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英文能力測驗
二補考開始囉！10日修英文〈二〉尚未考英文
能力測驗二者，補考時間為23日（週四）下午
6時10分至7時40分。補考教室及座位將在21日
（週二）、請假證明單和補考須知於英文系網
頁，非英文系學生專區網頁（http://www.tflx.
tku.edu.tw/app/bannerbar.php?Sn=6）公布。考
試請記得攜帶學生證和2B鉛筆應試。非公假
者，應試成績（60分以上）將以8折計算。

英文補考週四登場

　【記者李季衡、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小
零錢大愛心！企業模擬社與美術社於6日在
Facebook展開為期3週的「2013讓愛傳出去－
聯合愛心義賣」，由美術社提供獨家的手繪作
品，並在Google設立訂購專區，販賣所得將全
數捐給世界展望會。企業模擬社社長國企二林
郁庭表示，「因為人力吃緊，所以採取網路行
銷。目前銷量還不錯，但因網路販售讓消費者
對實品有疑慮，近期會陸續改善這類問題，並
且加入更多行銷計畫，希望讓更多人知道這個
有意義的活動。」
　目前義賣商品有精美手工書籤，款式為愛心
熊和禮物企鵝2種。美術社社長會計三鄭捷表
示，「很高興企研社看重我們的長才，讓社員
們有發揮才能的機會、參與義賣，經由社內討
論後決定製作限量的手工書籤，由於商品賣得
不錯，活動預估在5月底結束。」林郁庭也開
心地說：「義賣籌備之初，班上同學們義不容
辭，除了預購手繪品外，還幫忙推銷呢！」她
期待接下來義賣活動可以順利達成預設目標。
詳情請見企業模擬社粉絲專頁（http://www.
facebook.com/workplacevictors?ref=hl）查詢。

限量手繪書籤義賣 活動至31日止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14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二、三年
級班代表座談會，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主持，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教
學與行政單位師長，以及學生代表近200位出
席。虞國興表示，由座談出席的師長陣容，足
見校方非常重視學生意見，期盼藉此座談讓學
生提出諫言，共同研議可行性。
　亞洲所碩專二曾靜儀一口氣即提出六項疑
問，包括：一般生與碩專生開課人數限制不
一、借用教室需經由所辦助理於一週前申請、
「所上助理教授指導學生有人數限制，且阻擾
學生提出口試，提議變更亞洲所所名」、還有
圖書館開放時間不夠，影響借還書、校務信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5/20(一)

8:00

英文系

網路報名

跨校視訊英語學習

系列講座5（http://enroll.

tku.edu.tw/）
5/20(一)

8:00

生輔組

B421

「保護智慧財產權」

LOGO設計比賽

5/20(一)

8:00

師培中心

網路投票

教育攝影競賽按讚投票活

動至5/27下午3點止（FB

搜尋「淡江大學師資培育

中心粉絲團」）
5/20(一)

12:00

運管系

海報街
運管週

5/20(一)

12:00

實驗音樂社

滴咖啡

期末公演「我愛您—

愛與和平音樂日」
5/20(一)

12:20

歷史系

文館2樓大廳

淡水地區與淡江大學

今昔照片展
5/20(一)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遇雨停辦）
5/20(一)

17:10

法文系

L416

法文電影播放

《刺蝟優雅》
5/21(二)

19:00

管樂社

學生活動中心
築夢─環島音樂會（序）

5/21(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總複習

5/22(三)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遇雨停辦）
5/22(三)

18:10

法文系

T505

法文電影播放

《巴黎愛情故事》
5/22(三)

18:30

大傳系

O202

電影播放

《小畢的故事》
5/22(三)

19: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瑜珈108拜

5/22(三)

22: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會議展覽產業人才培訓

研習（http://enroll.tku.

edu.tw/）
5/23(四)

8:00

中文系

SG319

第29屆五虎崗文學獎

決審會議
5/23(四)

18:30

大傳系

O202

從圖片影像看淡水的今昔

－城市容顏的永恆觀照

5/23(四)

19:00

星象社、

吧檯研習社

覺軒茶藝廳

星吧Star Bar

售票活動

5/23(四)

19:00

國樂社

文錙音樂廳
期末公演「秦月」

5/23(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總複習

5/24(五)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遇雨停辦）
5/26(日)

17:30

熱舞社

學生活動中心

淡江熱舞社第十七屆

成果發表會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DIY高纖蔬果
汁，體驗零失敗！衛生保健組與膳食督導團於
15、16日舉辦「體內環保新革命」。膳食督導
團社長公行二楊繐慈說：「活動中提供的蔬

果都是高纖、高營養價值，打成果汁後，能方
便、快速地攝取纖維質和營養，且許多外食的
大學生不了解腸道保健的重要性，透過DIY，
讓大家知道蔬果和生益菌的認識，藉此達成天
天5蔬果、改善排便習慣及預防便秘。」
　活動除了有獎徵答外，還有檢測量表及闖關
活動。其中「蔬果自我評量」可以協助檢視平
日攝取纖維飲食的習慣，現場也提供2種不同
的高纖蔬果組合，讓大家自製營養、健康蔬果
汁；最後，「你來我往」以問答模式讓同學明
白高纖飲食的重要。師生反應熱烈、不時傳出
同學對自製美味蔬果汁發出讚嘆，課外組組長
江夙冠也到場共襄盛舉，並表示「活動非常精
彩！能提醒全校師生多吃蔬果、少吃肉，保健
自己的腸道健康。」公行二陳怡如開心地說：
「藉由活動除了檢視自己的飲食習慣外，也得
到許多健康又實用的資訊！」

體內環保新革命 腸道好健康

外語週6系聯合重現各國主題文化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的外
語週來囉！外語學院6系聯合外語週於13日在
海報街以闖關活動熱鬧開場，校長張家宜、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與
外語學院6系主任一同出席剪綵，校長張家宜
致詞時表示：「外語週一直以來是學校的特色
活動，學外語的學生也很活潑，每位學生都以
自己的語言為榮，藉由外語週讓各系學生可以
在飲食、舞蹈還有語言上文化交流。」
　戴萬欽則強調：「本校外語學院的規模是全
臺數一數二的，現在是全球競爭的時代，同學
們要會玩、也會念！」本次外語週以「六國願

望，一夜滿足」為主題，搭配闖關遊戲等抽獎
活動，抽到大獎拍立得的法文二張凱雁開心地
說：「這是很特別的活動，因為闖關的關卡很
容易，所以覺得中獎機會大，沒想到真的抽到
首獎！」海報街還有外語學院各系擺攤，外語
之夜則邀請眾多藝人輪番獻唱，院草院花由
法文二劉銘廷、日文一吳采臻封王奪后，劉銘
廷表示：「其實我是被拱出來的，很驚訝能夠
得獎，謝謝大家的投票！」活動總召日文二李
佳軒指出：「今年的重點在院花院草選拔，討
論度也比以往熱烈，希望透過整個外語週的活
動，讓更多人瞭解外語各系的特色。」

幸運讓現任職國立台灣交響樂團長笛首席陳麗
明老師指導，她高標準的教學方式讓我一開始
難以調適，甚至覺得很有壓力，但是習慣這些
要求後，我發現自己可以從容地應對，真的很
感謝她。」現在戴良羽選擇與管樂團一同練
習，除了期待能接觸同好外，也能不斷地尋找
精進的方式。此外，戴良羽參加阿爾卑斯山音
樂大師訓練營（Music Apl）、國立交響樂團
主辦的比賽，以及管樂社成果發表會等多場活
動，藉以讓自己保持音感，同時有機會見識到
外國音樂選手的實力。他靦腆地說：「我不是
一個每天勤奮練習的人，有時會利用參賽來鞭
策自己前進。」戴良羽以愈戰愈勇的態度，也
成功將自己推向冠軍之路。

　 【 記 者 洪 予 揚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第
二十五屆金韶獎決賽集結全國大專校院
佼佼者於10日學生活動中心開戰！不僅
精銳盡出，邀請評審林生祥、角頭音樂
負責人鄭峰昇、河岸留言總經理黃中
岳、玩耳音樂負責人董運昌及1976主唱
陳瑞凱，賽後有知名樂團宇宙人蒞臨現
場表演。
　 摘下獨

唱

組冠軍的台北藝術大學王行之，以清晰明亮的聲
音唱出張惠妹〈勇敢〉，現場燈光一度聚焦於她
的表情，緩緩地唱出扣人心弦的意境、驚豔全
場；獲得亞軍的淡江大學英文四翁瑋聰，用渾
厚嗓音詮釋西洋歌手Adele〈Skyfall〉。黃中岳指
出，獲獎原因不在於「人聲」，而是取決於「人
生」，「若能將歌曲中挑戰社會刻版印象的力道
完全發揮、且勇於跨越，相信整個舞臺都會屬於
他！」。
　重對唱組獲得前2名的北藝大王行之、林鈞憲
帶來〈藍眼睛〉及海洋大學陳振霖和台灣大學
謝至平演唱〈流浪〉。評審陳瑞凱語重心長地說
道，「希望往後的組別在歌曲中能多些真正的重
對唱，而非主客關係。」統計四張雅筑說：「合
唱〈藍眼睛〉的參賽者不時四目相接，很清楚地
傳達出他們對歌曲的情感！」
　創作組部分，東吳大學吳東穎以〈淡水與摩
卡〉榮登第一名及最佳樂手獎。評審董運昌表
示，演唱從開始到結束，投入的感情於眉宇之
間非常鮮明，且企圖心很重要，對歌曲的感動

更是關鍵。淡江大學德文四張芸甄以〈存在〉
贏得該組亞軍和最佳作詞獎、英文一陳彥伶以
〈Angels〉榮獲該組季軍和最佳作曲獎。張芸甄
賽前針對自創曲詮釋道，「用純粹的視角看大人
的世界是令人愉悅的，長大後因為顧忌多，反而
無法回到單純的時候，透過這首歌記住初衷。」
　評審林生祥指出大部分的作詞並不完整、線索
不夠多，呈現出來的意象較為模糊。他建議每位
音樂人應多閱讀，無論是現代小說、散文，或是
古代的詩詞歌賦，都會成為詞曲的養分！最後，
宇宙人以〈大志若魚〉作為壓軸曲目，鼓勵大家
「就算最後像個笨蛋一樣結束了，也不要和別人
一模一樣」。

中華民國102年5月20日

法文二曾議緻：

•REC

大代誌

學生
TKUTIMES本週我最靚

比起參選系花、系草，

還是享受演唱會比較輕鬆、自在！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臺北校園

5/24(五)

8:30

師資培育中心

中正紀念堂

D221、D222

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

研討會暨各階段適性教育

工作坊

5/25(六)

8:30

師資培育中心

中正紀念堂

D221、D222

十二年國教課程與教學

研討會暨各階段適性教育

工作坊

　　　　　　　                  本報於895期刊登
大運會新聞標題誤植，應為「淡江健兒勇奪大
運會6金8銀9銅」，中文碩三林詩皓榮獲比賽
項目部份誤植，應為「一般男子組跆拳道品勢
團體賽」。

更正啟事

　管樂社於期中考前，在文錙音樂廳上演著
一場驚奇感十足的室內樂，讓淡水沁涼的夜
晚倘佯在愉悅的樂曲中。但你可曾聽出其中
的奧妙？一曲「春天來了」，藉由長笛的柔
和音色帶出澄清、透明的感覺，熟練地演繹
出曲調的獨特性，讓長笛能以優美的姿態佇
立於管樂的眾多樂器之中，他是化材二戴良
羽，更於今年3月以精湛的技藝及自信與全國
長笛好手切磋，奪下「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大專B組長笛獨奏冠軍。
　戴良羽謙虛地說，「比賽前密集地做體能
訓練，藉以增強肺活量。」自小對音樂有極
大的興趣，國小曾加入直笛和管樂團，在長
笛的學習路上，戴良羽充滿感恩地說，「很

長笛獨奏冠軍 勇於挑戰 以笛會友化材二戴良羽

　【記者葉睿涵淡水校園報導】由商管學會主
辦「校園迷你馬拉松」於16日圓滿落幕，全校
共有58位教職員生熱情參與。商管學會會長資
管三蘇怡臻表示，「活動舉辦很成功，雖然當
天下大雨，還好傍晚及時雨停，否則比賽就要
喊卡了。」教職員男子組為社區居民黃先生、
女子組冠軍為校友郭菡，學生男子組冠軍航
太四江文淵、女子組冠軍企管一蕭佳瑤。馬拉
松路線從操場起跑，沿著宮燈街道、松濤館、
五虎崗停車場、工館，再繞過商館、文館、游
泳館後回到操場，男生組跑4.8公里、女子組
跑2.4公里。郭菡說：「我一開始練跑喘到不
行，但經過訓練後，我已經可以一口氣跑25圈
了！」她表示，跑步是一項非常健康的運動，
鼓勵大家要常跑步。江文淵表示，跑步可以訓
練協調性。蘇怡臻期待，藉由迷你馬拉松讓全
校師生趁著好天氣『動起來』。」

迷你馬拉松 校園跑透透

　大運會成功落幕！體育事務處特別頒發
「一萬元金牌獎勵金」於大運會中獲得金牌
的優秀隊伍，共有6個項目，包含一般混合跆
拳道品勢混合雙人賽、一般男子組跆拳道品
勢團體賽、一般男子組擊劍軍刀個人賽、擊
劍軍刀團體賽、一般女子組游泳100公尺仰
式，以及一般男子組跆拳道87公斤級。由於
此次大運會舉辦地點在宜蘭，蘭陽校園主任
林志鴻為盡地主之誼、同時鼓勵獲獎選手，
特地自掏腰包提供4萬元獎勵金，另外2萬元
則由體育事務處提供。（文／楊宜君、圖／
體育事務處提供）

大運會金牌頒獎

　外語週於13日在海報術熱鬧登場，圖為學
生們開心示範法國拳。（攝影／吳佩穎）

　【記者葉睿涵淡水校園報導】熱血青年在淡
江！羅浮群、資深女童軍及五虎崗童軍團於14
日展開3天的捐血活動，台灣血液基金會派出2
臺捐血車進駐於海報街及商管大樓前，吸引不
少師生前往捲起袖子捐血，活動累計募得550
袋至臺大、榮總等醫療院所。資深女童軍團團
長法文三陳愈惠表示，本校捐血人數在大臺北
地區的大專院校一向名列前茅，今年人數不如
預期，可能是同學們先前已參與3月的捐血活
動，所以需要間隔至少2個月以上的緣故。她
呼籲，未來11月會再舉辦一場，希望大家屆時
可以踴躍參與。
　第一次捐血的國企二錢薇表示，因為想挑戰
自己平常不會做的事，才決定和同學一同參
與，「發現其實一點也不痛，反而覺得很酷！
期待可以幫助更多人。」財金三江湘雲失望地
表示，「我已經準備好要捐血了，卻被告知
因手臂有濕疹，擔心血液中帶有過敏原而被拒
絕」，令她大呼可惜。

捲起袖子捐熱血 散播愛

　上週14至16日海報街和商管大樓前的捐血
車吸引不少熱血學生前往，捲起袖子散播
愛！（攝影／賴怡穎）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為提高大專院
校羽球裁判素質、建立更良好的裁判制度，體
育事務處於11、12日在紹謨體育館舉辦「102
年中華民國羽球協會C級裁判講習會」，共有
60位學員參與，會中邀請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裁
判組長暨國際羽球總會高級裁判張文蔚、中華
民國全民羽球發展協會競賽組長暨本校教授
楊繼美、及校友暨國際羽球總會高級裁判陳志
伸。體育事務處秘書暨羽球隊教練黃貴樹表
示，「透過這次講習可以對羽球裁決有更進一
步的認識，也可讓學生了解基本規則，以及在
比賽過程中，適度的禮儀是很重要的。」
　陳志伸說：「很榮幸可以回到母校給對羽球
比賽規則有興趣的學員做基礎的裁判講習，畢
業25年後重返校園的感覺很親切，且體育館內
的設備相當新穎，使得講習環境很完善，希望
這次的講習可以更加推廣羽球比賽執法的知
識。」其中，體育處教授楊繼美表示，「藉由
講習來鼓勵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且陳志伸在國
外擔任裁判之餘，也分享羽球比賽執法中，最
高等級的資訊。」

陳志伸蒞校 暢談羽球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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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於晚間發送太干擾，共6項質疑，現場師長
一一回應。教務長葛煥昭表示，學生的學雜費
僅分擔60%的校務花費，開課人數的考量之一
是成本，雖然訂有不同開課人數要求，但是皆
努力協助開成，從未犧牲學生權益。總務長羅
孝賢說明，借用教室的時間限制可再商議，但
由所辦申請是避免過往曾發生校外人士占用教
室的情形。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說明，為配合碩
專班上課時間，已提供適切的開放時段至下午
9時，且館方目前規劃將設置還書箱，「已在
有限人力下，提供最佳服務。」資訊長黃明達
解釋，夜間發送信件的速度是白天的2倍。
　學生議會代表歷史二李泓毅、物理二梁喻
惠，針對興建國際會議中心大樓及現有運動場
地變化發言。羅孝賢回應，「未來將整理五虎
崗運動場後，才進行大樓增建，不會影響學生
權益。而目前校內無大型會場，因應國際化，
該大樓將有助於提高本校聲譽及招生宣傳。」
　水環三陳奕昌希望能在期中考後開放申請網
路加退選，不經由任課老師簽章，葛煥昭表
示，已安排於教務會議進行討論。機電碩一陳
庭瑋指出，教務處網站表單眾多，下載時常得
耗時尋找，葛煥昭答覆，可進行表單分類及網

頁修改，增加效率。
　外籍生國企三陸西里建議，各單位網頁能設
置英文介面。國際長李
佩華說明，校內單位的
英文網站持續改善中，
未來將與國際學院學生
討論解決之道。物理二
梁喻惠提到自身遭流浪
狗咬傷事故，總務長羅
孝賢表示，校方目前作
法，除了在流狗身上做
記號外，亦會做絕育的
措施，這是符合愛護動
物的理念。同時，他也
宣導，不要和流浪狗玩
耍且勿餵養。 
　最特殊的提案是國企四賴冠宇以臺大創意創
業學程為例，建議校方開設一個全校性跨院系
學程，以促成產學合作與創業，完整的規劃方
向與建議內容讓虞國興稱揚其提議前的資料蒐
集，是一提案典範，「構想非常好，」並回應
「將經由與各院院長討論，考慮納入103學年
度卓越計畫。」

創作力勝出 淡江人贏得金韶獎

　圖為本屆金韶獎「最佳作曲獎」及創作組第
三名的英文一陳彥伶。（攝影／林俊耀）

最佳作詞
最佳作曲

　但其實他在音樂之路從不受限於單一樂器，
戴良羽積極地學習他項樂器，藉以充實音樂表
演的認知，更曾在管樂社期中演奏會中挑戰一
手彈奏鋼琴、一手吹奏長笛，他對此笑說：
「這是在網路上看到的，覺得手法很特別，就
試著練習，也規劃在社內演奏會中，嘗試呈現
出音樂有趣的一面。」談到未來的音樂夢想，
戴良羽說：「還是會以化材專業為主、音樂為
輔，因為現在知名的音樂表演者幾乎都是科班
出身，個人實力遠不及專業水準，但未來如果
有能力，還是會期許自己可以辦一場個人獨奏
會，朝著『業餘』的方向繼續前進。」（文／
楊宜君、攝影／賴意婕）

　評審林生祥（右一）頒授金韶獎創作組第二名的獎
座給德文四張芸甄（左一），她亦贏得「最佳作詞
獎」。（攝影／吳佩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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