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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行三蔡畇婕：又到了淡水毒辣的艷陽日，大家要記得做好防曬歐！中華民國102年5月13日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炎炎夏日的消
暑「涼」機！一年一度的水上運動會於8日在
紹謨紀念游泳館舉行，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親蒞
現場，並於開幕致詞時表示，「很高興參加水
上運動會開幕，這是學校年度體育盛事，今年
總共有743人參賽，不只有學生，還有許多教
職員同仁參加，競賽項目相當豐富。學校每年
都會從水上運動會中選出優異同學，代表學校
參加全國大專運動會。且今年大專會游泳項
目，本校就拿到1金、3銀、2銅，表現相當亮
眼！希望各位選手都能夠全力以赴，爭取好成

績。」
　學生組女子個人組競賽中，運管一簡靖參加
50公尺仰式、50公尺蛙式，榮獲雙料冠軍，她
謙虛地表示，「其實沒有抱很大的期望參賽，
因為平常就把游泳當作一項運動在經營，很幸
運能因此得到佳績。」在教職員組個人競賽組
中，分別榮獲50公尺自由式及蛙式冠軍的文學
院組員林泰君表示，「游泳是一項消耗熱量最
高的運動，因此平常1週會有3天去游泳，藉由
水運會讓大家有互相競技的機會，也可以測試
自己的實力，以及體現運動家精神。」

　在趣味競賽部分，水上救生社在男子組「打
水接力」和「同舟共濟」中，都贏得第一名。
水上救生社社長土木四游宸瑋表示，「至今已
參加第三年，透過這次競賽可以凝聚社團內部
的向心力，很開心大家可以同心協力拿下多項
冠軍。」在游泳競速，水上救生社也在一般組
女子500公尺自由式接力、男生500公尺自由式
獲得第一名，參賽選手、水上救生社社員資傳
三夏子涵提到，「團體賽讓我們可以更進一步
認識社團成員，也從比賽中找到屬於自己的成
就感及歸屬感，是一場很有回憶的競賽。」

743名教職員生同場競技 挑戰水上運動會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5/13(一)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職場中向上溝通的技巧

（http://enroll.tku.edu.

tw/）

5/13(一)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Word長篇論文編輯技巧

（http://enroll.tku.edu.

tw/）

5/13(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生涯卡不住～黃金生

涯探索工作坊」（http://

enroll.tku.edu.tw/）

5/13(一)

8:00

諮輔組

B408

「幸福e起來」短篇心情

札記徵文、抽獎活動

5/13(一)

8:00

師培中心

網路報名

102年5月31日特色機構參

訪－臺北市立民生國中、

中正高中（http://enroll.

tku.edu.tw/）

5/13(一)

9:10

衛保組

M111

小心健康拉警報！

遠離代謝症候群

5/13(一)

12:00

外語學院

海報街
外語週開幕式

5/13(一)

12:00

外語學院

外語大樓大廳
外語學院老師著作聯展

5/13(一)

13:30

衛保組

M111
給自己一個愛的骨力

5/13(一)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慢跑活動（遇雨停辦）

5/13(一)

17:10

法文系

L416

法文電影播放

《看看我聽聽我》

5/14(二)

9:10

衛保組

M111

小心健康拉警報！

遠離代謝症候群

5/14(二)

13:30

衛保組

M111
給自己一個愛的骨力

5/14(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肩抓：一教、入身摔

5/15(三)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慢跑活動（遇雨停辦）

5/15(三)

18:10

法文系

T505

法文電影播放

《他和她的男人》

5/15(三)

18:30

學務處

體育館一樓

品德年系列活動之

「品格夜店」

5/15(三)

18:30

衛保組、

膳食督導團

E301

體內環保新革命

免費果汁DIY

5/16(四)

12:00

職輔組

鍾靈中正堂

Q409

友達光電2013年

【A+種子暑期實習計

畫】說明會

5/16(四)

18:00

外語學院

學生活動中心
外語之夜

5/16(四)

18:30

衛保組、

膳食督導團

E301

體內環保新革命

免費果汁DIY

5/16(四)

19:30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廳

淡江音樂祭－春之聲

干詠穎雙簧管之夜

5/16(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肩抓：入身摔

5/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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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輔導組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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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
關活動。現場設有電流急急棒、打擊魔鬼、
醉不上道、願者上鉤、紫錐祈福、視覺大考
驗及射擊線上，共7關遊戲。多數同學喜愛的
關卡「打擊魔鬼」，是將標示有毒品、菸、
酒、愛滋與檳榔的5個圓型柱體向上堆疊，
並利用棒槌敲落其中1個，方能過關，象徵
藉此宣導要勇於拒絕上述5害。而挑戰難度居
7關之首「願者上鉤」，參與者需以1個圓形
鐵圏，設法使橫倒的酒瓶站立。英文二章采
柔說：「藉此活動再次提醒大家請勿過度飲
酒，同時也提供車禍知識等安全宣導，很實
用！」土木二許瑞琦表示，「醉不上道」最
有挑戰性，無非是宣導喝酒不開車；他亦建
議下次活動可將場地移往室內。（文／林佳
彣、攝影／賴意婕）

校安宣導 寓教於樂

　【記者楊宜君、林妤蘋淡水校園
報導】淡江健兒續創佳績！代表隊
在10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表現優
異，總計贏得6金、8銀、9銅，總獎
牌積分擠進全國第12名，不包含體
育院校則晉升為全國第5名，成績亮
眼。上月27日在宜蘭大學舉行的開幕
典禮，校長張家宜、體育長蕭淑芬親
自蒞臨現場，展現對體育活動的熱情
與支持，並帶領教練群、選手們一同

進場，贏得全場歡呼。
　體育長蕭淑芬開心地說，「十分感謝教練們一
整年的努力與付出，今年整體表現創近5年的佳
績，且本次大運會參加的9項競賽中，有6項皆贏
得前4名，金牌數從去年1金到現在6金的成長，
足見淡江學生在體育競賽的實力不容小覷。」她
更進一步說明去年大運會後，幾經檢討及評估後
實施「金牌獎勵計畫」，藉以作為教練和選手們
辛勤練習的鼓勵。體育事務處活動組組長陳逸政
說，「今年在訓練過程中，針對跆拳、游泳及擊
劍3個特色項目提供經費上的資助及器材維護，
當然贏牌的重點還是教練和選手們的付出。」
　體育事務處助理教授李俞麟開心地說，「今年
成績比預期來得好，不管是摘金數，還是全國排
名都有佳績，主要歸功於教練群和選手們的付

出。」其中，跆拳道隊戰果非凡，勇奪3金、3
銀、2銅！隊長產經三林虹均在「一般女子組跆
拳道49公斤級」贏得銅牌，她說：「這次有新血
加入，帶動團隊士氣，而平常每週4天的晨操及
假日的練習，也獲得很大的成效。」
　中文碩三林詩皓在「一般混合組跆拳道品勢混
合雙人賽」、「一般男子組跆拳道品勢團體賽」
及「一般男子組跆拳道品勢個人賽」中，分別摘
下2金、1銀，他說明「品勢」在今年正式納為跆
拳道比賽項目之一，過去在大學時代參加跆拳道
校隊，有帶領學弟妹練習的經驗，且團體賽的獲
勝關鍵在於隊員間須保持一定程度的默契，這是
需要不斷地練習才能培養出來的。林詩皓表示，
這次大家表現都很不錯，期待明年學弟妹們一定
要繼續挑戰。

淡江健兒勇奪大運會6金8銀9銅

　大運會於上月27日風光開幕，由
校長張家宜帶隊進場。此次比賽本
校選手總計摘下6金8銀9銅，表現成
績亮眼。（圖／體育事務處提供）

　【記者李亞庭、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
教育部於10日在臺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
行「102年全國慈孝家庭楷模表揚」頒獎典
禮，本校德文四范于真榮獲大專校院學生組
6名楷模之一。范于真表示：「我認為一個
幸福的家庭，不等於『永遠』和睦的家庭，
應是以愛與包容來處理家庭中的各種衝突。
藉由這次的活動，我把22年來與家人相處的
大小事回味了一番，真是酸、甜、苦、辣樣
樣都有！感謝我的父母親，因他們努力營造
一個充滿包容與愛的家，今天我才能夠成為
慈孝家庭楷模的一員。」范于真媽媽范馨文
感動地說：「于真平常十分貼心，每週回家
都會陪我上菜市場買1週的菜和我一起做家
事，這次能夠得獎是最棒的母親節禮物！」
　教育部為喚起國人表現慈愛、重視行孝的
美德，發揮典範學習效果，倡導國人於生活
中具體展現慈孝行動，因此將本年訂為「家

庭教育年」，以往舉辦的「全國孝親家庭楷
模」改為「全國慈孝家庭楷模」，鼓勵親子雙
方對彼此表達關懷、慈愛與尊重之態度，營造
「父母慈、子女孝」之溫馨、和樂家庭，以落
實家庭教育法之精神。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表
示：「現在大學生很少與家人保持如此密切、
頻繁的互動關係，且東方人較謙虛、多數不太
願意被公開褒獎，所以我們很開心范同學能獲
此殊榮。此外，于真平常上課很認真，個性也
很刻苦耐勞、熱心助人，這次的畢業公演于真
協助大家化妝，讓演出十分成功！」
　范于真是二重愛鄰社福協會兒童營會和青少
年周末成長營的隊輔，常常和母親一起做公
益；上大學後依然每週從淡江回家，來回6小
時的車程從來不喊辛苦，甘心樂意回新竹陪伴
家人；並且幫忙母親照顧罹癌的外婆，幫外婆
洗澡、擦乳液，做早餐給家人吃，將對家人的
愛實現在生活中。

　教育部於10日舉行全國慈孝家庭楷模表揚典禮
，由教育部長蔣偉寧（左一）頒發獎座、獎狀及獎
金給德文四范于真（右二）。（攝影／羅廣群）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今年首
度舉辦「法蘭西之夜」，於3日在活動中心盛
大開趴，近400名法文系師生，以及系友齊聚
一堂。節目籌備近3個月，由法文系系主任楊
淑娟一手策畫，以及法文系4個年級8個班的學
生包辦全程活動。 
　主持人是2010年外語學院院花法文四廖甜，
以及曾任法文系會長法文四蔡明傑，以逗趣的
開場舞揭開晚會序幕。其中，法一B身著色彩
豔麗的襯裙，帶來充滿法式風格的康康舞，令
人眼花撩亂的舞蹈，引爆全場氣氛，成為全場
最吸睛的「嬌」點；法一A以中、法文的口白
及精心設計的舞蹈，講述與法文的緣份，最後
全班以藍白紅3色氣球，排出1面半個舞臺大的
法國國旗，成功吸引全場目光；而4年的淡江
生活在法四B的「淡江歌舞劇」 一覽無遺。除
了班級表演外，現場動靜皆宜的個人秀更有看
頭。來自海地的神秘嘉賓國企四克羅德現身，
吸引大批同學擠爆臺前，現場宛如小型演唱
會，臺下師生無不隨著音樂盡情地搖擺。而法
文系學生不惶多讓，甫於2013臺灣法語週歌唱
大賽奪下個人組第三名的法文二古梓歆，以法
文詮釋＜Là où je vais＞，使每個人紛紛陶醉
在她充滿power的歌聲。身為國標社前社長法
文四蔡明傑與陳盈華默契十足，其精湛的國標
舞表演，更為晚會掀起另一波高潮。最後，法
四A以＜Famille＞一曲，唱出法文系是個溫暖
大家庭，為晚會劃下完滿的句點。
　除了大飽眼福的精采表演外，法文系貼心提
供鍋貼、熱炒、糕點、冰淇淋，以及法式點心
馬卡龍等豐盛的餐點讓師生滿足口腹之慾。現
場，學生連連驚呼「這是系上活動中，餐點最
豐富的一次！」
　楊淑娟透漏，將於11月至2014年5月舉辦一
系列慶祝50週年系慶的活動。法文三李宗哲說
道：「以往系上未有如此大型活動，但此次活
動從策劃到表演，不管是班或系，都能明顯感
受全體凝聚力。」

法蘭西之夜上演淡江歌舞劇

西語系女籃稱霸大西盃

　西語系女籃健將傳捷報！4、5日參加由靜宜
大學舉辦一年一度全國大專院校「大西盃」比
賽，本次競賽項目中包含趣味競賽、排球、籃
球及躲避球賽，其中以籃球為強項的西語系女
籃贏得冠軍6連霸。已連續參與4年比賽的前隊
長西語四黃郁茹表示，非常開心能在畢業前最
後一場球賽與隊友們再度共奪冠軍，希望未來
學妹們能勤加練習，在每場球賽中皆能保持佳
績。系女籃的啦啦隊也與隊員在炙熱的陽光下
參加趣味競賽「吐西瓜籽」，挑戰「吐」功，
接力得分並奪得冠軍。現任隊長西語三鄭育淇
更是興奮表示，參與大西盃最難得的是，「這
是能夠和系上的人增進友誼，並與已畢業的校
友切磋及學習球技的機會，也因學姊的參與讓
每場比賽更有看頭。」（文、攝影／謝佩穎）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於8
日、9日在實驗劇場L209舉辦「童話事故」畢
業公演。這不僅是德文系首次舉辦畢業公演，
還特別將童話故事改編到現代，藉由劇中角色
探討現今社會閱讀書籍風氣減少的議題，用詼
諧的手法帶給觀眾許多歡樂與省思。
　德文系過去公演由大二生演出，這次首辦大
四畢業公演，因為沒有先例，所以此次演員們
全部自己來；擔任導演的德文四范于真表示：
「我們從一開始籌經費，到找指導老師、安排
時間演練，都花了不少心力，很困難，但很值
得，因為我們做到了。」 
　此次故事內容主要講述不同童話故事中的角
色發現自己在社會中越來越不受到重視，自己

德文系首度畢業公演 賦予童話新生命
所待的童話故事不再像以前那樣人手一本的閱
讀，而是被放在書店中久久翻一次，更別提人
們會去詳細閱讀了。「究竟發生什麼事？」角
色們想著一定是出版社的問題，所以決定從童
話故事中跳出，找編輯們算帳，進而引發一連
串有趣的情節。
　范于真說：「我們發現了閱讀警報，試著去
探索閱讀的重要性，想和觀眾一起去思考；如
果換個角度看，是不是更能夠引人省思呢？因
此我們想到故事中角色們的內心，去揣摩接下
來的故事。」在選擇劇本時，因為多達35本選
擇，讓演員們傷透腦筋，最後選擇的童話故事
是因為它們必定耳熟能詳，「希望可以更貼近
生活，讓人能夠更有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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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日登場的水上運動會在紹謨紀念游泳館舉
行，其中游泳競技項目設有水中趣味競賽，
現場參賽者「同舟共濟」、趣味橫生。（攝
影／賴意婕）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正副會
長暨學生議會議員選舉將於14日（週二）至16
日，上午10點至下午7點舉辦。選舉委員會主
席資圖二林蕙君說明，今年學生會與學生議會
共同修改學生自治組織的法規，希望能加強與
蘭陽校園的聯繫，更期待有更健全的組織來為
同學們服務。學生議會議長陸研碩二林琮堡表
示，本次議員選舉候選人數創新高，自治風氣
大幅提昇，鼓勵同學們踴躍參與投票。淡水校
區的投票地點設於商管大樓二、三樓、文館二
樓、新工館三樓、科學館及驚聲大樓，蘭陽校
區則在蘭陽校園圖書館前，投票時需要攜帶學
生證正本，並至各學院所屬投票區，才可進行
投票。

選舉 明起投票學生會
學生議會

　【記者高嘉甫、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7
日登場的102年防護團「基本訓練與疏散演
練」，分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和圖書館前舉行
研習及消防體驗活動。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致詞
時表示，每年例行的防護團活動充分體現防災
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且防護團成員肩負起引領
疏散的使命，呼籲大家須以認真的心情來應對
模擬狀態，並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提醒
防護團成員們，實際演練在真正面對問題時，
有足夠的空間、時間及反應足以迎刃而解。
　中華民國生命保護協會講師向育恩以幽默的
口吻講解面臨地震、火災、一氧化碳中毒及心
臟疾病的預防和面對，也讓防護團成員假想遇
上地震時，並實際演練躲到桌子下面的狀況。
最後，她總結提示「求生，靠的是智慧，而不
是運氣！」生輔組中校教官呂學明表示，本次
演講內容與活動宗旨很契合，確實達成防護演
練的效果，成員們都很配合，讓活動進行得很
順利！
　此次防護演練邀請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支援，

於圖書館前設置消防器材、逃生設備的體驗設
施及防災宣導。體驗在濃煙中逃生的圖書館非
書資料組組員卓靜茹表示，「雖然體驗室的煙
霧不會有嗆到的感覺，但裡面的黑暗環境還是
令人害怕，也了解到在面對濃煙時須以蹲低的
姿勢前進，讓我印象深刻。」體驗緩降機的建
築系五年級彭宏捷表示，垂降過程其實並不可
怕，反倒是在越過欄杆的那一刻有所猶豫，不
知該如何跨出第一步，這真的是一次很有趣的
經驗。
　7日上午由理學院擔任總指揮，針對化學
館、傳播館、科學館進行逃生演練，共模擬疏
散1,500位師生，並針對地震、影棚失火、科館
學生頭部受傷，以及化學品洩漏做狀況演練。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本次疏散路線由傳播
館撤離至體育館旁空地、科學館學生撤離至溜
冰場，達到演練效果有助未來災害發生時的緊
急應變。
　另外，以住宿學院為核心的蘭陽校園，於6
日由軍訓室蘭陽校園組組長楊光輝擔任總指揮
以無預警的方式進行實況演練，於晚間10時52
分正式啟動疏散程序，引導文苑、建軒宿舍學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事務處
主辦品德年「學生有品、淡江有德」系列活動
之「大師演講」，7日邀請到臺灣大學哲學所
教授林火旺，以「品德決勝負」為題暢談品德
價值。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教職員工及學生，
共計83人到場聆聽，林火旺第三度蒞臨本校開
講，本次藉由歷史名言、社會時事及生活化等
案例說明，巧妙地傳達出品德的重要。
　首先，他借鏡良機實業創辦人張廣博的成長
歷程，明白點出事業者的成功是憑藉著「品
德」。同時他建議，「人生都會碰到一些問
題，即使不讀哲學，仍要多少學習。」演講
中，他引述美國前任總統華盛頓曾說過，沒有
道德的人生是不幸福的。「且道德操之在己，
因其為最穩定的因素，如能掌握道德，就能掌
握幸福的人生。」此外，林火旺藉由近期社會
時事，如美國職籃球員林書豪、菜販陳樹菊等
個案，說明其獨特的人格特質，並於總結時說
道：「如何經營自己的人生，取決自身。」
　最後，他為品德做一結論：「品格是某種行
為的普遍傾向，而品德則是由良好的品格內化
而成。再說，品格決定命運，所以人的一生，
絕大部分要為自己負責，且要用生命來豐富每
日，而不是用時間來堆砌生命。」物理四李應
捷說：「教授提到人生中真快樂，並不是建築
在金錢上，而是要知足感恩。這次演講感觸良
多，使我了解道德本質在社會中的重要性。」
　品德年系列活動緊接著登場的是「品格夜
店」，將於15日（週三）在體育館1樓（由4樓
平臺入口進場）下午6時30分開張，學務處專
員陳瑞娥表示，以3齣戲劇來營造夜店氛圍，
並透過道德論辯，帶大家澄清價值觀、體驗前
所未見的夜店世界，參加者請穿著有型但不低
俗的服裝入場。報名至今日（週一）截止，
詳情請上學務處網站（http://spirit.tku.edu.
tw:8080/tku/home.jsp）查詢，或撥打校內分機
2399洽學務處專員陳瑞娥。

林火旺：品德決勝負
品格夜店週三開張

強化災害防救能力 罕見「C級防護衣」上陣

　生與住宿教職員迅速且有秩序的疏散
　至指定地點避難，並宣導：「不跑、

不推、不吵、不回頭找」在災害發生時謹記4
不口訣，將傷害降至最低。

體恤母親恩惠 范于真榮獲孝親楷模品德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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