝶式、200公尺混合雙面銀
牌的泳隊中文三黃新智表示，面對金牌戰，雖然敗陣，但
更懂得面對失敗及高壓。獲個人對打第2量級的空手道校
隊公行進學三潘柏圻表示，一路上都很快打倒對手，雖然
金牌對手實力比去年強很多，但仍努力對抗，堅持到底。
蕭淑芬分析賽果，不少選手們離金牌只有一步之遙，鑑
於很多優秀選手都畢業，在某些比賽項目上的斷層，經過
對新選手的培養，「下次的大運會我們會表現得更好。」
她更表示，學校目前以豐富的體育課程培養一般選手；以
校隊培養頂尖選手，「學校將提供獲得大專盃獎牌的選手
獎學金，藉此激發學生在場上全力衝刺。」

水運會今年女泳選手新亮點
【記者夏天然、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炎熱夏日的清涼
衝擊！100學年度水上運動會於16日在紹謨紀念游泳館舉
行。體育事務處講師陳瑞辰表示，水運會促成全校教職員
工生對水域活動的參與，除了培養團隊默契和凝聚力，也
讓大家從中得到樂趣。
男子競賽組中, 棒球隊的運管二洪瀚拿下兩金，分別是

9千人化身社團超人 馮燕讚：社團活力十足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衝吧！社團超人英
雄！」課外活動輔導組於14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1樓社辦
廣場，舉辦100學年度社團課程成果展，開幕儀式由校長
張家宜主持，她表示，本校社團發展非常有口碑，社團學
分化後，參與人數由2千多人大幅成長到9千多人，「而活
動的質量更加重要，是未來努力的方向。」張校長期許社
團成果展將優良傳統傳承下去，藉由經驗交流使社團活動
達到更高的境界，更肯定，「本校的社團在全國有特別的
地位。」
獲頒社團認證長感謝狀的微光現代詩社社長中文三洪崇
德表示，社團必修的第1屆，多了活動認證的業務，「雖
然辛苦，但是回頭看看這一年的豐碩成果，一切辛勞都值
得。」課外組亦安排趣味動態賽，包含「步步高升」、
「飆速推車王」等趣味動態競賽，在「步步高升」奪得冠
軍的小組成員水環一陳學霖表示，雖然很累，不過拿到冠
軍、還獲得圖書禮卷作為獎勵，「十分開心，感覺剛剛的
辛苦都值得了，下次若有機會一定會再參加！」而16日的
「社團TA晚會」在竹圍農場舉行，在熱鬧的營火晚會裡
頒發證書給社團TA，並感謝他們在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

中的付出與配合。
17日更配合北一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
全體學生事務長蒞臨本校參訪，安排各校來訪人員參觀課
外組辦公環境、繞經各社團的辦公室，再抵達社團成果展
的會場。由學務長柯志恩向來賓分享社團學分化的歷程，
柯志恩表示，本校社團數量已達199個，本學期末更有16
個新社團提出創社申請，而大一新生也必須修習「社團學
習與實作」課程，一學期總共要開88門課程，並且斥資逾
500萬，盼經歷18週的課程後，能培養出同學社團活動的
企劃能力。
北一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協調聯絡中心召集人、臺灣大
學學務長馮燕表示，「社團必修化是個大膽的決策。」而
淡江社團也讓人感到活力十足，9大屬性的願景明確，發
展上有了目標會更蓬勃、更能以興趣取向選擇社團，豐富
社團生活；清華大學學務長呂平江則認為，學生沉迷在網
路上，社團熱忱度下降時，而淡江的必修化的政策，增加
參與人數，可見淡江在社團的領域十分用心，他強調「學
生希望學校管理少一點，但經費補助要多一點，如何取得
平衡是當前最大的課題，會再安排來淡江交流。」

50m自由式和50m蝶式，他表示，當天連比2項競賽，中間休息
只有幾分鐘，很擔心體力不足的問題，「沒想到能突破限制贏
得冠軍，獎金打算請棒球隊吃雞排。」女子競賽組中，英文二
葉屏吾拿下100m自由式、50m自由式和100m蛙式的3項冠軍，
是本屆水運會最大贏家，去年也有參賽的她表示，今年度高手
雲集，每個項目都比得很激烈，「賽前有做間歇練習，提升心
肺功能，不然連比3個項目體力會難以負荷。」
教職員工競賽中，資訊處技士陳宜佩和徐慧如，雙雙打破女
教職員工組50m蛙式記錄，曾是本校游泳校隊的陳宜佩，很訝
異破大會紀錄，說：「今年有些專案因參賽人數不足而取消，
希望明年能有更多同仁能一起參與。」
趣味競賽部分，水上救生社和游泳隊表現亮眼。航太三麥耘
菁不僅在個人競賽項目拿了2金1銅，還和其他7名航太三女生
組隊報名參加所有趣味競賽項目，勇奪划船競速和水中尋寶的
冠軍。在男生組中，由游泳隊和水上救生社混搭組成的Crazy
human，奪得500m自由式接力、打水接力、同舟共濟、划船競
速4項冠軍，
在同舟共濟比
賽中，浮板上
2人僅憑單手
奮勇滑水，前
50米竟把後面
負責推動浮板
的同伴遠遠甩
在後面，速度
奇快，引起全
水運會女泳者奮力參與划船競速，技術不
場轟動。
輸男選手。（攝影／羅廣群）

租屋博覽會把關優良房東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住輔組於14日至16日在海報街
舉辦「停看聽租屋博覽會」，活動負責人學務創新人員李展蝶
表示：「希望藉由此活動，讓學生瞭解消防安全與租屋相關法
律問題對在外住宿的重要性。」除了在海報街設攤供同學諮詢
租屋相關資訊，亦與崔媽媽基金會合作，邀請法律義務顧問向
同學做租賃契約細節說明，崔媽媽基金會總務室主任兼法務組
組長曹筱筠認為：「透過這次活動可幫助同學瞭解租屋的權利
義務，讓在外住宿同學多一層保障。」
博覽會期間有住輔組登記之優良房東駐點，工管系（今企管
系）校友大忠街房東康滄洋表示：「身為淡江校友，所以更關
心學生的租屋安全。」住輔組嚴格把關，不僅申請之房東需繳
交房屋權狀與身分證明，住輔組亦安排實地訪視，檢查住家周
遭消防安全等，替同學做第一道防線，通過審核者才可對外公
布，讓同學租屋安全無虞，欲對租屋資訊做瞭解，同學可上住
輔組網站（http://163.13.152.5/rent/#）查詢相關資訊，使用過
租屋網站的資管二謝孟娟表示：「住輔組網站提供之優良房東
有房屋安全檢測真好！有學校的保障比較安心！」

水環系 機電系

資工財金外語學院
【記者歐書函、吳泳欣、李亞庭淡水校園報
導】系學會發威，舉辦特色活動，白天學術、晚
間以晚會熱情開唱，連3幾場越夜越美，展現系
所活力！
14日登場於黑天鵝展示廳的「2012資訊週」，
會上展示學生研究成果，以及與Smart TV Apps
合作的學生創意文案比賽作品；也舉行2場的產
學合作論壇，包括程曦資訊、敦陽科技和友旺科
技等6所企業的代表，還有來自北京交通大學、
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和校內的多位教授皆
共襄盛舉。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很高興接到許
多廠商反映與資工系正進行實際的合作，更讚揚
系上落實產學合作的表現十分出色；另外，監委
趙榮耀在致詞時也讚揚在師生共同努力下，科研
成果或教學等方面都有明顯的進步，期望系上與
業界能繼續有密切的合作。
14日晚間於活動中心舉辦2012資工之夜，結合
公益邀請歌手梁文音以伊甸基金會守護天使的身
份，呼籲「一塊捐伊甸，一塊做善事」，她表示
殘疾人士是社會上的慢飛天使，期望大眾多給予
關懷。大傳二古舒云表示，能夠一邊看表演一邊
做善事，娛樂之餘十分有意義。
接著登場的是財金系15日舉辦財金之夜，由男
子歌手組合「自由發揮」擔任主持，現場觀眾笑
聲不斷！晚會同時舉辦歌唱比賽，其中財金三盧
彥廷以澎湃的情感演繹「你到底愛誰」一曲，讓
現場觀眾拍案叫絕，奪下了比賽第一名。歌手倪

3晚會接力連番唱
安東壓軸表演，與臺下觀眾握手，讓全場觀眾陷
入一片瘋狂之中。本身是倪安東粉絲的大陸財金
交流生黃筱棠表示，一般而言在大陸學校舉辦活
動會邀請明星的機會少之又少，而在臺灣可以透
過大小活動與明星見面，感到非常高興。
外語學院6系聯合舉辦「外語之夜」17日熱力
登場，首辦購票即贈「環保杯」活動，吸引6百
多名學生參加。最受矚目的院花、院草選拔賽，
各系候選人展開拉鋸戰，此次票選方式採用全校
投票與現場投票2種，各佔60%與40%。全校投票
階段，院草原由法文系系草法文二楊凱翔領先，
最後外語之夜票選結果大翻盤！由德文三羅光
軒、德文一陳姿希稱王奪后，院花男友更上臺獻
花，讓陳姿希十分驚喜。後半段歌手表演由蔡詩
蕓率先登場，一連3首西洋歌，並以各國語言向
同學們問候，展現對外語的熱愛；新人歌手李沛
瑋在淡江初展歌喉，帶著同學一起舉手打拍子；
接著歌手李佳薇一曲「煎熬」飆高音讓全場尖叫
聲連連，她更親切地拿起同學相機來個大合照，
讓大家為之瘋狂，直喊「李佳薇，我愛你！」歌
手陳勢安以一曲「天后」掀起晚會另一波高潮；
嘻哈歌手蛋堡帶同學一起玩嘻哈；壓軸歌手韋禮
安則和大家一同大合唱，螢光棒海隨著旋律搖
擺，為外語之夜拉下完美的謝幕。日文一鄭絜予
興奮說道：「李佳薇飆高音真的太厲害，聽得我
雞皮疙瘩都起來了！下次還要再來參加！」

競爭激烈的外語學院院花院草，由德文三羅光軒（右）及德文一陳姿希
（左）摘冠。（攝影／鄧翔）

眾歌手雲集淡江，High翻活動中心。左
起：自由發揮、克羅德、韋禮安、梁文音（攝
影／林俊耀、劉代揚、羅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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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教室 校外參訪跳脫學習框架

【記者李亞庭、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系所學習走出教室，專業更深
化！水環系與機電系在系上教授帶領下，分別於8日及11日前往湖山水庫
與聯合報，跳出所學框架，努力向外拓展視野！
透過系友中區水資源局局長鍾朝恭熱心促成，水環系系主任李奇旺帶領
120位學生於8日造訪雲林縣湖山水庫，了解工程的進行狀況和參觀當地的
人工保育區。李奇旺表示，期望參訪讓學生了解人類建設與生態保育並存
的概念。
湖山水庫2001年規劃後一直受到外界爭議，質疑其建設目的及危害生態
保育等問題，目前工程仍在施工當中。鍾朝恭為學生介紹水庫的建造情
況，包括為解決生態保育問題，在水庫施工前，耗資2億臺幣建造人工保
育區；接著又依據水環的知識，解釋水庫建成後的儲水空間，僅足以提供
民生使用，反駁興建水庫以供應工業用水的說法。水環碩一陳翊君表示，
從參訪過程中了解到水庫工程在保育方面的用心，例如對建設土地上的樹
木以整棵轉移取代砍伐的方式。至於水環碩一林智偉則表示，期望目睹水
庫建造完成後的全貌，此次參訪沒有達成心願，有點可惜。
機電系兼任教授孫國華帶領「能源與環保進階」修課學生前往聯合報系
參觀，孫國華表示：「現今科技發展迅速，研究所學生容易受限於所學知
識，因此帶領學生參觀企業，期望學生能瞭解市場趨勢，拓展視野。」機
電碩一張宇勝表示，很榮幸可看到多媒體在科技上的成就，加上副社長的
詳細解說，收穫豐富。

春暉五反 遠離誘惑 珍惜生命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度春暉週暨五反宣導成果展
「Sunny Internet 連結五反零距離」14日於覺軒花園展示廳舉行。行政副
校長高柏園、總教官陳國樑、生輔組組長李進泰等師長皆到場支持。高柏
園十分肯定春暉社的努力，亦期望能透過理性的宣導及多元的活動，讓生
命有更多正面的學習，遠離煙害，提升心靈健康。
成果展以春暉社社員所製作的影片拉開序幕，並以有趣的角色扮演傳達
「反煙、酒、藥物濫用、愛滋、檳榔」等五反觀念，呼籲學生遠離誘惑，
珍惜生命的價值。活動中頒發績優人員獎狀給予鼓勵，並由高副校長帶領
宣誓，傳達五反的決心，期望校園無煙害，並建立健康的學習環境。而此
次活動以靜態的展覽及體驗遊戲為主軸，分享至國小宣教、校園安全宣
導、帶動中小學等活動心得，並提供五反大富翁、套圈圈等小遊戲給與參
觀學生不同的體驗，透過互動遊戲的方式學習正確的知識及觀念。
春暉社社長化材二黃彥翔表示：「此次成果展搭配影片及遊戲的進行，
就是希望能以更活潑、生動的方式讓大家知道『五反』的重要性及意
義。」教官梁平和則認為，多數人存有正義之心，但卻不敢勸阻吸煙者的
行為，任由煙害持續蔓延。其呼籲全校師生全力的支持，並以實際的行動
維護校園環境，「讓好的觀念彰顯出來。」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5/21(一)
08:00

諮輔組
線上參加

小心愛情恐怖份子-線上有獎
徵答(http://163.13.223.31)

5/21(一)
10:00

實驗劇團
商館前

實驗劇團期末公演售票

5/21(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證明我愛你」

5/21(一)
19:30

通核中心 2012淡江音樂季「美聲悠揚
文錙音樂廳 在淡江」

5/22(二)
12:20

正智佛學社
黑天鵝展示廳

5/22(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超速先生」

5/23(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破綻」

5/23(三)
13:00

衛生保健組
M111

健康保健活動－骨密檢測

5/23(三)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NTC

5/24(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雷神索爾」

5/24(四)
13:00

「隨心所欲 心饗素成」浴
佛節暨素食展

衛生保健組 健康保健活動－骨密檢測
M111

5/24(四)
18:30

彩妝社
E301

5/24(四)
19:30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廳

5/25(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現代驅魔師」

5/25(五)
15:0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NTC複習

5/25(五)
18:10

公關社
淡江之星歌唱大賽－決賽
文錙音樂廳

5/26(六)
09:00

諮輔組
線上報名

5/26(六)
09:00

諮輔組
線上報名

姊妹1+1 校園午茶日
2012淡江音樂季「長笛、雙
簧管與鋼琴的對話」

發掘你的太陽能量(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ASCX20120507)
「探索同志愛」成長工作坊
(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aacx20120526)

源汁原味 部落重現
淡江的原住民們覺醒吧！源社於11日穿
上各族傳統服飾，首次將部落裡原汁原味
的舞蹈搬到文錙音樂廳，精采展現出原住民
族的魅力。源社社長公行三胡靜怡表示，這
次主題「源味覺醒」希望讓大家看見淡江的
原住民同學，對原住民的文化更有了解。
（文、攝影／謝佩穎）

為母親演奏一曲優美弦樂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母親節要怎
麼陪媽媽慶祝？弦樂社分別在5日和13日到訪
淡水鄧公國小和蘆洲寶石典藏家社區，獻上
悠揚樂曲給天下所有母親，一切只為了讓媽
媽們開心。懷舊情歌「月亮代表我的心」、
「望春風」獻給上年紀的媽媽們正好合適；
要配合年輕媽媽的口味，也有流行曲「Love
Story」和感人電影主題目「My Heart Will Go
On」；至於不懂情歌的小朋友，也可以與
媽媽一同聆賞電影「天空之城」和「神隱少
女」主題曲。
社員運管一呂孟軒則表示，在表演時可以
感受到社區居民的熱情，而戶外演奏也讓他
累積到更多不一樣的表演經驗。

權益之聲 捍衛你的安全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於今
日(21日)舉辦「權益之聲」活動。其中「校
園安全輿圖」將在今日至24日在商館3樓前擺
攤，從早上10時至下午4時。透過淡水校園的
大地圖，讓每個人更了解校園角落，並用標
籤寫下認為哪裡最危險，進而組成一幅「淡
大校園安全輿圖」，也將對校方提出解決方
法，推動校園安全，讓全校一同監督校園安
全計劃。
另外兩場「權益講座」，在23日及24日下午
6時30分於Q409開放進場，主題分別是中華國
際人權促進會所帶來的「人權的故事」，以
及大學學生權利調查評鑑小組的「學生處境
與學生權利」，希望藉此探討權利的來源與
限制等議題。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2012/5/18 下午 07:40: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