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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碩二李彥勳：畢業的味道，只能品乓(香)了Ｔ＿>Ｔ

英文檢定獎勵分數創新高
劍拔弩張

劍道邀請賽狂掃三獎
由體育處主辦，劍道社、劍道隊承辦的「第27
屆全國大專盃劍道邀請賽競賽」於20日在紹謨紀念
體育館舉行，共16所來自全國的大專院校，在此展
開精彩賽事！今年本校再創佳績，女子團體得分賽
和過關賽分別摘下冠、亞軍，男子團體得分賽也得
到殿軍。總務長鄭晃二在開幕時表示，劍道必須經
過長時間的訓練與準備，大家現在的努力必定能對
未來的職場就業有所幫助，並勉勵所有選手繼續努
力學習，爭取更好的成績。
男子團體在得分賽一路奮鬥，幸運的抽籤進入4
強，雖然遇到強敵，但也努力的爭取到殿軍之位！
女子團體在得分賽，很順利的一路晉級獲得冠軍，
過關賽也在敗部復活賽中贏得晉級的機會，最後也
獲得了亞軍的佳績！
劍道社社長統計三蕭逸凱表示，賽前的籌備遇到
了許多問題，但感謝體育處支持與社員的努力與熱
情參與，才能順利完成這次的活動並獲得佳績。未
來希望女子隊能繼續延續這股氣勢，在下學期的大
專盃也順利奪冠！在賽中一共打敗5名對手的公行
三何崇德表示，以前在隊中的表現並沒有很突出，
經過努力的練習和隊友們的加油，才能成功打敗對
手，「很感謝教練的用心照顧，才會有今天這樣的
成績。」（文／趙巧婷、潘倩 彣、攝影／劉代揚）

大專盃撞球賽 強敵環繞力拚亞軍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100年度大專撞球
錦標賽於20日落幕，由本校撞球校隊代表出賽，管
科四張郁洵、財金進學三林靖哲榮獲男子一般組9
號球雙打競賽第2名。今年競爭激烈，比賽採用雙
敗淘汰制，本校撞球隊雖然一路取得優勢，但是
在冠軍賽遇上強敵亞東技術學院，勢均力敵的情況
下，默契考驗成為關鍵，撞球校隊隊長管科四張郁
洵表示，這是大學生涯中的最後一次比賽，因此意
義非凡。這次比賽因實力相當，一直呈現拉鋸戰，
戰況很緊張，雖然一開始打得不錯，但是最後一場
出現小失誤，所以只得到第2名，希望學弟妹可以
繼續加油，下次大專盃一定要把冠軍拿回來！

學生會 學生議員本週起投票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讀來的重要，也要累積對英文的敏感度，不排斥任何
接觸英文的管道。她也提到，多益考題較為生活化，
也常有商用性的英文，「較為實用，其中最特別的是
聽力考題中，含有各國『口音』，在國際化的現今，
應該要適應不同的英文型態！」她也建議，將英文變
成一種直覺反應，放輕鬆就可以拿高分！
國際處也提醒，要加強英語能力不用花大錢，學校
時常舉辦各種英語輔導課程，有興趣的同學可上活
動報名系統(http://enroll.tku.edu.tw/)報名參加。申請
通過的同學請於23日起至6月8號前往淡水校園驚聲大
樓T1003或蘭陽校園CL521領獎，通過名單可上國際
處網頁(http://www.oieie.tku.edu.tw/)查詢，詳洽國際
處，分機2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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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能力鑑定獎勵申請成績一覽

陸生及交換生座談會，境外生踴躍分享在臺就讀
情況。（攝影／謝佩穎）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處21日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大陸地區學位生及交換生座談會，
並與蘭陽校園CL506會議室同步連線，校長張家宜、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及各系所陸生導
師皆與會出席。此次座談會主要針對陸生在臺生活和
學習上的分享及建議，進行交流。張校長表示，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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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部接受外交部長楊進添授旗。曾獲得外交部青年獎學金的組長
美洲所博一陳奕帆表示，目前每週都會和團員們進行2至3次的行
前討論，除了將與美國政府機關討論政治方面的臺美關係、美牛
議題之外，也想發揚淡江e筆書法及民間的文化交流。
拉美組則前往有邦交之尼加拉瓜，對象為各大專院校與國中小
學。組內團員專精於不同領域，如團康、武術、華語教學、攝
影、音樂製作剪輯、電腦資訊、傳統民俗舞蹈等。已連續3次參
與青年大使國際交流活動的帶隊老師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表示，如
有特殊語言專長，可多加留意外交部網站的相關活動，參加此類
活動不僅可拓展國際視野，亦可肩負推廣中華文化的使命。

三社團成發 創新演出吸睛指數破表

【記者夏天然、王雅蕾、呂柏賢淡水
校園報導】努力一年功，臺上發表一分
鐘！國樂社、熱舞社、詞創社接連幾場
成果發表會，展現社團學習成效！首先
登場的國樂社，17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
期末公演「春風又綠」，吸引150人聆聽
優美樂曲，演出曲目多元，包括〈農村
酒歌〉和〈臺灣民謠組曲〉等樂曲。國
樂社社長歷史二胡宗傑說：「表演《美麗
的鳳尾竹》時使用了巴烏，它是雲南少數
民族用來傳達情意的樂器，特點是吹口置入簧
片時依靠其簧片發聲，音色極其優美，被人稱
為『會說話的樂器』。」
接著上場的熱舞社於20日舉辦第16屆「淡江
熱舞成果展」，邀請政治大學、輔仁大學熱舞
社及知名職業舞團，如「Freaky Klownz」、
「Wonderland」、「Lumi Dance School」等舞蹈
團體，以及畢業學長姐參與演出，吸引許多同
學前來觀賞。社長電機三劉庭宏表示：「很滿
意這次的成果展呈現，也很感謝學長姐對於社
團的表演提供協助。未來希望將新生及儲備幹
部的實力再提升，也希望熱舞社能有更大的進

步空間！」
壓軸開唱的詞創社，24日晚間high翻覺軒花
園，此次演出更加入了新的巧思，在舞臺前方
增設投影幕，大方秀出歌詞和樂團簡介，讓觀
眾能一同跟唱耳熟能詳的經典曲目。各團演
出更是費盡心思炒熱現場氣氛，在曲目末了
還撒下糖果與觀眾互動。社員航太二黃靖升有
感而發的說：「詞曲創作社真是個有系統的社
團，很多看似艱難的任務我們都一一實踐了，
這股力量原自於對於音樂的堅持吧，在活動的
諸多環節上社員們的共同努力都存在著幾分感
動。」

來吃素吧 浴佛節祈福淨化身心靈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由正智佛學社
及教職員佛學社舉辦的「隨心所浴，心想素
成」浴佛節暨素食展，22日於黑天鵝展示廳展
出，現場除了浴佛等展示活動，更於中午提供
免費素食，與全校師生分享素食的美好。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於開幕時分享自我的生命歷程，
傳達佛學的精神及慈悲心意涵，「佛教是由生
活中去實踐的生命智慧。」更對此次活動給予
祝福。
活動現場提供吉祥籤及浴佛等體驗活動，讓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西洋音樂社期末成發復仇
者聯盟II西音大帝的歸來

托福

美洲所青年大使出線 外長楊進添授旗祝啟程

【記者宋可麗淡水校園報導】外交部自98年起推動「國際青年
大使交流計畫」，選派國內優秀大專院校學生擔任青年大使，前
往邦交國及友好國家訪問與交流。本次青年大使團徵選全臺共
計近600隊報名，只有7隊能獲選前往美國。而本校美洲所的美國
組、拉美組2組打敗強敵獲選大使代表團，將於今年暑假進行為期
2週的外交參訪。
其中，華府為外交部青年大使團的第一志願，本校美洲所美國
組擊敗臺大、政大等校，暑假將前往美國拜會政府機關、國會、
智庫。本團也將於29
日（週二）前往外

西音社
覺軒花園

多益

多，礙於名額的考量，目前仍以為期半
年的制度實行」。張校長也說明，交換
生們可以透過書面申請的管道，嘗試進
行年限延長。此外，陸生們也紛紛傳
達，剛到臺灣時，常因資訊不足而有無
助之感，希望未來能夠提供之前交換生
的心得或資訊，降低心中的徬徨無措，
李佩華表示，每年都會替同學們舉辦
Orientation的活動，下學期的迎新，經
同學提醒，將會再做加強。最後張校長
也對陸生們說：「回到大陸，你們都是
最好的親善大使。」
英文一學位生邱紹棠表示，本次會議
談話內容廣泛，未來若能夠確立特定的
主題或議題，能有助深入理解。大傳
三交換生章隱玉則認為，與會同學來
自不同背景及專業，藉著會談和交
流，使她收穫良多。

師生能替自己許願，亦能透過浴佛的過程，重
新省思自我內心。擔任活動志工的中文碩一陳
雙雙表示：「透過活動的參與，讓我對佛教有
更深入的瞭解。」資管二馮善翊說：「此次活
動的規劃十分用心，素食餐點精緻又美味。」
而正智佛學社社長會計三楊雅雯認為，藉由點
燈及浴佛的方式，能讓人沉澱內心，啓發慈悲
與智慧，更期望能透過吃素的推廣，提升環保
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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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理念下，與兩岸關係密切良好，
希望透過輕鬆的方式，與大家會談。戴
萬欽指出，學生難得能與校長面對面會
談，座談互動將是很好機會傾聽學生，
也幫助交換生適應在臺生活。
英文系博一生林國滸認為，淡江的建
築相當氣派，而古色古香的宮燈教室更
令他印象深刻；此外，學校以人為本的
精神，也是他所讚賞的。交換生日文一
劉佳欣指出，從小對臺灣的了解和情感
相當豐富，但臺灣同學對大陸的認識卻
是遠遠不及，「好比自我介紹時，臺灣
同學往往不知道內蒙古在哪裡。」她希
望未來能夠藉由演講活動，增進彼此的
認識。
多數的大陸交換生均表示，為期半年
的學習過於短暫，李佩華回應，「由於
有意前來臺灣作為交換生的陸生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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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照片／賴意婕）

主辦/地點

5/28(一)
18:10

英語檢定
考試類型

陸交換生座談 在臺半年大呼不過癮

熟稔地拿著筆刀，專注地在橡皮擦
上來回劃著，不到20分鐘的時間便刻
出一幢可愛房子的橡皮章，這位美麗
的手作女孩，正是中文四林品妤。
「希望我的作品能帶給別人溫暖，也
讓使用它的人感受到我的用心。」林
品妤的每個作品都別具特色，嘗試手作約有2年的她已建立了屬
於自己的小品牌〈I’m Chilly〉，對手作充滿熱情，甚至不斷地推陳出新。
從小林品妤就喜歡畫畫，極富美術天份的她，因高中美術課的石頭雕刻課程，開啟
了她對刻章的興趣。平時就經常上網瀏覽刻章的部落格及網站，她認為自己的能力並
不輸給網路上的刻章達人，「或許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才促使自己不斷努力，想要一次
次的超越。」剛開始刻章時林品妤也遇到了不少挫折，例如控制筆刀的力道拿捏得不
穩、有時候會刻壞，或是刻好、蓋出來的成品，與當初畫得草稿有很大的落差等，但
她一一地克服，「刻印章需要很大的毅力，功力也需長時間累積而成，但每當看見自
己一步步進步，每一次都刻得比前一次好，那種成就感絕對很值得。」
大二那年，林品妤開始將自己的橡皮章作品放上部落格，可愛的風格、獨特的自創
角色聚集越來越多的人氣，這也讓手作雜誌《創意手作館》注意到她的實力和創意，
邀請她成為橡皮章單元的示範老師，也開始有網友跟她下訂單。「客製化」的服務讓
林品妤的手作「生意」絡繹不絕，其中她最喜歡接到婚禮新人或戀愛中情侶的訂單，
「因為在刻章的過程中也能感受到他們的喜悅與幸福。」她說，「製作的出發點都是
因為『有需要』或想『嘗試製作、突破自我』！」當然，在手作的這一路上，林品妤
也曾感到灰心、打擊。有一次客人來信肯定她的作品，也向她下了訂單，但在討論的
過程中，客人每次都不滿意或有新的要求，讓她當下相當沮喪。但透過每一次和客人
討論、修改草稿，林品妤不僅更懂得如何與人交談，也因此拓展了自己的人際關係，
交到了不少好朋友和同好。每當朋友生日時，林品妤也會製作專屬壽星的橡皮章送給
朋友當生日禮物，讓收到禮物的朋友相當感動。對她來說，手作總是不斷地為她帶來
驚喜與收穫。
去年林品妤參加臺大醫學院藝術季的市集擺攤，那是她擺攤的初體驗，雖然對叫賣
不在行，卻是個特別的經驗，檢視自己還缺乏的能力，林品妤認為自己在手作上還有
很多的進步空間。她期許自己，「希望有一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嘗試，讓自己的小品
牌能夠不僅只有手工印章、簡單的布作，還能更加的多元化。」 (文／陳思嘉、攝影
／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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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滿分

熱舞社以金剛戰士裝
扮大跳街舞，搞笑又不失
精湛舞技贏得全場歡呼。
（攝影／鄧翔）

圖章女孩 林品妤

活動看板

（資料整理／淡江時報）

自學手作圖章的林品妤，
靠著天份及後天學習為自己手
作市場打出獨特個人品牌。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第18屆學生會正
副會長選舉暨第29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於29日（週
二）至31日，上午10時至下午7時舉辦。投票地點
設於各館樓門口，商館2及3樓門口、新
工館左側門口、文館3樓門口、驚聲大
樓門口、化館門口、科館門口等等，投
票時需要攜帶學生證，並至各學院所屬
投票區，才可進行投票喔！

【記者吳文凱淡水校園報導】國際處舉辦第2屆的
英語能力檢定考試獎勵申請通過名單公布，首次出現
滿分申請名單！本年度共有330人申請，200人通過並
各獲得獎金500元，各項英語檢定獎勵通過申請的人
數，托福iBT75分以上有13人，非英文系多益710分以
上有143人，英文系多益800分以上有21人，全民英檢
中高級通過有3人，雅思6分以上有20人，而統計四鍾
佳諺以多益滿分990分為通過名單中的最大亮點。
成績方面，今年通過分數皆明顯增加，其中以多益
成績上揚最多，由去年的620分上升至今年的710分，
其中710分人數更從去年的103人增加1倍，顯示多益
高分人數逐漸增加。申請種類，也以多益成績作為申
請的人數為大宗，據統計，非英語系710分以上，由
國企系19人最多，其次是西語系16人、語言系15人。
國企系系主任賈昭南表示，國企系老師們都相當強調
英文能力，同學們也體認到英文對於未來工作的重要
性，所以在英文實力的培養上都十分努力，進而顯現
在英文檢定成績上，「畢竟英語授課等相關課程屬於
被動，重要的還是學生的自學態度。」
今年最大亮點、多益滿分通過申請的鍾佳諺，曾有
美國留學經驗，她表示，培養對英文的「感覺」比苦

統計四
鍾佳諺

5/30(三)
19:00
5/31(四)
12:30、18:30
5/31(四)
18:30
6/1(五)
12:30、18:30

大學部讀書會

弦樂社、管樂社
「再管弦事」期末音樂會
學生活動中心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野」—鋼琴社期末音樂會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大象的眼淚」
5F多媒體室
諮輔組
B512

淡江夢想家-工作價值觀量表
測驗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煞不住」
5F多媒體室
古箏社
文錙音樂廳

「爭琢」—古箏社成果發表
會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蝸牛食堂」
5F多媒體室

愛心
連線

啟明社於
19日舉辦「三
峽、鶯歌知性之
旅」，吸引30餘
名學生共襄盛
舉。首次舉辦偏
向動態的校外參
訪，內容包含黃
金牛角DIY、鶯歌
教室手拉坯體驗，以及彩繪馬克杯等。啟明社社長公
行二曾紹捷表示，希望藉此讓身心障礙生多出外活
動，另一方面則鼓勵一般生可以多接觸、體諒身心障
礙生，更安排一位一般生搭配一位身心障礙生，共同
完成彩繪馬克杯。資工一許峻榮說：「這是第一次接
觸身心障礙生，感覺很緊張。」他最喜歡的是手拉
坯，希望下次有機會可以再參加這樣的活動。（文／
沈彥伶、攝影／賴意婕）

啟明社 做盲生的雙手

樸毅青年團於19日與華山基金會合作，前往淡
水獨居老人住處進行關懷訪視，參加者除了團員亦
招募愛心服務員，約20人一同前往做愛心。物理光
電二毛榕瀚表示：「以往做服務的對象都是以小孩
為主，首次進行老人服務很新鮮，獨居老人們需要
多一點關懷。」當天服務員們替老人進行環境清
掃，並在聊天關懷的過程中，了解陪伴的重要性，
一句簡單問候，就能溫暖他們的心。（文／李亞
庭、圖／樸毅青年團提供）

樸毅青年 為老人福務

畢業生致辭代表出爐 雙人組合絕妙獲選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由生活輔導組舉辦的
「100學年度畢業生致辭代表」選拔結果出爐，由保
險四陳家彬及機電四陳姵妤獲選，將於畢業典禮上代
表全體畢業生上臺致辭。
此次共有6組報名，獲選的2位同學，在儀態、內容
與表情各等方面尤為出色，彼此默契絕妙，最終獲得
評審的青睞。陳家彬笑著說：「很開心能獲得這項殊
榮，這是個專屬於大四的機會，非常難得。」陳家彬
表示，畢業典禮當天，將以有趣的相聲及生動的方
式，呈現大學四年的生活，如夜衝、宿舍生活等輕鬆
的內容，表達對淡江的回憶及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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