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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管四顏嘉興：每個人身後都有一對等待你成功的父母，母親節記得關心一下父母哦！中華民國102年5月6日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私立淡江高中
英語專班一行31人於上月30日蒞校參訪，由外
語學院院長吳錫德接待，吳錫德表示：「淡江
高中的同學很喜歡淡江的環境與課程，踴躍提
問，態度十分積極，我們也鼓勵同學多加努
力，除了英文系，也可參考本校其他外語課程
或蘭陽校園全英語授課的模式；他們的參訪不
僅讓學生瞭解本校課程，對本校的招生也有助
益。」參訪以校園巡禮揭開序幕，介紹本校各
學院與教學環境，並由親善大使團接待進行圖
書館導覽，最後由外語學院與各系主任介紹本
校課程，鼓勵淡江高中的同學踴躍報考。

淡江高中參訪英語軟實力

　【記者林佳彣、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生輔
組為提升全校師生校園安全意識，於今日（6
日）至9日在書卷廣場舉辦「學生有品、淡江
有德，共創安全校園」宣導活動。該活動藉由
闖關遊戲宣導校園安全，總計設有7項關卡，
參與者持闖關卡集滿戳章，並填寫問卷即可參
加抽獎。軍訓室校安人員魏玉文表示，「本週
安排多場遊戲，如電流急急棒、打擊魔鬼及醉
不上道等，凡闖關者即能參與摸彩活動，且通
通有獎，最大獎項有8G、16G隨身碟及百元禮
卷等好禮，鼓勵全校師生踴躍參與，使自身安
全更加有保障。」
　鑑於本校賃居學生眾多，且近期發生交通意
外，生輔組中校教官楊偉華表示，「針對校園
偶發事件、時事及配合季節性，將每月進行安
全宣導。提醒在外租屋同學避免一氧化碳中
毒，使用熱水器及瓦斯爐要確實保持通風；另
外，本校學生近期發生3起重大車禍，造成終
身無法彌補的遺憾，且目前竹圍至紅樹林路段
道路工程施工中，提醒同學騎車行經此路段時
務必減速慢行，以確保自身行車安全。」
　住宿輔導組於今日（6日）上午10時30分在
海報街舉辦「租屋博覽會」，邀請崔媽媽基金
會人員及學區內房東蒞校，提供租屋資訊及
相關諮詢。住輔組學務創新人員李展蝶說明，
「海報街會有通過消防訪視的房東進駐，提供
房屋位置、屋況、硬體設備及租金等訊息。7
日（週二）也將邀請崔媽媽基金會人員前來，
提供租屋契約資訊及法律諮詢，希望能讓住宿
生有更好的賃居環境品質，避免租屋困擾。」
　鑑於淡江品德年，住輔組舉辦「孝親活
動－熱線您和我」活動，將於8日起上午10
時 至 下 午 4 時 ， 在 松 濤 館 門 口 提 供 全 校 師
生免費撥打國內外電話，傳達祝福給遠方
的家人。詳細資訊見住輔組網頁（http ://
spirit.tku.edu.tw:8080/tku/service_news_detail.
jsp?sectionId=8&newsId=123）查詢。

校園安全租屋博覽今日起跑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於本學
期舉辦「林肯背誦比賽」、「英語拼字比賽」
和「英語即席演講比賽」3場比賽。其中3月28
日的「林肯背誦比賽」，大一新生們展現絕佳
的穩定度，且來自國企一的參賽者們表現亮
眼，包辦前3名。第一名國企一許元誠說到，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比賽，能夠訓練大家口說
能力，也能夠互相切磋交流。
　接續在上月30日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的
「英語即席演講比賽」，參賽者高手雲集，獲
得第一名的英文一陳彥伶表示，感受到人外有
人，天外有天，且因為是即席演講，所以需要
邊講邊想，能夠增加經驗，培養信心。英文系
助理教授王慧娟說到，即席演講最重要的是清
楚題目、了解關鍵字及平穩的臺風。英文系助
教林倖伃提到，得獎的同學將來可以參加「全
國大專即席演講比賽」。
　為增進全校學生英語學習興趣及表達能力，
英文系將於9日下午7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辦「英語拼字比賽」、20日下午6時30分在文
錙音樂廳舉辦「英語歌唱比賽」，即日起開
放報名。報名表及比賽詳細資訊請至英文系
網頁（http://www.tflx.tku.edu.tw/news/news.
php?class=102）查詢。

激勵學習 英文系廣發戰帖

　【記者鄭亦茹淡水校園報導】畢業季即將到
來，102級畢業籌備會將於17日在學生活動中
心舉辦「守歲」晚會。畢籌會會長國企四鄭至
捷表示，這是畢籌會第一次舉辦晚會，構想始
於每年有畢業生有要事而無法出席畢業典禮，
所以在畢業前夕邀請大家前來同歡、團聚。」
　晚會活動除了備有豐盛的晚餐外，還有抽
獎、卡拉OK、溫馨謝師及星光大道，畢籌會
活動副會長管科三李恬瑜表示，「晚會預計邀
請多位師長出席，當晚也有詞創社、熱舞社
帶來精彩演出，入場者除了能拿到一份驚喜小
禮物外，現場也準備神祕獎品，讓大家試手
氣。」活動售票在福園前帳篷，即日起至10日
（週五）截止，限量500張，售完為止。

畢籌會邀你一同守歲

　【記者高嘉甫、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防
災演練從平時做起！本校防護團將於7日（週
二）上午8時至中午12時30分，於驚聲國際會
議廳和圖書館前，舉辦「102年度基本訓練與
疏散演練」，藉以加強師生對於複合型災害的
認識與防範，以及熟悉各種防範措施與避難逃
生方法。生輔組中校教官呂學明說明，「將於
圖書館前方及側邊設置硬體設備提供師生實際
操作演練，邀請新北市消防局第三大隊及生輔
組教官們一同進行如滅火器、消防栓、煙霧等
體驗，希望藉由實地演練和講師解說，傳授師

生防災經驗以面對突臨的災害發生。」
　本次防災演練課程，邀請中華民國生命保護
協會主任講師向育恩蒞校，講授「民防法暨災
害防救應變作為」，教導教職員們認識地震、
颱風、土石流及防災重要性。此外，當天上午
10時在化學館、傳播館與科學館也同步舉行防
災逃生演練，預計共有1,300位學生參與，模
擬狀況將包含傳播館影棚火災、化學館C101
毒氣外洩、科學館SA104學生頭部重傷3項模擬
狀況，現場安排指定人員依規劃路線進行疏散
和指揮逃生。

　對此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演練目的在於
「防患未然」，因本學年度傳播館之系所單位
經重新整合後有所異動，需藉此熟悉逃生路
線，成為本次防災演練地點的重點目標，「另
外針對化學館與科學館貴重儀器與具有危險性
之實驗相關器材和藥品，也須設立更加嚴密的
防災應變措施，有效防範災害擴散，將傷害和
損失降到最低。」呂學明也提到，「希望藉此
讓教職員對於防災應變有基本的概念，並協助
學生逃生，以及災後的急救應變，讓校園更安
全。」

防災總動員 化學傳播科學3館近1,300人模擬逃生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5/6(一)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如何從小員工變CEO

（http://enroll.tku.edu.

tw/）

5/6(一)

8:00

教科系

網路報名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證照研習（http://enroll.

tku.edu.tw/）

5/6(一)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友達光電2013年【A+種

子暑期實習計畫】說明

會（http://enroll.tku.edu.

tw/）

5/6(一)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啟動向上管理的智慧，主

管變貴人（http://enroll.

tku.edu.tw/）

5/6(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聽到內在的呼喚～生

涯敘事工作坊」（http://

enroll.tku.edu.tw/）

5/6(一)

8:00

資訊處

網路報名

「SAS校園資料科學家」

研習課程（http://enroll.

tku.edu.tw/）

5/6(一)

8:00

英文系

網路報名

超強面試技巧與英文履

歷撰寫（http://enroll.

tku.edu.tw/course.

aspx?cid=tflx20130530）

5/6(一)

8:00

英文系

網路報名

英文能力測驗（一）題型

與答題技巧說明（http://

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tflx20130517）

5/6(一)

10:00

樸毅青年團

海報街
溫馨五月天 愛不孤單

5/6(一)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慢跑活動（遇雨停辦）

5/6(一)

17:10

法文系

L416

法文電影播放

《女人只有一種》
5/7(二)

11:00

茶藝社

覺軒教室H108
大家來找茶之各國茶異

5/7(二)

12:00

陸友會

商管福園前

雅安不哭，海峽不寬—

四川雅安地震

淡江校內愛心勸募

5/7(二)

18:30

諮輔組

B505

「885小隊」志工招募

培訓課程
5/7(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肩抓：步法、破勢

5/8(三)

12:00

職輔組

Q409
UNIQLO公司徵才說明會

5/8(三)

12:00

陸友會

商管福園前

雅安不哭，海峽不寬—

四川雅安地震

淡江校內愛心勸募
5/8(三)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慢跑活動（遇雨停辦）

5/8(三)

18:00

諮輔組

松濤美食廣場

烹飪社社辦

用點心，做點心（一）

母親感恩心

5/8(三)

18:10

法文系

T505

法文電影播放

《潛水鐘與蝴蝶》

5/9(四)

10:00

歐研所

文錙音樂廳

EU Week歐盟週系列活

動開幕音樂會Opening 

Ceremony for Europe Day

5/9(四)

12:00

衛保組、膳食督導

團　美食廣場全家

便利商店旁

輕食主義好暢快

5/9(四)

18:00

插花社、金陵女中

校友會

B427

母親節活動

香皂花製作DIY

5/9(四)

20:00

星相社

O306
測字講座

5/9(四)

1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肩抓：一教

5/10(五)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慢跑活動（遇雨停辦）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詞曲創作社於1日下午7時在覺軒花園Live 
House，本次獨立音樂推廣計劃邀請創作歌手
「謝志平」及「神棍樂團」帶來多首原創音
樂，讓5月的淡水校園注入熱情與活力。詞創
社活動長中文二劉人瑋在開場前興奮地說：
「這次一定要讓你震撼！」
　首先登臺的謝志平以學生歌手出場，在真假
音及情緒轉換的技巧高超，演唱實力頗有大將
之風，馬上成為臺下觀眾目不轉睛的焦點。多
數以生活為創作題材的謝志平表示，「生活化
的取材方式讓我在創作過程比較快樂，不會為
了要寫歌而去改變什麼，最喜歡這種自然的感
覺了。」
　以一句「在亂世中，我們帶上神棍的面具，
但說著最真實、動人的故事。」接力演出的是
「神棍樂團」，由5位熟男帶來超勁爆的熱血
演出，以『舉頭三尺有神明』一曲讓現場氣氛
更加夏天，歌曲中加入嗩吶、中國笛和響鼓南
北管樂樂器，融合流行與古典的風格，讓臺下
觀眾驚呼連連。
　神棍樂團團長兼主唱歐比王表示，「我們希
望用音樂來表達看似稀鬆平常的事情，喚醒人
們去質疑、挑戰所謂的真理和箴言，以獨立思
考的方式去看待事物。」法語一周雨萱開心地
說:「第一次來覺軒花園就能看到神棍樂團真
的很幸運！很喜歡他們把中西合併的感覺，也
很佩服學校能提供優質的場地。」（文／呂柏
賢、圖／吳國禎）

阿公級樂器也能搖滾

　【記
者 沈
彥伶淡
水校園
報導】
「明知
道會愛
得粉身
碎骨，
卻還是
義無反
顧。」
西語系
於 2 日
及 3 日
在實驗
劇場舉
辦畢業

公演「唐璜」(Don Juan Tenorio)，將知名的故
事用全新的詮釋手法，使花花公子的愛恨情仇
躍上現代舞臺，呈現動人且精彩的愛情故事。
　這次的劇本為西班牙名著，因為傳統，所以
在臺詞上和生活化用語有很大的不同，這也讓
西語系同學遇到不少困難，擔任導演的西語四
吳禎雅表示：「在臺詞上因為有太多的押韻，
太過艱深，所以對學生來說是個很大的挑戰；
不過我們為了要完整呈現故事以及實現自己的
努力，決定要忠於原著，而這也是我們這次公
演最大的特色。」
　另外，擔任行政總召的西語四李岱穎說：
「不改變裡面的劇情、台詞，這讓我們除了台
詞之外，還有場景等問題，像是故事中的墓園
場景我們無法具體表現出來，這在道具上有很
大的挑戰；此外，還有中文字幕的比對也是相
當難掌握；但是，還是很開心可以有這樣一個
機會展現自己的興趣與所學。」

西語系畢業公演唐璜 　

西
語
系
畢
業
公
演

「
唐
璜
」
，
以
嶄
新
手

法
演
繹
出
精
彩
的
愛
情

故
事
。
（
攝
影
／
謝
佩

穎
）

迎母親節 學園團契首日發出千張卡片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
母親節前夕，校園處處有溫情！
淡江學園團契社與插花社都於上
週舉辦母親節活動。
　淡江學園團契社於1日至3日在
商管大樓前擺攤，舉辦「媽媽卡
了沒」活動，免費提供2,000張
卡片及郵寄服務，將對媽媽或是
親友的愛送回家！卡片也能寄到
海外，外籍生也能參與。淡江
學園團契社主席財金四楊于萱表
示，「現場反應熱烈，我們在第

一天就發出約1,000張卡片，且團契社屬於全
國性聯合社團，母親節卡片是經由全國社團投

稿徵選後勝出，獨具紀念價值，同時也希望透
過寄卡服務來協助大家表達對父母的尊榮。」
西語二林真儀表示，「平常很少主動對父、母
親表達關心，透過這項貼心服務，也順勢提醒
大家要適時地表示內心的祝福。」
　另外，插花社於3日在商管大樓前舉辦「一
日花店」活動，現場販賣以康乃馨為主的花
束，且每束花皆附贈花卡。插花社社長國企二
蔡嘉恂表示，「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卡片、勇敢
寫下心意後，隨花束傳遞給心愛的人，亦可
做為一份精緻的母親節禮物，活動同時希望花
藝能多融入日常生活中。」法文二張瀞文說：
「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買一束花回家，
正好在週末送給媽媽。」

　插花社社長國企二蔡嘉恂（左）和總務國
企二郭姿瑩（右）現場當起一日花店的活招
牌，邀請大家買花送媽媽。（攝影／鄧翔）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正智佛學社與
教職員佛學社於上月30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隨心所浴，心想素成」浴佛節暨素食展，現
場除了展示佛教藝術文物、書籍及浴佛等相關
活動外，更於中午提供免費的精緻素食料理，
吸引許多師生前來共襄盛舉。校長張家宜於開
幕致詞時表示，「學佛能使人靜心，讓繁瑣的
思緒與壓力逐一減輕」，並對佛學社推廣吃素
的觀念給予讚賞。
　現場提供禮佛、酥油燈及抽吉祥籤等體驗活
動，讓與會師生能從中洗滌自我的內心。正
智佛學社社長統計四張芳綺則期望，透過提供
素食及倡導自備餐具，帶給師生正確的環保觀
念，並表示「藉由此次展覽活動，讓校園內感
受到佛學平和、安靜的力量。」日文三葉佳宜
認為，「佛學社提供素食，能促使參與活動的
人更加瞭解吃素的好處與美味。」

　正智佛學社與教職員佛學社於上週舉辦浴佛
節暨素食展，圖為外籍學生在現場體驗浴佛，
親自感受佛學平和、安靜的力量。（攝影／賴
意婕）

感恩祈福 師生體驗浴佛素食

得有趣，興起收集之念，「如果每天早上都用
不同顏色的牙刷，心情應該會很好吧！」就此
踏上收藏之路。
　吳光庭看待牙刷，不僅將它視為生活必需
品、或是工具，他還看見不同的事物。小孩最
愛的卡通人物電動牙刷來自美國、簡潔優雅的
設計來自瑞士、法國的牙刷鮮艷又浪漫大膽，
如同文化的切片！他指著展場牆壁上一支看來
簡單的牙刷，來自日本，有令人讚嘆的小細
節：在每一束刷毛跟底座之間，都有一層「氣
墊」，讓刷牙不只是清潔，還有按摩的作用，
而且竟然還是在便利超商就能買得到的量產商
品！「從這支牙刷就可以看見日本人對細節的

要求與貼心。」
　吳光庭表示，就因牙刷天天使用，如何設計
牙刷，何嘗不是一種窺見生活設計的觀點？
「這是我最喜歡的牙刷，」他拿起一雙來自德
國、「筷子」造型的牙刷，「這個牙刷的名字
叫Susui（壽司）。」他指出，這反映出對於歐
洲而言，對東方的印象不是中國，而是日本。
而德國人又將拿來夾物的筷子頭變成牙刷頭，
「一連串的錯置和文化上的誤讀，讓這支牙刷
變得非常有趣。」吳光庭笑說，雖然擁有這麼
多有趣的牙刷，他現在每天早上還是用非常便
宜、普通的牙刷刷牙。
　一組十二星座系列牙刷，是由一位法國建

　1917年藝術家杜象把馬桶搬進了藝術
館，讓人們對藝術有了新的看法。而今
天，我們每天必備的牙刷，也變成了藝
術展品！收藏牙刷超過20年的這位「收
藏家」，正是建築系副教授吳光庭。
甫結束於上月28日的「光庭與他的牙刷
展」，展出共300多支牙刷，很難想像原
來一隻平凡牙刷也可以有這麼多變化！
　一次歐洲旅行忘記帶牙刷，他直覺地
跑去便利商店，卻遍尋不著。沒想到，
歐洲的牙刷是在藥房販賣，當時看著色
彩鮮艷的牙刷排列著，「讓我感覺到法
國好像有人在設計牙刷。」他越逛越覺

從刷牙世界看見文化差異 吳光庭私房藝術品建築系副教授吳光庭
築師設計，「國外有很多建築師都在做設
計，設計應該是不分領域的。」他也常在
課堂上鼓勵學生不要侷限自己，他指向展場
天花板吊著的一隻巨大、立體結構的牙刷，
用保麗龍版巧妙的接合，沒有用任何一滴膠
水，「當牙刷被這樣解構，就不只是牙刷而
已，還會牽涉到很多建築構造的概念。」這
支牙刷是他的學生在課堂上做的，「我當他
是藝術家，花錢把作品買下來，當作我的收
藏。」由小見大，不妨也開始觀察一下你身
邊天天都用得到的物品，或許，就可以發現
另一個嶄新的世界！（文／李又如、攝影／
謝佩穎）

　【記者夏天然、劉昱余淡水校園報
導】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於上月27、28
日在弘光科技大學舉辦「102年大專
校院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成果競賽暨
觀摩活動」，學生會獲得評鑑特優
獎。學生會會長資圖二林蕙君表示，
感謝課外組師長們指導及學生會夥伴
們的努力，「獲獎是很大的鼓勵，同
時也是學生會前進的動力，我們會以
這個獎項來督促自己不斷進步。」
　青年發展署為促進大專校院全校性
學生自治組織進步與發展，藉由自治
組織成果競賽表揚暨觀摩學習活動，
提升學生公民素養及理性思辨能力，
每年特此舉辦該項活動。學生會連

續2年榮獲特優肯定，課外組組長江夙冠表示，
「自治組織的經營及存在不是為了得獎，而是希
望培養他們在創新、表達、企劃及解決問題等多

元能力。此外，去年的學生會會長徐振傑也受到
主辦單位邀請，現場分享了社團的經驗。」
　課外組約聘人員劉彥君表示，學生會是經過校
內評選後，再代表學校出賽的社團，課外組提供
經費、器材等支援，也協助他們在社內事務的編
整。學生會獲獎的關鍵在於檔案建置、編排及匯
整皆相當完整，且現場表現積極。而去年的參賽
經驗也讓學生會有空間做修正及應變，末來也會
邀請學生會在校內進行經驗分享。
　而近2年來學生會的經營，林蕙君對此說明，
除了主動搜集民調及積極爭取學生權益外，也舉
辦校慶、藝術季及淡江生活節等活動，同時提高
與其他社團的合作意願，以及著手規劃服務隊。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101學年度第
二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於1日在覺生國際會

議廳舉行，由學務長柯志恩主持，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列席指導。柯志
恩首先針對本學期執行的首創業務進行報告，
包含品德年系列活動、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減授
方案、優良教師獎勵方案，並宣傳即將舉行的
「品格夜店」，呼籲全校教職員生踴躍參加！
　會中審議通過設立「淡江大學寒暑假社會服
務隊出隊應變要點」，此案訂定中止服務隊活
動之標準、確立行前場勘須注意及回報事項，
提供學生服務過程中遇到緊急狀況的處理措
施。在臨時動議階段，經濟系主任鄭東光提出
疑義，指校規條文中對於考試舞弊有敘述不明
確之處。生輔組組長李進泰、教務長葛煥昭對
此回應，會對部分校規進行改善，以避免往後
再發生類似爭議。
　高柏園於列席指導時致詞表示，學生的各種
心理問題、盼藉由師長主動協助處理，也可轉
介學生至諮輔組尋求協助，同時提到有學生過
於追求異性的狀況發生，希望教師能在課堂中
宣導，男女之間應遵守分寸、勿過度追求。

學生事務會議通過服務隊應變要點

經營有成 學生會榮獲評鑑特優 

　學生會與尋寶社曾於今年3月28日聯合主辦
第8屆藝術季「藝元復始」，在蛋捲廣場熱鬧
登場，有創意市集、淡江文化大會考及彩繪復
活蛋等活動。（攝影／羅廣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