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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韶獎重出江湖 逾百人參賽 詹宇庭摘雙料冠軍

主持人為炒熱氣氛，，扮
唐三藏與超級賽亞人等角
色搞笑。

宣導學生權益大作戰明登場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為宣傳學生權益及
申訴方式，學生會與淡江時報等校內單位合作，於
明天（19日）至21日上午11時至下午5時，在圖書
館側門舉辦第六屆「學生會關心您」活動。
活動包含「轉吧！權益霓虹燈」由轉輪中轉出三
色球，並回答3個題目，答對2題以上，就可獲得贈
品；「為了權益，跟你『拼』了」將申訴流程作成
拼圖，拼出正確流程，即可獲得贈品；「尋找權益
大作戰」領取學生會傳單，在淡水校園的淡江時報
報櫃旁蓋章，即可兌換贈品。
活動執行長水環二許純錚表示，今年用輕鬆有趣
的遊戲進行，希望讓同學了解自身權益的重要性，
關心校園。這次還特別和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
與生活輔導組合作，協助同學了解菸害防治與保護
著作權的重要。

畢業生致辭代表即起申請
【記者孫筱婷淡水校園報導】鳳凰花開的季節即
將到來，生活輔導組主辦的畢業生致辭代表選拔開
跑囉！即日起受理報名至20日止，將於22日下午2
時30分進行甄選，須以「淡江最正‧品質保證」為
題，撰寫一篇3分鐘的致辭稿於選拔中發表。
有意參與甄選者，可至生輔組索取報名表，
或上網頁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2下載報名簡章，繳至B402，或E-mail
到tkuguide@gmail.com。詳情可查詢生輔組網頁。

名導鈕承澤到淡江徵角囉！

【記者黃士航淡水校園報導】預訂於明年春節上
映，由知名導演鈕承澤執導的新電影《艋舺》，將
於本週四（21日）中午12時在傳播館O202舉辦校園
試鏡會，徵求男、女角色各若干人，通過甄選的人
還有機會與當紅男明星阮經天同台演出唷！
《艋舺》以當代萬華角頭勢力為題材，訴說一個
節奏變化多元，光彩奪目的1980年代青春紀事，需
求各式角色素人新面孔。其中，男生年齡不拘，肢
體動作敏捷靈活，個人特色顯著，會說台語為佳。
女生則需視覺年齡18～24歲，外型甜美，氣質出
眾，具個人魅力，個性大方。詳情可洽聯絡人大傳
四陳虹儒，電話0928340991。

愛心不落人後 公行週辦義賣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為宣導及落實大學
生公益、法律的常識及觀念，公共行政學系今天
（18日）起至週五（22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在海報街舉辦「公行週─愛就樂在益起」，利用小
遊戲宣導法律常識，並有愛心義賣。義賣所得將捐
給創世基金會等社會公益團體。
系學會會長、公行二陳碧宗表示，我們將以活潑
的方式，和大家一起做公益。活動包括發票、童書
等樂捐；愛心手工藝品義賣；邀請星相社一解塔羅
牌的奧秘；另有百萬大歌星等一連串闖關遊戲，讓
同學了解法律常識。

兩岸生聯誼 經驗薪火相傳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暨國際教
育處於上月30日「2009春季兩岸交換生聯誼」，由
國交處主任李佩華主持。李佩華表示，希望藉此活
動促進兩岸同學情誼交流，並交換在課業及生活上
的適應心得，讓同學經驗薪火相傳。
來自復旦大學的美研碩一賈甲表示，認識很多同
學，並交流分享經驗，「很開心。」將赴廈門大學
研修的水環二張立瑋表示，希望能到大陸看看，體
驗不一樣的文化及課程。將赴復旦大學的交換生企
管二何冠穎說，由於去年曾參加復旦大學舉辦的夏
令營，獲益匪淺，因此想再赴大陸，希望學到專業
課程及體驗其更深度的文化。

創作組部分，黃冠瑜的＜灰姑娘的限定夜
晚＞，描述美好事物不想結束的心情，歌聲
清新，獲評審青睞，黃冠瑜表示：「平時就
常創作歌曲，這首歌的靈感是去簡單生活節
時得來的，沒想到會得獎，有機會還會參加
下一屆的金韶獎！」詹宇庭以＜左撇子＞獲
得第2名；資管三陳冠宇則以＜反擊＞一曲
得到第3名，歌曲描述遇到麻煩但又無法抗
拒時，就反擊回去的心情；財金四黃子嘉創
作＜盜亦有道＞寫出對於政治、社會的不
滿，反諷政治人物以政治名義做些道貌岸然
的事，獲得最佳作詞獎；電機四許博壽的＜
秘密寶貝＞，搭配多樣樂器和合音得到最佳
編曲獎。教科四吳昌儒表示，很敬佩幫許博
壽演唱＜秘密寶貝＞一曲的教科四楊朝棟，
「即使重感冒，戴口罩，還上台高歌，並贏
得獎項，很厲害！」
獨唱組方面，最大贏家詹宇庭表示：「吉
他社社員們除了鼓勵我參賽，也給我很大的
信心。獎金就希望去買一把好吉他，繼續在
音樂路上努力囉！」第2名產經一董兆怡以
＜I don’t wanna hurt＞展現乾淨純粹的嗓
音，扣人心弦。第3名英文三簡愛，演唱＜
Kiss from a rose＞，渾厚的嗓音，令全場觀
眾聽得如痴如醉。旗下擁有Tizzy Bac與旺福
等樂團的「彎的音樂」負責人陳建良表示：
「參賽者整體實力很不錯，也相中幾位有潛

學校幫你找工作 今辦博覽會 200多家廠商徵才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配合教育部「1-1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今天（18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3時將在
活動中心舉辦「媒合說明會暨就業博覽會」，由校
長張家宜及廠商代表進行簽約儀式。並邀請趨勢科
技、台新銀行及王品集團等200多家廠商，在海報
街、圖書館前及宮燈教室前擺攤徵才。
本校獲教育部提供667個實習員額，補助95至97
學年度大學畢業生至企業機構實習，每月實習薪資
約新台幣2萬2千元，額外享勞、健保及勞退輔助金

約4190元。畢業生徵才及企業招商自即日起至99年
2月28日止，至本報截稿為止已有497人上網登錄，
應徵本次實習機會。已上網登錄者須先至服務台報
到，領取「企業實習志願表」及「活動手冊」，於
上午10時20分至下午2時30分自行前往廠商攤位面
試，有意參加但未上網填寫履歷者也可至服務台，
現場報名參加面試。應徵者請於活動結束後，將企
業實習志願表繳回服務台，以便進行媒合作業。
校友處主任薛文發表示，希望造福95至97學年度
的畢業生，尋得適合的工作機會，在校生也可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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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前往參觀，了解企業需求及未來趨勢，為未來的
職場規劃做好完善的準備。英文四賴宛資開心地表
示，一知道這個消息就上網填寫報名表了，很希望
能應徵上國貿類的公司，除了是自己的興趣，也可
以應用4年所學的語言能力，此外，有政府及學校
的把關，相信工作環境及福利更有保障。電機四李
啟銘表示，雖然這個機會很棒，但尚未服役的男生
卻不能參加有點可惜，希望能有更完善的配套措
施。校友處彙整資料後，錄取名單將擇日公告，繳
交志願表的同學可密切注意校友處網頁及email。

全國化工程序設計賽 我校奪亞季軍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化材四李秉諺、廖
程楷、廖宏吉及范哲維、葉千正於日前參加由台灣
化學工程學會舉辦的「2009年度程序設計競賽」，
在化材系系主任張煖、教授陳錫仁的指導下，從全
國各大專院校菁英中脫穎而出，勇奪全國2、3名，
各獲獎牌1面及獎金2萬、1萬元。張煖表示：「本
校化材系已連續3年在這項競賽中大放異彩，受到
外界極大的肯定。」
本屆主題為「生質柴油製程設計」，生質柴油是
再生能源的一種，可有效降低以柴油為燃料的車
種，所造成的廢氣污染。李秉諺說明，他們設計出

完整的製程，並調整溫度、壓力、迴流比等變數，
再將它「最適化」，這也是我們能夠獲勝的關鍵因
素。他說，在設計的過程中，只要一個環節出錯或
需要調整變數，整個設計就必須重新修改，反覆試
驗了二、三十次。他表示，寒假期間他們深入研
究，並與教授討論，雖然過程十分辛苦，不過能將
大一至今所累積的知識學以致用並做出成果，很有
成就感！「謝謝老師耐心的指導！」張煖表示，藉
由這項程序設計競賽，可訓練學生的創意思考、製
程設計、專業知識等多項能力，化工領域在企業實
用性相當高，故提高學生的專業能力，無疑對將來

就業有莫大的幫助。

李秉諺（左下）、廖宏吉（右）、廖程楷（左上）獲
「2009年度程序設計競賽」亞軍。（攝影／曾煥元）

貳零紀念影音展 淡江之聲許芷浩獲廣播節目獎
【記者謝慶萱、陳貝宇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之聲
產經三許芷浩參加「第五屆台灣大專院校貳零紀
念影音聯展」，以「我的秘密日記」獲得廣播節目
獎，本月2、3日在政大傳播學院劇場接受頒獎。懷
抱廣播夢的同學，現在正是加入「淡江之聲」的好
時機，大一升大二學生，不限科系，即日起至21日
上午9時至下午5時，可至傳播館O302報名。

參賽作品包括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學生的優秀作
品近200件，比賽分廣播、影片、平面攝影三個類
組。「我的秘密日記」以大學生常見的「生涯規
劃」煩惱為主題，首先以廣播劇呈現一群大學生在
宿舍裡聊到各自的煩惱；其次從訪談中了解，大學
生遇到煩惱時如何尋找方向；並邀請本校諮輔組輔
導老師江珈瑋，為學生提供建議。被譽為「具業界

水準，得獎者實至名歸」。對於獲獎，許芷浩表
示：「很驚訝，因為我覺得還沒有做到100分，今
後會更加努力，期許自己有更好的作品！」
「淡江之聲」由學生擔任製作人、記者、主播
等，負責採訪、編審新聞及製作各式廣播節目等。
19日晚上7時將於O303舉辦招生說明會，意者可至
淡江之聲（O302）或電校內分機2557詢問。

文學院週 大學部發表學習成果 即起展開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活力
十足，多項活動即日起展開！首先登場的是
由文學院五系一所合辦的第28屆文學院週，
今天至週四（18至21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時間軸‧實踐‧走」
展覽。19日上午9時50分則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辦第五屆文學院大學部「學習成果發表
會」，歡迎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文學院週今天中午12時舉行開幕，校長張
家宜、文學院院長趙雅麗等將蒞臨剪綵。展
覽將以著名連續劇「光陰的故事」為原創概
念，由懷舊復古演進到數位化的現代，串連
文學院各系所不同風格，展現師生作品的特
色和創意。活動執行長資圖三蔡秉倫表示：
「展場以時間軸作為布置主題，讓參觀者更
能融入氣氛中，體驗時間演進的感覺。」
展示區域分為四部分，靜態區以師生的出

版書籍、著作及器物作品為主；動態視覺區
則展出學生自製的影片；多媒體電腦區以電
腦呈現資料庫、網站等數位作品，專業演講
區則邀請Shopping Design總編輯黃威融、巨
匠電腦專案講師林偉等專業人士，進行主題
演講。聽演講或填寫問卷者，就有機會抽中
隨身碟、讀卡機、微軟電腦背包等獎品。
學習成果發表會將由文學院各系學生發
表傑出作品：中文系推出詩歌朗讀與練習
編輯雜誌的成果；歷史系以田野調查為主
題；資圖系有帶小朋友認識圖書館和世運會
企劃案；大傳系發表兩部畢製影片；資傳
系將秀出學生設計的動畫遊戲。大傳四翁琬
柔表示：「很高興能發表我們嘔心瀝血的作
品並傳達影片的理念，也希望藉此與他系學
生進行交流，了解不同領域的學習情況和知
識。」

外語週 六國聯軍開打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六系聯合主辦的「六
國聯軍殺很大」外語週自今天（18日）起至週五（22日）在海
報街熱鬧展開！
今天中午12時在海報街，將由6系帶來各國民俗傳統歌舞饗
宴熱鬧揭幕，週一至週五早上10時到下午6時舉辦園遊會，販
售各國美食，另有日本和服體驗、西班牙調酒、法式點心、德
國香腸及俄國進口飾品，並有集點活動可參加抽獎；週二、三
中午12時至下午1時在海報街，有辣妹正音班小遊戲。另外，
俄文系將於今天晚上7時在化學館水牛廳C013舉辦俄羅斯民歌
比賽，週三晚上7時在水牛廳播放俄國本土歌劇欣賞；德文系
在外語大樓地下一樓舉辦格林童話動靜展。
而今晚6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的外語之夜，將有藝人
團體大嘴巴所帶來的壓軸live show等，採現場售票，非外語學
院同學票價一張150元。系學會會長俄文二王懋維表示，希望
讓全校師生體驗各國文化與美食，倘佯於異國風情之中。

志工服務 參訪台電 同學節能減碳一起來
【記者吳家彤、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通識與
核心課程中心講師盧耀欽所開設的「生態社區建
構」，本月初分四梯次共177位同學至關渡自然公
園做志工服務，為濕地除草。盧耀欽表示，同學在
淡江讀書卻沒去過關渡自然公園，十分可惜，希望
藉由此次活動，讓同學認識關渡自然公園，也有服
務社會的經驗，並體驗團隊合作的樂趣。
資管四陳韋強說：「雖然天氣熱，但工作上手

後，同學們也做得很開心。」體會到保護環境並不
容易，希望還有機會可以從事這樣有意義的活動，
再為環保盡一分心力。
另外，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於上月10日，由機電
系講座教授孫國華帶領19位機電系碩、博士班同學
參訪位於台北市羅斯福路的台灣電力公司台電大
樓。孫國華表示：「學生可從實務中了解全台灣
電力的調度狀況，進而體會能源政策規劃的重要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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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參賽者。有些人被伴奏影響，原本還可
以更好！」另外，音控狀況處理得不是很
好，希望下次能改進。「金韶獎一定要一直
延續，不能中斷，否則以前的人不能傳承給
新進，新進無法學習，將是很大的損失。」
重對唱組第1名詹宇庭與王宇君，演唱＜
夢的捕手＞，王宇君帶來8歲的小提琴手伴
奏，吸引全場目光，連評審知名創作歌手許
哲珮笑著說：「真希望有機會能跟他在音樂
上交流合作」，而同學表現難分軒輊，「是
我近來最難取捨的！」第2名為陳冠宇、資
傳二蔡孟寰，演唱自創曲＜可以期待＞；第
3名由董兆怡和日文一顏靜萱的＜I alone＞
獲得。另外，由網路票選出的人氣歌手得主
為英文一彭博。
金韶獎停辦兩年，參加或舉辦過的學生大
都畢業了，再度舉辦，遇到許多困難，第21
屆金韶獎總召數學二莊昇達表示，最大的困
難在於宣傳與經驗傳承斷層的問題，感謝學
校給予經費補助，和校內各單位的幫忙，希
望繼續將金韶獎延續下去。課外組職員李斐
欣表示，課外組特別幫忙發送訊息至全校師
生的電子郵件，於網頁上刊登宣傳，並協助
拍攝整個活動進行，也與總務處事務組商請
場地借用時間延長至11點多等協助。「希望
淡江的音樂搖籃可以繼續搖下去，也讓本校
音樂性社團有更多發揮的空間。」

性。」
行程參觀台電大樓的調度中心，展現台灣從北到
南所有電廠的現狀圖。並由台電專員解說關於二氧
化碳排放量，讓同學了解台電目前面臨的問題，例
如：如何降低碳的使用量但仍維持總發電量。機電
碩一吳宗謙表示，從參訪中了解台灣70%都是火力
發電，因此產生很多二氧化碳，台電的規劃使我們
更了解如何節能減碳。

驚聲詩社教你吟唱詩詞。

黃冠瑜摘創作組后冠。

本屆金韶獎最大贏家詹宇庭。（攝影／洪翎凱）

邀請當紅歌手西語四盧廣
仲表演，令全場沸騰。

【記者翁浩原、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淡
江音樂人的搖籃──金韶獎，終於在眾所
期待下，由吉他社主辦，課外活動輔導組協
辦，重返舞台。於8日在活動中心進行，淡
江之聲和紅樹林有限電視同時進行轉播，今
年共有125組同學參加，較2006年多出20多
組，包辦第19屆獨唱、創作組首獎和最佳編
曲3項大獎的盧廣仲也共襄盛舉參與演出。
最後由水環一詹宇庭獲得獨唱組冠軍、創作
組第2名，並與土木二王宇君搭檔獲得重對
唱組冠軍，成為本屆最大贏家；創作組冠軍
則由西語二黃冠瑜奪得，並獲最佳作曲獎。
評審總發言、財金系校友鍾成虎表示，
「誰說淡江沒有音樂系，我就是淡江音樂系
畢業的！」金韶獎一直是台灣音樂的指標，
停辦很可惜，「應該要繼續再辦一百年！」
大傳二石馨文說：「參賽者能流暢演奏和演
唱自己的創作，很厲害，聽得很過癮。」教
科系校友陳虹綾表示，看到金韶獎重新舉
辦，很開心，停辦兩年，讓音樂世界小小孤
寂了一下，希望吉他社的學弟妹，能去政大
的金旋獎或其他比賽借鏡學習，繼續傳承，
讓更多人聽見淡江的創作。曾參加過金韶獎
的大傳四戴倩怡表示，金韶獎已是淡江的傳
統，不用特地跑到別的學校，就能讓更多人
接收到自己的歌聲和創作，是很棒的機會和
舞台。

驚聲詩社

「古詩也可以用『唱』的。」驚聲詩社社長中
文二羅輊說，許多人不知道，他也是加入後才了
解原來古詩可以唱呢！
驚聲詩社以古典詩詞的創作和吟唱為主要特
色，由中文系教授陳文華指導，成立至今已經10
餘年。 社課內容除了老師教導創作的技巧之外，
也會不定期邀請學長姐回來分享創作經驗。社團
還特別聘請元智大學國文類專案客座助理教授陳
巍仁，傳授吟唱技巧。社課時間是每週三晚上7
時在L206，同學可前往參加，報名請洽羅輊，電
話：0988422329。（文／張靜怡、攝影／劉瀚
之）

活動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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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5/18(一)
9:00
5/18(一)
12:30 18:30
5/18(一)
19:00
5/18(一)~5/19(二)
9:00
5/18(一)~5/22(五)
10:00
5/18(一)~5/22(五)
8:00
5/18(一)~6/2(二)
8:00
5/19(二)~5/20(三)
9:00
5/19(二)~5/21(四)
11:00
5/19(二)
12:30 18:30
5/19(二)~5/20(三)
13:00
5/19(二)
14:20
5/19(二)
19:00
5/19(二)
19:00
5/19(二)
19:00

統計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課外組
SG101
商管學會
SG146
美術社
文館3F前
英文系
FL207
英文系
FL207
保健組
M111
諮輔組
文館前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保健組
M111
圖書館
301指導室
鋼琴社
驚聲廣場
詞曲創作社
B118
電影社
L401
住輔組
松濤館環翠軒/
自強館交誼廳
法文系
實驗劇場
魔術社
活動中心
商管學會
操場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圖書館
301指導室
課外組
SG101
會計系
B512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動漫社
L103
星相社
L204
弦樂社
文錙音樂廳
華佗指社
SG503
禪學社
L212
俄文系
實驗劇場
戰略所
T306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俄研所
驚聲國際會議廳

2009海峽兩岸應用統計學術研
討會

5/19(二)
19:00
5/19(二)
19:00
5/20(三)
19:00
5/20(三)
16:00
5/20(三)
12:30 18:30
5/20(三)
18:30
5/20(三)
19:00
5/21(四)
12:10
5/21(四)
12:30 18:30
5/21(四)
18:00
5/21(四)
19:00
5/21(四)
19:00
5/21(四)
19:00
5/21(四)
19:00
5/21(四)
19:00
5/22(五)
9:00
5/22(五)
12:30 18:30
5/23(六)
9:30

播放影片：「12怒漢大審判」
英文廢話俱樂部-音樂
第19屆校園馬拉松活動報名
美術社油畫營報名
第十屆國際比較文學會議報名
英語演講比賽報名
抽血檢查
「老照片 新故事」海報展
播放影片：「錄到鬼」
骨質密度講座配合檢測(現場報
名)
「博碩士論文手到擒來」講習(
需上網報名)
鋼琴社期末音樂會
圖騰樂團主唱Suming音樂講座
影片欣賞：「美國心 玫瑰情」
女生宿舍發粽子「獨樂樂不如
粽樂樂」
「等待果陀」公演
魔術社第一屆成果發表會
校園馬拉松
播放影片：「寂寞鋼琴師」
「博碩士論文手到擒來」講習(
需上網報名)
英文廢話俱樂部-音樂
第一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2009
徵才說明會
播放影片：「四月三週又二天」
動漫歌謠祭
占星命盤綜合解析
「夏弦樂」
實習義診
「人生的真諦」-禪心
「我要結婚了～嗎？」公演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論
文畢業發表會
播放影片：「香料共和國」
「俄羅斯與歐洲：當代政經、
文化交流」學術研討會

加強同學英語

暑期開班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
處與英文系配合97教學卓越計畫，將於7月13日至30
日舉辦「暑期英語加強班」，即日起至6月15日受理
第一階段報名，資格為本校在學學生（不含當屆畢業
生、休學生及退學生），免繳修課費用，歡迎同學踴
躍參加。
詳情請至國交處網站http://www2.tku.edu.
tw/~oieie/查詢，並下載報名表，或至國交處FL501，
洽業務負責人徐宏忠。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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