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
大代誌

本週我最 靚

英文二巫旻樺、
英文二王政文：

「 期 中 考 開 跑 了，
大 家 一 起 加 油， 都
要歐趴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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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 年 度
校長盃籃球、
排球賽中，各
系所紛紛組隊
參加，吸引校
內師生到場觀
賽， 經 12 日
起連續 3 天激
烈的賽事，除
增強球技外，
並多了互動交
流的機會。
14 日男籃冠亞軍賽。（攝影／黃國恩）

12 日壘球賽。（攝影／盧逸峰）

系所決戰 搶捧校長盃

【記者陳怡如、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102
學年度校長盃中，男女籃球 74 隊、男女排球
58 隊及壘球 16 隊，經過 12、13 日的激烈競
賽後，最後由土木系榮膺壘球冠軍、運管系位
居亞軍、航太系拿下季軍，而水環系則獲得殿
軍。土木系慢壘球隊副隊長、土木三陳冠儒表
示，雖然訓練相當辛苦，但這次一舉拿下冠
軍，所有的辛勞都有了代價，並展現團結同心
的精神，「感謝學校提供良好的場地供球隊練
習、學長的指導，以及球隊經理的協助。」
而籃、排球冠亞軍賽則於 14 日中午在紹謨
體育館激烈對決，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到場為選

手加油打氣，在籃球場上，他以「這場比賽除
了是個人榮譽外，也是各學院的對決賽」的幽
默致詞，稍緩選手間的緊張氣息，隨後各隊互
相較量球技，場邊觀眾加油聲不斷。最後由化
材系以黑馬之姿獲得男籃第一名、女籃則由資
管系蟬聯冠軍二連霸。男女排隊伍陣容堅強，
各系系主任、老師也到場嘶喊「加油！」，由
經濟系獲得男排冠軍、資工系為男女排雙亞
軍、日文系則為女排冠軍。
男籃隊長化材四林憶得開心地說：「因為今
年的陣容堅強而且團結，所以才有機會奪冠，
真的非常開心，更希望未來可以保持這樣的風

淡然無我茶會席地品茗

12 日女排賽。（攝影／吳重毅）
恭賀！ 102 學年度校長盃籃排壘球賽前 4 名
男籃
女籃
男排
女排
冠軍 化材系 資管系
經濟系
日文系
亞軍 航太系 產經系
資工系
資工系
季軍 企管系 化學系 統計系
運管系
殿軍 土木系 法文系 國企系
國企系

格，明年再奪冠軍。」
女籃冠軍資管系的球隊經
理資管二詹芳綺非常雀躍地
說：「我很佩服他們能堅持
到最後的精神。他們真的很
厲害！不到最後一刻都不放
棄，我真的很佩服他們！學
姊們的激勵，讓整個隊的實
力更加堅強。」
男排冠軍經濟系隊長經濟
二葉人維表示，「因為前場
的比賽不順手，導致跟資工系比賽一開始時很
不穩定，在一次暫停後，調整了戰術，並打出
氣勢才獲勝！今年系上得了北經盃、大經盃、
校長盃 3 個冠軍後，未來希望能和大家一起努
力，球技能更加進步！」

水上運動會快來報名

【記者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繼校長盃賽事
後，緊接著就是「102 學年度水上運動會」，
即日起開始報名至 30 日（週三）止，游泳高
手們趕快前來挑戰「游泳競速」和「水中趣味
競賽」，獎品豐富，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不
限男女組隊參加，只要到體育事務處網站下載
報名表，填寫後送至體育活動組（SG301），
即可完成報名，詳情請洽體育事務處網站，
或校內分機 2173。（網址：http://www.sports.
tku.edu.tw/）

本 校 茶 藝 社 於 12 日
在 驚 聲 廣 場 舉 行「 第
十三屆淡然無我茶會」
邀請到多位品茶愛好者蒞
校交流，大家分坐 2 排席地泡
茶，以走動式交流品茗樂趣，甚至
有外籍人士、攜家帶眷、三代同堂一
起前來參與盛會，大家交換茶藝心得，
場面十分熱絡。（文、攝影／盧逸峰）

黃靖升代表出席全美服務學習研討會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航太四
黃靖升代表宜蘭縣領袖發展協會，9 日
赴美國華盛頓參加「第 25 屆全美服務學
習 研 討 會 」（National Service-Learning
Conference）， 該 會 是 102 年 唯 一 獲 教
育部青年發展署補助的人民團體，黃靖
升現場除說明規劃「GPS 尋找新地標團
隊打卡家」及「走繩嘉年華會」服務專
案之外，並與國外相關單位進行交流。
黃靖升分享：「這次的經驗讓我接觸
航太四黃靖升代表代表宜蘭縣領袖發展協會，
到很多從未想過的創意，例如有人設計
9 日赴美參加「第 25 屆全美服務學習研討會」。 可以模擬酒醉後視覺的眼鏡，提醒適量飲酒的
圖為黃靖升拍攝該會工作人員說明服務學習專案 重要等，會將這次所接觸的新事物，轉換成新
情形。（圖／黃靖升提供）
的想法，讓我做出更多更好的專案。」

校園話題人物

中文三曾貴麟

寫詩，有非凡的魅力

如果要用文字形容「勇氣」，
你會如何說明？中文三曾貴麟便
以「勇氣便是穿越喧嘩、謠言與
惡質的目光，像是逆行於風與獸
群的行為……。」的新詩作品中，
他使用簡單的字詞，具體描繪抽
象的「勇氣」一詞。
許多人對於閱讀詩作感到困
惑，擔心無法從用字遣詞體會到
作者的詩中意境，而曾貴麟的詩
作中少見艱澀的文字，他以平常
的字句描繪出詩作內想像空間，
尤其擅長使用字詞的轉意，細膩
地轉化創作者的情感，給讀者帶
來的是耳目一新地美的享受。
他認為，「新詩創作有著自由
的風格，不限拘束的題材，可以
或虛或實，將各種意象與字詞的
交錯，這是新詩創作的樂趣。對
我來說，寫詩有著非凡的魅力，
可以優游在想像間，將想說、卻
又不想說明白的心事訴諸於字裡
行間。」
曾貴麟高中時受到啟蒙，開始
新詩創作，還成立「症候群」地

下詩社，在宜蘭作家協會與母校宜蘭高
中的協助下，出版了《夢遊》首本個人
詩集，內容蒐集以「夢想」為主題的
新詩作品，對他來說不但是在創作上
的肯定，同時也是最佳的青春紀錄，
「我選擇新詩創作來做為紀錄這一段
時刻，是因為精練的文字反而能
展現寫實情境。」
進入大學後加入微光現代詩社
持續創作，除認識更多新詩創作
的同好之外，並努力推廣新詩，
曾 6 度擔任全國大學巡迴詩展的執
行長，串連全國大專校院各現代
詩社的作品，藉由詩作分享來交
流各地方的文化，更在去年 4 月主辦 全 國 大
學詩社論壇，當時共有 10 多個詩社研討新詩
創作發展趨勢，讓更多愛詩人能齊聚一堂。
在推廣過程中，他以「其實你可以懂詩、
也可以寫詩」為題，讓更多人親近新詩，曾
獲邀至板橋高中、興國高中等校演講，並擔
任花蓮地區生活美學營講師，藉由分享新詩
創作方式和心路歷程，讓更多年輕學子體會
新詩的樂趣。
曾貴麟覺得，生活中有著無窮盡的題材，
而創作本身也離不開日常生活的內容，藉由

7 影印店連署護智財權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7 日，
本校生活輔導組舉辦「切勿不法影印教科書」
活動，與校園週遭 7 家影印店共同連署支持。
生活輔導組行政人員周玟妦表示，本次活動是
希望藉由互相連署，來加強智慧財產權的宣
導。經濟三謝景祥認為，希望透過本次的宣導
活動，可傳達出尊重智慧財產權的理念。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4/21( 一 )
8:00
4/21( 一 )
8:00
4/22( 二 )
10:30
4/26( 六 )
10:00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職涯規劃講座－踏入職場前的
12 件事情報名（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文創中心
故事達人工作坊報名（網址：
網路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裳裳我華，詩經文化」文錙藝術中心
兩岸女國畫家邀請展 開幕
文錙藝術中心
式
海事博物館
2014 新北市考古生活節
十三行博物館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4/21( 一 )
6:00

資創系
開心廚房

4/21( 一 )
8:00
4/26( 六 )
9:30

活動名稱

早睡早起來讀書

品德教育－綠化植栽認
養報名（網址：https://docs.
蘭陽校園主任室
google.com/forms/d/1FimZSSRr網路報名
4rV9hD1RkqMJGSAarksffLn1vHmchaQWq4/
viewform）
蘭陽校園主任室
大三學生出國行前說明會
強邦國際會議廳

青出於蘭籃球賽 外籍生上陣

本校男女排校隊 大專聯賽獲佳績

【記者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男女排校
隊於上月參加「102 學年度大專聯合排球比賽」
後傳回佳績：男排校隊獲得公開二級比賽全國
第八名，女子排球隊則贏得一般組全國第十一
名。排球校隊教練潘定均表示，本次賽事規則
改變、對手大多為體保生，導致比賽進行中較
為困難，但大家仍在攔網及攻擊技巧得勝，

未來將會在基礎訓練上更加努力，持續精進球
技，希望明年可以有更好的成績。
擔任男子排球校隊隊長的航太碩二呂學奇，
對這次比賽認為，因預賽失利所以讓排名不如
預期，希望下次能有更好的表現，以贏得更好
的成績。

打卡快讀

西音社 搖滾音樂社 12 樂曲成發吸睛
VS.

西洋音樂社與搖滾音樂社於 9 日晚間連續 3
小時，在學生活動中心有 12 組音樂感官饗宴！
這是音樂性社團首度跨校園聯合成發，活動總
召國企二葉俐妏與副總召語言二郭純瑜共同表
示：「兩方社團的成發交流是意外的突破，雙
方著重不同的曲風，來進行多元交流。」西洋
音樂社社長國企四聶崑淮認為，本活動讓兩方
社團互相切磋，「而音樂表演也凝聚喜愛音樂
的同學們。」觀光二黃欣湲說明搖滾研究社從
蘭陽校園包車來淡水校園，雖路遠但很開心能
參與這次成發。（文／周雨萱、攝影／吳承樺）

弦樂社四間琴挑戰室內樂

弦樂社於 11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四間琴」期中音樂會，有別以往，此次挑戰全場以弦樂
四重奏組成的小型室內樂音樂會，演出卡門序曲〈鬥牛士之歌〉、久石讓〈The rain〉、紅遍
全球的電影主題曲〈Let it go〉改編曲，最後以洋溢著新疆風情的民歌〈快樂的薩利哈〉為夜
晚劃下了美好的句點。弦樂社社長資工二黃冠智說：「感謝社員們的配合與努力，讓本次演出
成功，室內樂最需要的就是默契，透過密集練習增進團員間的感情和認同感，還能讓觀眾更認
識室內樂，感受不同的弦樂感受。」化學二黃詩涵說：「最印象深刻的曲子是卡門幻想曲，氣
勢高昂十分令人驚艷，是第一次參加音樂會的感覺，十分陶醉其中的氣氛。」（文／范熒恬）

鋼琴社跨校舉辦聯合音樂會

本校鋼琴社與臺灣大學鋼琴社，於 3 日在文
錙音樂廳舉行聯合音樂會，由保險二倪于涵、
經濟二方威所演奏的〈藍天幻想曲〉揭開序幕，
全場以 16 首曲目表現東、西方音樂，其中在演
奏李斯特〈死之舞〉時特別請觀眾不要鼓掌，
帶給觀眾詭譎嚴肅的氣氛；並有吉他表演、小
提琴合奏，最後再由管科四范珵勛彈奏〈All of
Me Jon Schmidt〉，為這場聽覺饗宴增添許多元
素。鋼琴社社長保險二黃偲涵表示，本社的成
發傳統是和校外社團舉行聯合音樂會，進而切
磋琴藝，以認識更多「琴」投意合的朋友。臺大鋼琴社社員、法研所任俞仲提到，這是 2 度至
本校表演，對於場地、鋼琴等設備的印象都很好，希望能再來淡大表演。（文、攝影／盧逸峰）

陸友會呷蝦米體驗釣蝦趣

12 日下午，大陸學生校友會在大眾紅蟳王釣蝦場舉辦「呷蝦米」活動，這是許多陸生的初
體驗，一開始大家手忙腳亂地架釣竿、穿釣餌，狀況百出，如釣到的蝦拿不下、蝦子掉到又落
跑等，但最後大家都收穫滿滿，下廚烤蝦度過歡樂時光，現場甚至模擬採訪實境來記錄釣蝦活
動，場面十分熱烈。來自江蘇的資管一季意說：「釣到蝦很興奮，結果沒有拴好釣蝦網就功虧
一簣，所幸後來有再釣回來，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參加這種活動。」（文／盧一彎）

電影行銷講座揭密推廣手法

曾貴麟的首本詩集《夢遊》，包
括 44 首新詩、10 篇散文與 7 篇小
說。（攝影／盧逸峰）
不斷的創作會督促著他細心體會和觀察
生活中的事物，「因為生活中的每件小
事，都值得用新詩創作來記錄，未來再回
顧時都值得細細玩味。」
新詩創作就是他持續一生的運動，他將用
新詩內自由而奔放的文字，寫下生命中每個
片刻的回憶。未來的他將會拓展創作主題，
發展出更多新詩創作的無限可能。（文、攝
影／盧逸峰）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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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

蘭陽校園「青出於蘭」盃籃球錦標賽 8 日至
10 日開打，共 17 隊經熱烈激戰後，男子組由
政經系、觀光系、資創系共同組隊之「大三聯
隊」奪冠，而女子組則由觀光四「胖妹鎖骨斷
掉隊」摘下第一名，「大三聯隊」隊員，來自
日本的交換生政經一前多智啓表示，以前曾在
高中擔任籃球隊隊長，看到比賽傳單並邀請同
為外籍生來自索羅門群島的政經三傑龍組隊，
為交換生生涯留下美好回憶。（文／郭宇璇、
圖／蘭陽主任室提供）

學生團保公開招商

【本報訊】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承辦的
「103 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承保公司公開招商
案」即日起開始受理申請。凡經金管會審核通
過成立之人壽保險公司均可參與投標。有意投
標之公司請於 5 月 2 日下午 5 時前詳列保險契
約、申請文件及奉准保單條款等相關資料，以
書面方式密封後親送或郵寄至本校淡水校園學
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B402 室。詳情請至生輔
組 網 頁（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2）「最新消息」瀏覽或撥打校內
分機 2817 洽生輔組楊雅鈞小姐。

壘球
土木系
運管系
航太系
水環系

█淡水

電影社於 9 日邀請可樂電影行銷總監黃孝儀
帶領大家認識「電影行銷」，黃孝儀從創作、
拍片、行銷、電影上市到院線鋪陳等市場操作
內容說明，他表示，電影行銷不能比照傳統行
銷流程，因為不同的電影會有不同的客群和推
廣方式，「應該要在有限的金錢資源下做出最
有效的宣傳。」他也談到臺灣電影近年的現象，
如《大尾鱸鰻》、《總舖師》等是以鄉土題材
來貼近生活，但其議題仍受限，較難向外發展。
法文三李姿儀說：「這場電影講座介紹非常清
楚，讓我對未來想從事的電影相關工作有更多
的了解。」電影社社長英文三劉怡孜表示，聽
完後發現行銷這個專業領域範圍非常廣。（文／鄭文媛、攝影／余浩鉻）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2014/4/18 下午 06:4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