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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錦標賽勇奪7金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溜冰社主辦的「第六屆
淡大盃溜冰錦標賽」於16日在淡江溜冰場舉行，與台大、中興
等10所大學較勁，本校表現亮眼，共獲7金5銀3銅，得總積分第

1名，是最大贏家。
國貿一蕭彩攸以黑馬之姿勇奪4金，包辦女
子300公尺、女子1200公尺、女子3000公尺、
女子1200公尺4人美式接力4項冠軍。對於新進
社員蕭彩攸傑出的表現，化材四廖程楷打趣地
說：「她可以去參加男子組了！」4人美式接力
比賽由蕭彩攸、管科所碩一盧瑋婷、保險一魏
悅惠、航太一張潔舲通力合作，蕭彩攸表示：
「接棒時不小心把下一棒的蘆瑋婷推倒了，但
她很快地站起來，不管身上的傷口，仍努力不
懈，很佩服她的毅力！」賽況因失誤，一度十分驚險，幸好最
後她們仍以飛快的速度，及過人的溜冰技巧奪得冠軍。
廖程楷是溜冰比賽常勝軍，共奪3金1銀，且第4度蟬聯男子

300公尺金牌，為自己大學四年留下不敗紀錄，此次參賽成績
斐然，其他獎項分別為男子300公尺金牌、男子5000公尺金牌、
男子1500公尺銀牌，而男子2000公尺4人美式接力與國貿一陳家
偉、機電二陳世庭、機電所碩二高崇瑜展現絕佳默契，順利摘
下金牌。廖程楷表示：「這是大學畢業前最後一次參賽，所以
力求表現，比賽前壓力很大，很開心可以拿到好成績！」
陳家偉奪得1金2銀1銅，分別為男子2000公尺4人美式接力金
牌、男子5000公尺與男子300公尺銀牌、男子1500公尺銅牌。在
5000公尺耐力賽時，廖程楷與陳家偉有一場激鬥，一開始廖程
楷位居第2，但慢慢追上陳家偉，直到最後一圈，兩人同時一
起出彎，廖程楷搶先達陣，奪得冠軍，陳家偉說明，自己的訓
練方式為每週2次溜100圈溜冰場，以訓練耐力。不過對於這次
表現，陳家偉表示可惜：「動作沒有做確實，經驗還不夠。」

金光閃閃 盧廣仲 鍾成虎 林生祥入圍金曲獎
【記者翁浩原、陳思蓓淡水校園報導】第二十屆金曲獎流行
音樂類入圍名單日前公布，本校學生、校友表現亮眼，目前
當紅的創作歌手西語四盧廣仲一口氣入圍5項；知名音樂製作
人、財金系系友鍾成虎入圍最佳編曲人獎；金曲獎常勝軍、交
管系（運管系前身）系友林生祥也以〈曬縠場〉入圍最佳單曲
製作人獎；另外，紀念民歌先驅、本校數學系系友李雙澤的專
輯《敬！李雙澤 唱自己的歌》則將獲頒評審團獎。
鍾成虎與盧廣仲等人合作〈早安，晨之美！〉，一同入圍最
佳編曲。談到編曲構想，他說：「除了以盧廣仲的個人特色為
表現主軸，還加入盧廣仲以口技模仿小喇叭的聲音，讓他展現
聲音的不同表情。」對於自己入圍金曲獎鍾成虎謙虛表示，得

學生會議會今起投票囉！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實驗劇團將於6月2
日至5日在L209舉行期末公演，只需30元就可以看4
齣好戲，即日起至27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商館3
樓前擺攤售票。
此次戲劇分別為「念你如昔」、「嬉戲」、「朗
伯蘭先生」、「神秘顧客」4齣。社長企管三許雅
婷表示：「這次很用心於舞台設計上，多了創新與
實驗性，希望給同學不同的視覺饗宴。」

學生會宣導權益 師生響應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為加強宣導
學生權益，於19日起，在圖書館側門舉辦為期三天
的「學生會關心您」。活動執行秘書國貿一羅浩瑋
指出，同學及教職員工絡繹不絕地參與，讓他很感
動，透過與環安中心、生輔組及淡江時報的合作，
除讓同學更了解申訴權益外，也能知道菸害防制及
著作權的重要性。
「轉吧！權益霓虹燈」只要答對3題，就可獲得
紀念品，參加活動的公行二宋亞杰拿到精美的筆記
本、菸盒及環保筷，他開心表示，問題很簡單，
且很快就可以了解自身權益；「為了權益，跟你
『拼』了」則必須完成申訴流程的拼圖，國貿二郭
汶羽說，從簡單的流程圖中，更能清楚了解權益申
訴的過程。日文一黃玉珊表示，憑學生會發送的傳
單，至淡江時報報櫃旁的權益信箱蓋章，除可以更
清楚權益信箱的位置，還可兌換紀念品，「真是一
舉兩得！」遠從蘭陽校園來參加學術發表會的資通
系助理教授惠霖正巧經過攤位，她說：「希望蘭
陽校園的同學也有機會參加這樣的活動，了解權
益。」

長期響應捐血活動的童軍
團指導老師黃文智說：「希
望大家都能當個快樂的捐血
人。」
（攝影／
曾煥元）

實驗劇團期末公演即起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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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下一屆金曲獎作準備，盧廣仲說：「作音樂不是為了得
獎，快樂創作最重要！」
林生祥製作的〈晒穀場〉改編自詩人吳晟的詩，中文系校友
王昭華為原詩台語翻譯，林生祥親自譜曲。他表示，家裡也務
農，所以看到〈晒穀場〉形容天色突變，農家一片緊張的氣氛
時，感受特別深刻，循此感覺譜曲成歌。另外，由「野火樂集」製作，參拾柒度
製作有限公司發行的《敬！李雙澤 唱自己的歌》，紀念30多年前振臂疾呼，要大
家「唱自己的歌」的已逝民歌手李雙澤，收錄李雙澤的創作和他喜歡唱的歌曲，
透過科技讓聽眾重新回味他的歌聲，「野火樂集」總監熊儒賢表示，「事隔32年
再聽見李雙澤的歌聲，他那股『我要做』的精神仍然騷動著每個人的耳膜。」獲
頒評審團獎除了肯定該專輯，也是對李雙澤過去的努力與成就再一次的肯定。

【記者陳宛琳、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不畏豔
陽，熱血捐輸！本校童軍團為響應捐血活動，於
19至21日，一連舉辦3天的捐血活動，台北捐血中
心派出2台捐血車至海報街與商館前，學生捐血
狀況相當踴躍，3天共有629人響應，累積748袋共

187000c.c.的血量，展現愛心助人的精神。
台灣血液基金會台北捐血中心計畫課辦事員
廖娟華表示，每年淡江大學都會捐出約1千5百袋
（375000c.c.）的血量，97學年度在各高中與大專
院校中，淡江排名第5名，且於4月19日榮獲教育部
的捐血績優學校獎狀，廖娟華說：「淡江的捐血狀
況，超棒的！」五虎崗童軍團團長日文三陳力瑜表
示，這次的活動由童軍團主辦，每年舉辦2次，約
為5月與12月期間，童軍團成員也都會排班擔任工
作人員，還有許多畢業的校友經過特別來捐血。
水環四鄭崇志表示，從大一開始捐血，每次都會
儘量參與，回想起第一次捐血時，看見針孔還嚇了
一跳，但捐血不但有助於新陳代謝，又能幫助別
人，很開心。第一次捐血的產經三廖郁屏表示，這
次的經驗很特別，看到盲生也來捐血，捐血中心

人員連忙先讓他上車，這畫面讓她很感動，她說：
「下次還想繼續捐！」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講師、童軍團指導老師黃文
智也參加此次捐血活動，他表示，在本校就讀期間
身為學生活動中心（學生會前身）的副總幹事，便
率先投入捐血行列，至今已20多年了，回想當年還
沒有捐血車的時代，學校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捐血
活動時，各學院學生暗自較勁，當象徵登記捐血人
數「正」字不斷在大紙上增加、變動時，學生的情
緒也隨之起伏，緊張的心情至今仍記憶猶新。一年
至少捐血2次的他，目前已捐了全血近80次。由於
屬於RH陰性的特殊血型，有次一接到捐血中心電
話通知此種血型急缺的消息，他馬上搭著計程車，
奔往當時位在南海路的台北捐血中心捐血，而每年
生日時，接獲捐血中心的卡片祝福，十分窩心。

第一屆 土木週 堆水泥磚樂趣多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土木工程學系系學會
舉辦的第一屆土木週於18日至22日在新工學大樓3樓大
廳盛大舉行！為期一週的土木盛會內容包含展覽、遊
戲與專題講座，土木系系學會副會長、土木三蕭邦濬
表示，希望藉由這次活動宣傳土木系特色，「同學可
透過遊戲及各項展覽體會土木系是從事設計、力學分
析等專業工作。」
專題展覽除了放置土木系課堂上會使用的經緯儀、

水準儀等測量儀器讓同學操作體驗，另有相關土石流
災害的海報，宣導各種天然災害預防。還有「快問
快答」、「猜謎」、「水泥塊堆堆樂」等遊戲。玩水
泥塊堆堆樂的國貿二林盈君表示，以遊戲的方式，讓
外系同學體驗土木系所從事的專業工作，是很棒的想
法。她開心的說：「透過夾水泥磚塊的遊戲，才知道
水泥重量其實不輕呢！」

公行週一張發票玩透透 算塔羅牌作公益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公行系於
18日至22日舉辦公行週「愛就樂在『益』
起」，除了通關遊戲大排長龍，海報街也
義賣琳瑯滿目的衣服及五彩繽紛的手工藝
品，吸引許多女學生爭相搶購。
遊戲方面，捐一張發票就可以玩通關遊
戲，公行系邀請星相社助陣，為通過關卡
的學生算塔羅牌，同學競相排隊，躍躍欲
試。遊戲分三關，依序為「百萬大歌星」
接歌遊戲、玩紙牌、回答法律小知識等，
破關後可參加摸彩，有機會獲得爆米花、
公行週折價券5元或免費算塔羅牌一次，參

加的學生個個玩得不亦樂乎。中文二許瑋
珊表示：「塔羅牌真的很神準，活動超活
潑有趣，有玩又有吃。」
愛心義賣部分，創世基金會及伊甸園基
金會也派員參與義賣，包括餅乾、二手衣
物及生活用品，三天內募集到的金額近6000
元。另外，公行系學生也發揮巧思，親手
製作手鍊、吊飾等，販賣所得及日前所募
集的二手書及二手衣於活動結束後，捐給
創世基金會等公益團體。創世基金會義工
媽媽感受到本校學生的熱情，開心道：
「淡江學生愛心不落人後，祝感心耶！」

歷史系酒瓶最搶眼 資傳系互動遊戲展創意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上週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第28屆
文學院週「時間軸‧實踐‧走」展覽，文學院5系1所各展出具特
色的師生優秀著作。歷史系展出副教授何永成的酒瓶收藏，造型
獨特最搶眼，引起不少學生圍觀討論，嘖嘖稱奇！
中文系副教授陳瑞秀所著的《三國演義之美學解讀》，內容以
精妙的藝術手法鎔鑄成神奇的三國演義，不少學生爭相翻閱。資
圖系介紹台灣棒球維基館，提供全世界可靠的棒球相關訊息。大
傳系和資傳系均展出學生畢製，其中，紀錄片〈The Jumpers〉
描述一群舞者真心熱愛跳舞，努力不懈地達成夢想的故事；「五
曜三國」則是可和朋友一起玩紙牌的互動遊戲，歷史二鍾承翰表
示，玩起來很有意思，有創意。

六系戲劇公演熱鬧登場 帶同學進入奇幻旅程
【記者梁琮閔、李佩穎、潘彥霓淡水校園報導】
大和撫子的舞袖搖扇、曼哈頓奇緣的浪漫、香榭大
道的美麗風情、俄羅斯民族情歌加上熱情的佛朗明
哥女郎的熱舞，為今年外語週留下動人的旋律。
由外語學院六系合辦的「六國聯軍殺很大」活
動，於上週以精采戲劇、音樂、童話故事及舞蹈、
風味美食等，呈現浪漫的各國語言魅力，讓初體
驗異國文化的同學直呼過癮。日文系提供和服體驗
（圖二），讓同學穿上和服轉弄著抽籤機，轉出色
球就有日式點心當獎品，日式風味十足，吸引許多
同學換裝參加。而德文系首次舉辦的格林童話動靜
展在外語大樓地下一樓語言學習聯誼專區展出，呈
現青蛙王子、灰姑娘等家喻戶曉的童話畫作，讓人
不禁回想快樂的童年時光。
外語學院德、日、法、俄等系，自上週起陸續推
出戲劇公演，活潑有趣的創意演出，場場座無虛
席。另有英文系及西語系之戲劇公演即將登場，英
文系將於6月3、11日晚上7時在文錙音樂廳演出，
改編自愛爾蘭作家王爾德的作品，演出「不可兒

戲」；西語系於6月8日至10日晚上7時在文錙音樂
廳，演出「三頂大禮帽」。
德文系「Pippi的奇幻旅程」戲劇公演（圖一），
活潑的演出，讓
全場笑聲不斷。
飾演女主角Pippi的
德文二李怡萱說：
「此次演出讓我的
德文精進不少。」
觀眾建築二劉耿瑋
說：「他們的服裝
及演出都很專業，
即使不懂德文也能
看懂他們的演出。」
日文系帶來「光陰的
故事」、「失敗會社
物語“愛凸槌”公司
物語」。日文進學四
徐珮璇說：「準備公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753-4.indd

看過柔道、空手道、跆拳道，你知道還有「合氣道」嗎？淡江大
學合氣道社成立至今已11年，目前由合氣道七段師範李君亮指導。
合氣道發源於日本，主要動作包含擒拿、關節技、投擲技、劍術、
杖術 , 是一種融合日本柔術與劍杖術的多樣性武技，技法隱含武士
道精神，強調追求心靈平靜，不執著於輸贏之爭。
社長統計三廖宜祥表示，合氣道雖然無法在短時間內看到成效，
「但透過練習後，即可利用手推或拉扯的技巧壓制比自己更高大、
孔武有力的人，適合任何人學習。」社員西語二魏雨禪說：「當初
參加合氣道，是因為在youtube上看到影片，覺得很帥氣，且女生力
氣較男生弱小，學合氣道不但可防身，體力也變得更好。」有興趣
的同學可於每週二、四晚上8時，至體育館B1向廖宜祥報名，讓自
己成為新一代合氣道高手。（文／王妍方、攝影／ 涂嘉翔）

淡江超熱血 6百多人挽袖捐輸

土木週的水泥推
推樂遊戲，頗受
同學歡迎。（攝
影／劉瀚之）

【記者江啟義、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第15屆學
生會正副會長選舉暨第23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於今
天至週三（25至27日）上午10時至晚上7時舉辦。
淡水校園共有商館2、3樓、文館2樓、新工學大
樓、海報街5個投票所；而蘭陽校園部分，僅學生
會正副會長選舉今天在圖書館旁開設投票所。請同
學攜帶學生證或其他有照證件前往投票，本週三晚
間將在體育館地下1樓開票，公布結果。
學生會選委會票務組長電機一陳建中指出，據
學生會會長選舉規則，投票率需逾選舉人總額的
15％，才符合當選門檻，希望同學踴躍投票。本次
有一組人馬登記競選：為會長候選人水環二陳聖致
及副會長候選人財金二陳惟真。陳聖致及陳惟真在
第14屆學生會中，分別擔任行政部長及活動部長一
職，陳聖致表示，競選政見主打「校園安全」及
「學生權益」，加強吸菸區的使用、以人道方式處
理校狗，及學生申訴時，行政單位回覆之效率及處
理方式。在蘭陽校園方面，希望增加接駁車班次、
增設自助餐店家等。陳惟真說：「希望能成為同學
的代言人，帶著夢想起飛。」
今年學生議會共有20名候選人登記參選，分別為
國貿二羅方甯、財金三周佳琪、財金二王岱瀅、財
金四廖奕傑、財金三王聖喋、保險二柳盈卉、公行
二潘彥璋、決策二姚佑俞、企管二郭冠頡、會計三
陳佩君、公行二林凱鈞、公行進學二陳語蕙、機
電二賴聲寶、電機所碩一倪明裕、機電二楊仕謙、
水環三連御豪、資圖所碩二蘇彥霖、歷史三陳琨
翰、日文三江昱嫻、俄研所碩一劉中瑜。議員選
舉執行長財金三鄔承渟表示，最低當選門檻為每
人票數需達60票，若有疑問可反映至學生議會信箱
（tkusp@yahoo.com.tw）。

獎以平常心面對，反倒是愛將一次入圍5項獎項，他笑說「評
審有眼光！」他感性的說：「盧廣仲在樂壇投注一股清新的
風格，相信有一定的影響力，受到大家的迴響，真的只有感
激！」談及重新舉辦的金韶獎，他笑稱，自己也算從金韶發
跡，只是當時都以幫別人伴奏為主，「一次比賽可能就要幫
7、8組伴奏呢！」
盧廣仲入圍獎項分別為最佳年度歌曲、年度專輯、作曲人、
編曲人及新人獎。公布入圍時，盧廣仲正在上通告，笑說當時
的心情像是在對發票，好緊張。許多歌迷希望他維持一貫風格
穿短褲出席頒獎典禮，他笑說：「那就穿西裝短褲好了！」他
目前正在宣傳新專輯《LIVE IN TICC現場錄音專輯》，提到

發源於日本的合氣道隱含武士道精神。

淡江大學合氣道社

演的過程才發現，學分得來真不易！飾演法文系
「等待果陀」要角的法文三陶光欣說，很高興能透
過這次的成果發表，驗
收所學。俄文系則帶來
「我要結婚~了嗎？」，
改編俄國文豪果戈里的
作品，上演男主角逃婚
記。

活動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25(一)
12:30 18:30
5/26(二)
8:00
5/26(二)
12:30 18:30
5/26(二)
15:0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藝術中心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諮輔組
B413
住輔組
淡江學園頂
樓交誼廳
電影社
L401
國樂社
文錙音樂廳
員工福利委員會
文錙音樂廳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舞研社
學生活動中心
熱舞社
學生活動中心

5/26(二)
19:00
5/26(二)
19:00
5/26(二)
19:00
5/27(三)
12:15
5/27(三)
12:30 18:30
5/30(六)
18:00
5/31(日)
18:00

活動名稱

播放影片：「當櫻花盛開」
「野薑花男孩吉他提琴三重奏
與舞者姿吟」開放索票
播放影片：「愛在波蘭戰火時」
慢下步伐，讓自己玩樂-研究
生戲劇遊戲抒壓工作坊
男生宿舍發送粽子「獨樂樂不
如粽樂樂」
影片欣賞：「情遇巴塞隆納」
期末公演「夏韻」
「古典音樂講座」活動
播放影片：「30而麗」
97學年度成果展「哇舞~WOW」
13屆成果展

行動監理站週三考照
【記者吳家彤、蔡瑞伶淡水校園報導】空有一身車
技卻苦於沒時間考機車駕照嗎？軍訓室將於本週三
（27日）上午10時至下午3時，在溜冰場舉辦「行動
監理站」，機車考照、換汽機車駕照的活動；機車研
究社則於今明（25、26日）兩天在海報街舉辦「交通
安全宣導與重型機車展覽」。
機研社社長企管二鍾雨哲表示，將展示約6至8台重
型機車，並不定時宣導交通觀念等，歡迎有興趣的同
學參觀，與機研社交流；「行動監理站」由台北縣樹
林監理站主辦，年滿18歲有興趣考機車駕照的同學，
可至軍訓室B401找王啟光教官拿駕駛執照登記書。詳
細辦法請洽王啟光，電話：（02）2622-2713。

經濟系奪水運會團體錦標冠軍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97學年度
水上運動會」於16日在紹謨紀念游泳館舉行，共祭出
高達6萬5000元的獎金，團體總錦標第1名由經濟系奪
得，土木四林達以1分7秒49獲男100公尺捷式金牌、
經濟四朱俞憲以38秒21獲男50公尺蛙式金牌、資管二
張育誠以33秒12獲男50公尺仰式金牌、企管二謝孟席
以41秒獲女50公尺仰式金牌，紛紛刷新大會紀錄。
來自美國的交換生─英文系潔西卡，起跳以弧度優
美的弓形入水，彷彿一條美人魚，優遊於水中，奪得
4金，包辦女50公尺捷式與蛙式、女100公尺蛙式、女
50公尺蝶式，令人驚豔。潔西卡開心的說：「游泳是
興趣，每天一有空閒，就會來游泳池報到。這次的比
賽很好玩！」奪2金的林達表示，比賽前加強水中重
訓，手套滑手板，讓身體習慣阻力，訓練自己的肌耐
力。對此比賽，林達笑說：「名次不重要，大家一起
來比賽、游泳，玩的快樂最重要。」水環系共得到2
金1銀2銅，水環四黃宜婷開心的表示：「將捐出一成
獎金給至家扶中心，幫助有需要的人。」

《艋舺》徵角熱烈 同學躍躍欲試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由知名導演鈕承澤執
導的新片《艋舺》於21日中午在O202進行徵角，吸引
上百位想一圓明星夢的同學前往參加，把教室擠得水
泄不通。
徵角過程分兩階段，先拍照接著進行試錄。試鏡者
無不費盡心思打扮，拍照時更是架式十足。試鏡者須
在一分鐘內將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現出來，讓導演在短
時間內能掌握試鏡者的狀況，非常不易。
第一個試鏡的決策四鄭駿餘，因為緊張，所以辛苦
地錄了3遍，試鏡後他說：「對於演戲很有興趣，所
以來試試；雖然過去曾經參與劇團演出，但試鏡時還
是很緊張！」該片將於8、9月開拍，工作人員大傳四
陳虹儒表示，錄取者將另行通知試戲。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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