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畢業於本校實
驗劇團團員們所成立的紅貳柒劇團，於上週 3
度返校公演，與實驗劇團學弟妹共同演出《末
日驚魂我們來看戲吧》，共同展現對演戲的熱
情。亞洲所校友導演廖晨志表示，本劇的主題
是以政府重啟核能反應爐，世界末日即將來臨

為開場，引出 3 個末日前場景，帶給觀眾省思，
「在這齣戲中，希望讓觀眾從荒謬的場景對應
自己的日常生活，得到最真實的感受。」
　本劇場景是以「如果你只剩下 3 小時能存
活，你會做些什麼？」為題，劇中，悲觀的男
人與樂觀的女人決定攜手在毀滅前完成人生程
序、老師和學生討論數學和語言學、老人敘述
自己的人生故事，但他所說的內容不只一再重
複，和實際發生的事也有許多出入；每段劇情
都對時事有隱喻，現場的 Live band 為戲劇配
樂，讓人更融入戲中，也感受到末日時緊張的
氛圍。法文三張瀞文分享：「從道具、布景到
燈光都看見劇團的許多巧思，演員的演技也非
常精湛，讓我深深地融入戲劇之中。」

管樂社獲全國學生音樂賽團體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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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17( 一 )

8:00

學生組

網路報名

學習策略工作坊 - 簡報
「架簡單」- 上台報告技
巧  （http://info.ais.tku.
edu.tw/tas/）

3/17( 一 )

8:00

品保處

網路調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
中教學意見調查」  （
http://info.ais.tku.edu.tw/
tas/）

3/17( 一 )

12:00

教科系

黑天鵝展示廳
教科系畢業專題展覽

3/17( 一 )

15:00

俄文系

FL106
約瑟夫 ‧ 布羅兹基的詩

3/17( 一 )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表演檢討與練習

3/18( 二 )

9:00

文錙音樂廳

文錙藝術中心

「回憶巴黎 - 蔡世鴻、邱
懷萱古典吉他二重奏」音
樂會取票

3/18( 二 )

12:00

圖書館

總圖 2 樓閱活區
e 閱無際Ⅰ：載具體驗營

3/18( 二 )

12:00

職輔組

Q409
永豐銀行公司徵才說明會

3/18( 二 )

12:00

創育中心

創育中心
品味咖啡 ‧ 幸福加倍

3/18( 二 )

19:00

學生動新聞社

Q201
攝影美學實務

3/18( 二 )

19:00

電影社

B713
映後座談 : 微光閃亮第一
個清晨

3/18( 二 )

19:00

健言社

L205
健言盃前哨戰－怎麼說故
事才誘人

3/18( 二 )

19:00

大傳系

鍾靈化學館 B1 水

牛廳

大傳說影展：〈兩代早餐〉
〈沉默角落〉

3/19( 二 ) 

10:00

英文系

FL204、B512

至 5/14 止，每週三上午
10:00 至 13:00，由美籍外
籍生 Patricia 教大家 TOEIC
應試技巧。 
上午 10:00 至 11:00 在
FL204 個別問題指導，上
午 11:00 至 13:00 在 B512
講授 TOEIC 應試技巧

3/19( 三 )

10:10

法文系

文錙音樂廳
法國樂團 (LavionRose)
用音樂交織成的玫瑰人生

3/19( 三 )

11:00

俄文系

FL106
從電影看俄羅斯人社會與
家庭關係（上）

3/19( 三 )

12:00

職輔組

Q409
長榮海運公司徵才說明會

3/19( 三 )

12:00

學發組

I601
學生學習社群 / 讀書會說
明會

3/19( 三 )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腳的基本動作練習

3/19( 三 )

19:00

大傳系

鍾靈化學館 B1 水

牛廳

大傳說影展：〈幸福大盜〉
〈原點〉

3/19( 三 )

19:00

德瑞克領隊社

O504
地理教學

3/19( 三 )

19:00

讚美社

L206
才德的婦人

3/20( 四 )

18:30

圖書館

總館 U301
e 閱無際 II：行動閱讀學
習營

3/20( 四 )

19:00

大傳系

鍾靈化學館 B1 水

牛廳

大傳說影展：〈友情條
件〉、〈一瓢清淺〉

3/22( 六 )

8:45

讚美社

淡水馬偕醫院
醫院探訪，報名請洽宗穎
(0952376825)

大代誌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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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我最靚
德文四董偉玲、
　德文三王郁婷：

「除了讀書之外，大家
記得要多運動歐！」

　 循 著 熟 悉
的 足 跡 ， 中
文 三 楊 雅 庭

來到供校園留犬歇息的驚聲書局前，與校園
留犬「垂垂」及「小黃」打聲招呼，自然流
露出的親暱氛圍，在旁人眼裡絲毫感覺不出
來人與狗之間的藩籬。她說，從小就習慣與
動物互動，隨著年齡增長而自發性地關注生
活周遭的流浪動物，甚至自掏腰包帶牠們去
獸醫診所檢查、打驅蟲藥，在楊雅庭心目
中：「寵物不只是寵物，更是朋友、是家
人。」因此，她加入關懷動物社以延續「天
生就很喜歡動物」的熱情。
　除了關心校園留犬：記錄牠們的健康、與
同學互動情形外，楊雅庭也走出校園為更多
的流浪動物發聲，到國中小舉辦活動，如規
劃動物保護教育課程，讓學生能分辨週遭的

動物，讓關懷生命精神向下扎根，也曾希望政
府改善收容流浪動物的配套措施而走上街頭，
為流浪動物發聲，盡其所能地將飼養動物、互
動的正確方式傳播出去，試圖讓社會對流浪動
物更加了解、更加友善、更加懂得關懷。
　談到寵物的飼養時，楊雅庭呼籲大家應以領
養代替購買，並提到坊間有許多非法繁殖場
為，用不人道的方式來繁殖犬隻。而領養寵物
之前也需要三思，她強調，「養動物從來就不
是件簡單的事，在飼養寵物前一定要思索是否
有能力負責寵物的一輩子，因為伙食、醫藥等
都是支出，千萬不能因為小事而不想養牠，更
要設身處地陪伴牠、了解牠的需求。」
　儘管她滔滔不絕地分享校園留犬的生活趣
事和闖禍記錄，若有校園留犬攻擊事件時，
關懷動物社成員便會對牠們進行教育，「我
們的教育方式是，如之前疑似狗因對雨傘有

恐懼而攻擊攜傘的人，社員們會以
誘導方式，拿著傘餵食犬隻來消減
牠們對雨傘的恐懼，進而減少攻擊
事件。」也會向同學宣導與校園留
犬互動的正確方式，在網路上回覆
同學如何面對校園留犬時所遭遇的
問題，「不能因為自己愛狗就忽視
怕狗的人的權益，重點在於如何消
弭人與狗之間的隔閡與誤解，讓更
多人能感受到關懷動物的精神與方
式，而在適當的管理下，便能使校
內動物生態取得平衡，更能豐富校
園生活。」
　她以身體力行，讓更多流浪動物
能得到溫暖，希望這份關懷讓世上
更多動物能得到愛與關心。（文、
攝影／盧逸峰）

聯合勸募海報街起跑

口琴社與臺大並列全國學生音樂賽優等

中文三楊雅庭 關懷生命從心做起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2014 春季
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自 17
日（週一）從本校起跑，將有 350 萬件商品
進駐海報街，進行一週的義賣活動，中午 12
時將有知名藝人潘裕文到場開幕，以及現場
抽福袋活動送給參與的師生，另外還有蕭閎
仁、校友谷口侑以、校友劉伊心等藝人將分
別現身於 18 日、20 日、21 日現場表演；而
吉他社、極限舞蹈社、卡波耶拉社、詞曲創

作社以及合唱團等社團於本
週中午將展現精彩的才藝，
一同加入愛心勸募行列。而
80 元義剪就能享有完美造
型；17 日、18 日現場還有捐
血車，歡迎大家一起「分享
熱血」。
　最刺激的名人競標區，商
管學會還募集名人捐贈商品：
盧廣仲週邊商品、四分衛簽
名專輯、統一獅棒球隊簽名

球、璞園建築籃球隊捐贈簽名球等，只要領
取競標單，填上商品和願意付費價錢，由價
高者得標，得標者將於 21 日（週五）公布。
　活動負責人化材三王佑銓表示，現場除了
義賣商品，還有低價特惠商品、滿 3 百元摸
彩活動、FB 打卡抽獎、現場抽紅包遊戲、擲
骰子比大小等互動遊戲，「所得款項及剩餘
商品將全數捐贈給罕見疾病基金會、家扶中
心等弱勢團體，歡迎大家一起來做愛心。」

名人商品快搶標

　【記者林佳彣、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9 日響應「北臺灣七大學聯合路跑賽」活動，
本校師生、社團等自發組隊報名參加，而校長
張家宜更率領校內一、二級主管參加，共有超
過千人的「紫淡江」，「漫」跑在新北市三重
區幸福水漾公園。
　馬來西亞同學會、華僑同學聯誼會等境外生
也組團參與路跑活動。來自馬來西亞的國企三
彭偉祥分享道：「自己沒参加過路跑，而且這
次是七校聯合舉辦，讓我感到興趣。所以僑聯
會的大家都相約參加，事前還會去操場跑步，
以訓練提升自己的體能。」

　為了獲得好成績，一、二級主管們特於賽前
在操場上練跑，也在賽場中奮力衝刺。在統計
本校參賽者成績後，3KM 教職員工組，男子
組以體育教師陳瑞辰 10 分 7 秒奪得第一、女
子組魏瑞妤以 14 分 59 秒奪冠；5KM 學生組，
男子組王俊智的 21 分 18 秒搶冠、學生組女子
組溫程茜以 27 分 38 秒為第一。體育事務處體
育長蕭淑芬開心地說，這次的活動達到廣大的
迴響，也讓參與的教職員工、校友及學生能夠
體驗運動的樂趣，希望能更激起運動熱忱。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號外！管樂社
於 9 日「102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
項目大專Ｂ組特優，從北區 19 所大專院校中
脫穎而出，成為 4 個特優名額中其中一隊。他
們以指定曲〈星條旗進行曲〉、自選曲〈聖母

的七次悲傷〉獲得肯定。社長資管三胡宸瑋開
心說道：「我們整齊劃一的 solo 表演中，讓評
審們為之一亮，而且還獲得『響而不吵，實不
容易』的評語，這項獎勵讓我們平日努力的練
習有實至名歸的榮譽。」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聆韻口琴社於
7 日的「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項目北區決賽」
中，在口琴項目中榮獲優等，與臺灣大學、清
華大學等校並列，他們以〈雷神進行曲〉與〈藍
色多瑙河〉的演出獲得評審青睞，本次比賽還
邀請弦樂社社員運管三呂孟軒和詞創社社員日
文一吳睿哲幫忙伴奏大提琴及爵士鼓，帶來不

同的音樂感受。
　聆韻口琴社社長財金三黃聖峰表示，本次成
員中，有三分之一的新入社員，原本擔心新生
承受不了壓力而半路放棄，但大家互相體諒打
氣而獲得好成績。身為新社員的歷史一林弘智
則說：「抓住每一次練習時間好好努力，雖然
有壓力，但感覺很值得！」

自由搏擊社獲大專盃拳擊賽 3 銅牌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自由搏擊社首
次參加「102 學年度全國大專盃拳擊錦標賽」
奪下 47 至 49 公斤組、64 至 69 公斤組和 75 至
81 公斤組的 3 面銅牌，分別由自由搏擊社社
長日文三姚圳柏、產經四吳文傑和副社長化材
二宋奕儒獲得。姚圳柏表示：「首次參加真的
很新鮮，這次運氣很不錯，是個很棒的經驗，
未來將會持續帶領社員報名參賽。」
　宋奕儒分享：「這是我們首次站上擂台的正
式比賽，由於大專盃拳賽是甲乙組混和，對手
幾乎是體育科班勁敵，印象最深刻的是拿下首
勝的那場對打，很謝謝學長陪我們到現場，我
秉持著『其他人可以為什麼我不行』的信念，
成功奪下人生的第一面拳賽銅牌。」

　衛保組和膳食督導團在福園前舉辦「你是
Lady 卡卡嗎 ? 健康密碼，80 與 90」健康宣導
活動，現場發送 BMI 皮尺，希望大家關注自身
健康，吸引約 2 百人次參加。膳食督導團社長
公行二林潔怡表示，現代人缺乏運動，腰圍常
超過國民健康署建議標準值，希望藉此讓大家
了解健康的重要，「國民署對腰圍建議是女性
不超過 80 公分，男性不超過 90 公分，只要養
成多吃蔬果、低油脂的食物的習慣，就能常保
健康。」德文四蘇奕安說：」學到了許多健康
知識。」（文／李蕙如、攝影／吳國禎）

BMI 皮尺宣健康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臺灣微軟公司
10 日的「2014 臺灣微軟校園巡迴講座」，將
鍾靈中正堂擠得水洩不通，由臺灣微軟公司人
資處副總經理邱紫筠、資深經理張孝泓等人，
說明如何加入臺灣微軟公司的體驗計畫。資管
系系主任鄭啟斌致詞，鼓勵本校學生進入企業
實習，以拓展經驗。
　邱紫筠認為履歷是展現自己和競爭者不一樣
的最好方式，因此履歷內容可以注重社團打工
經驗、專業技能及證照等個人特質的呈現，
「建議在學時可進入企業實習，不僅能獲取更
多人脈、資訊及專業技能，也會學到執行企劃
的能力，最重要的是，可以提早培養於職場上
的積極態度。」而張孝泓介紹微軟未來生涯規
劃體驗計劃，說明工作內容、申請方式，以及
相關的職能訓練和提攜制度。
　曾於微軟公司實習的運管系校友簡子俊及實
習中的日文四黃郁雯皆分享自己的體驗及收
穫。簡子俊說：「在實習中接觸了行銷的方法
與知識管理的策略，職場上的專業人士也成為
促使我進步的動力。」黃郁雯則認為：「機會
是留給勇敢爭取的人。」講座後，現場同學皆
躍躍欲試，準備進入企業實習一展長才。日文
三林欣儀分享心得：「這次除了學到寫履歷的
技巧，也更進一步認識企業實習。看著講者自
信的闡述經驗談，讓我更想提早為進入職場做
準備！」

復活蛋現身淡江
　因應復活節，德文系系學會於 10 日在淡江
校園舉辦「愛麗絲夢遊仙蛋」活動，校園內藏
有 80 顆復活節彩蛋，各組須解謎依指示尋找，
積分最高者可獲精美禮品，會後還可跟幹部進
行賭蛋，以能搶到高分。德文系系學會會長德
文二蔡牧容表示，希望透過找蛋活動，增進德
文系同學們的感情，並感受復活節的氣氛。德
文三陳嘉娜說：「活動謎題融入愛麗絲夢遊仙
境的故事，且難度適中，非常有趣。」（文／
李蕙如、圖／德文二蔡牧容提供）

員福會三空泉健走 賞櫻踏青 7.1 公里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員工福利委員
會為鼓勵大家享受健康，於 8 日在淡水三空泉
舉辦健行活動。從鄧公廟前廣場出發，以三空
泉為中心繞行，全程長達 7.1 公里，吸引 48 位
教職員生及其眷屬參加。
　資訊處專門委員余金堂在沿途解說，「儘
管下雨，但適逢吉野櫻和山櫻花的

季節，剛好可以來趟賞櫻之旅，活動進行和心
情不受影響。」此外，在摸彩活動中，全家參
與且全數中獎的資工系教授石貴平表示，「非
常幸運！參加過很多次員福會活動，感覺都很
棒。而且有機會出來走走、學習知識也挺不
錯，以後會繼續報名、參加。」

微軟體驗計畫

接軌職場力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金韶獎，報名
快閃 10 分鐘！不知大家有沒有注意上週有群
熱血沸騰的學生，彈著吉他唱歌走唱校園？吉
他社為宣傳第 26 屆金韶獎報名活動，特以快
閃表演吸引大家目光。
　金韶獎總監土木二郭冠鑫指出有這樣的想法
源於國外影片，「一個人唱著歌，其他人聽見
隨後跟著，接著一群人齊唱，畫面打進眼睛及
歌聲打動人心的感覺，讓宣傳不再只有傳單，
而是讓同學有最直接的感受。」

吉他走唱搶報金韶獎

千人紫淡江響應 7校路跑

紅貳柒劇團末日公演吸睛

　自由搏擊社（右一）首度參加大專盃獲
得 3 面銅牌。（圖／自由搏擊社提供）

　商管學會勸募的名人商品：統一獅棒球隊簽名球等，歡
迎大家 17 日（週一）起至海報街競標。（攝影／蔡昀儒）

品德之星

躍躍欲試爆滿

　本校學生自主組團
參加「北臺灣七大學
聯合路跑賽」活動。
（圖／資管三吳柄毅
提供）

　由校長張家宜（右二）領
軍率一、二級主管於賽前練
跑，希望能有好成績。
（攝影／鄧翔）

　校友組成的紅貳柒劇團，返校公演《末
日驚魂我們來看戲吧》。（攝影／羅廣群）

　臺灣微軟校園巡
迴講座中，體驗計
畫吸引大家目光。
（攝影／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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