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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力克群雌 全國撞球錦標賽摘冠

建築系畢業評圖 數位建築水準高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於5月22日
至24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畢業評圖，受評者為57
位建築系大五生，在指導教授建議後自定專題，費
時一學年設計而成，除了展示模型之外，同學講解
設計圖，由建築系系主任吳光庭和交通大學建築研
究所所長張基義、東海大學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院
長曾成德、建築師廖偉等知名建築師進行評圖。
受邀學者及建築師對本校建築系教學方向均表示
肯定，其中，交大講師曾柏庭等多位學者皆曾參與
往年的評圖，他們表示：「今年的水準較往年提升
許多。」也讚賞本校在「數位建築」上的成果出
色。吳光庭說：「評圖是教學成果的具體展現，
本次有4位同學以數位建築為題，對他校學生而言
是難度較高的，所以未來我們將朝此方面繼續努
力。」
以數位建築為設計手法的建築五陳昱廷說：「呈
現作品的方式很多，我相信數位建築是未來的趨
勢。」他指出，以「軟建築」為標題，電腦做媒
材，是希望跳脫建築依照既定步驟做設計的硬性規
定。建築五黃仁杰則以「Motorliveing」為題，為機
車量身打造適當的建築，如機車旅館、機車俱樂部
等。黃仁杰說：「由於我本身喜歡機車，發現台灣
專門為機車做的設計不多，於是想為廣大的愛車人
與背包客打造專屬的空間。」對即將畢業的同學，
吳光庭期許，建築師除了堅守崗位外，身為建築人
也要努力成為公共領域知識分子，將建築當做對關
懷社會的表現。

維護校園安全 總務處加強巡邏
【記者林芳如淡水校園報導】繼日前發生女學生
在圖書館側門被襲胸事件後，最近又有讀者反映，
目睹外籍生在大忠街搭乘指南客運時被校外人士挑
釁，類似之危害校園安全事件發生時，同學驚嚇，
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求援，對此，總務長暨健康安
全校園推動工作小組執行秘書鄭晃二表示，這幾起
偶發事件，總務處都已派人了解，也呼籲同學在
遇到類似警急狀況時，能立即向勤務中心（分機
2110、2119）或教官室通報。
大傳三陳姿伊說，學校許多地方到了晚上就會很
暗，如圖側、商館後方、宮燈大道及覺軒花園，尤
其假日人煙較稀少，路過都會感到恐懼，希望學校
能加裝更多路燈及監視器。鄭晃二指出，目前正在
評估校內各處的明亮度及路燈盞數，待學期末評估
完成後，即會開始著手改善，另外，也會在特定時
間加強校內巡邏，提高見警率，以維護師生安全。
至於盲生反映校內用來阻擋車輛的盆花造成行走
不便、常戳到，營繕組組長姜宜山表示，待同學能
切實遵守行走在人行道及車輛亂闖情況改善後，就
會將盆花移除，目前已修剪盆花避免盲生被戳傷，
並與盲生中心協調過，先請盲生適應一段時間後再
做進一步評估。

宿舍粽飄香 有媽媽的味道！
【記者孫筱婷淡水校園報導】淡江粽飄香！日前
女宿環翠軒交誼廳擠滿了大批人潮，個個聞香而
至，排隊等待，就是為了拿到一顆熱騰騰、香噴噴
的粽子，女宿大廳頓時熱鬧非凡，讓同學彷彿置身
家中，離鄉求學的遊子不用特地回家，也可以吃到
令人垂涎的粽子。
「宿舍真的很貼心。」國貿一黃禹璇滿足地說：
「宿舍很溫馨，在各個節日送湯圓、粽子，有家的
感覺。」日文二邱瓊慧更大力稱讚粽子的美味，她
說：「雖然無法回家過端午節，但是宿舍的活動撫
平了我的思鄉之情。」但她認為，規劃動線方面有
待改善，人多就顯得混亂，令人搞不清楚。
男生宿舍則在淡江學園頂樓交誼廳發送粽子，亦
吸引大批人潮。公行一魏嘉成臉上浮現滿足的笑
容，他說：「一個人北上唸書，在端午節前夕收到
宿舍的粽子，感覺很溫暖，有媽媽的味道！」

佛學社浴佛 為同學解惑
【記者王妍方淡水校園報導】正智佛學社於5月
26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2009佛教藝術展暨佛誕日
浴佛活動─「穿越時空遇到佛」，吸引眾多師生前
往參觀，連外國朋友也好奇不已，參與熱烈。
此次展出以佛陀一生的故事為主軸，除浴佛儀式
外，現場更備有許願池、隨席談禪區等，並邀請中
台禪寺法師為同學解惑、講釋佛法。水環三周冠瑋
說，「抽籤很準，透過師父的講釋，也給我一個大
方向依循，心情平靜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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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打部分，由於西語碩一林書瑜、西
語三潘言聿兩人都是第一次參賽，比賽
時難免有些緊張，在關鍵球的處理上有
些疏失，但兩人還是維持水準，奪下季
軍。林書瑜說：「下次一定要拿到冠
軍！」
對於這次豐碩的戰果，指導教練、體
育室副教授邱東貴感到十分欣慰。他表
示，其他學校的目標可能只想在比賽中
搶下其中一、二點，而本校撞球隊志在
三點全勝，「學生自我要求高，加上多
年培養下來的默契，是獲勝的關鍵。」
他也期許撞球隊能有更好的表現，為淡
江爭光。

資圖系逆轉勝 大圖盃奪2金1銀2銅
遭輔日打者擊中腳踝，但仍忍痛投完整場；另一名
球員資圖四廖書賢，也於滑壘時造成腳部傷害，可
佩的運動精神為大家增強不少士氣。壘球隊長資圖
三林成翰興奮地說：「去年只有亞軍，今年終於雪
恥！還贏了輔大地主隊，是我們的驕傲。」
男排一路順利的晉級複賽。冠軍賽與師大交戰，
由於之前已有切磋經驗，明白對手優勢，採用盯
人策略，成功破解僵局，拿下冠軍。羽球分男女單
打、男女雙打、混合雙打，採新規則三戰兩勝制。
羽球隊長資圖三陳鵬仁表示，新規則非常耗體力，
冠軍賽對上師大，因為敵方換了強勁的新血，並聘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日前參加
輔仁大學主辦的第34屆「大圖盃」比賽。壘球、男
排奪得冠軍寶座；羽球與師大、中興等7支隊伍較
勁，贏得亞軍；女排與女籃則摘下季軍，共獲得2
金1銀2銅。
壘球採男女混壘制。初賽時，由於還未習慣場
地，僅以1分險勝世新，晉級複賽。有了經驗後，
第二場以11：3大勝師大。總決賽迎戰輔大日間
部，原本遙遙領先，沒想到七局上我校被輔日逆
轉，幸好憑著精準的選球技巧與加油團的鼓舞，成
功扳回。其中，投手資圖四湯雅婷在比賽過程中，

請新教練，提升不少實力，我校最終以1：4敗北，
只拿到團體賽亞軍。
女排進行季殿賽時，漂亮的攻擊加上救球得宜，
成功抱走季軍獎盃。隊長資圖二蘇盈盈開心地說：
「全隊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備戰時所有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女籃在季殿賽迎上台大，第三節以7：0
結尾，慘輸敵方；不過最後一節，本校一口氣追回
差距，最後十秒更投進致勝的逆轉三分球，以9：8
收場，全場歡聲雷動。資圖四劉靜頻說：「大家在
場內發揮團隊精神，得勝後掉下興奮的眼淚，證明
我們的堅持沒有白費。」

大會盃傳捷報 我校獲壘球冠軍 男排亞軍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會計
系於5月16、17日參加第30屆全國大專會
計盃邀請賽傳出捷報，獲得壘球冠軍、男
排亞軍。
壘球部份，共有15隊參賽。初賽以循環
賽進行，對上成大及東華，前幾局陷入拉
鋸，後來以穩扎穩打的策略搶下分數，取
得決賽的門票。決賽首場對上東海，起
初因輕敵而稍顯落後，但在全隊信心喊
話後，勢如破竹一路得勝，就連今年北會
盃的冠軍隊伍台大，亦成手下敗將。冠軍
賽對上長榮，被連續打出兩支全壘打及深
遠安打造成我方威脅，所幸全隊氣勢與守
備極為穩定，適時地化解危機，獲得最後

勝利。隊長會計三戴佑祖表示：「這次的
大會盃贏得一點都不僥倖，我們調整得很
好，企圖心夠強，希望未來可以有更好的
成績，創造淡江會計的王朝。」
男排部分，共有12隊參賽，初賽對上東
吳，以些微差距落敗，後兩場對上中原及
銘傳，火力全開拼二勝，隊長會計三楊智
孝說：「為了搶下決賽門票，我們不敢有
些微鬆懈。沒想到冠軍賽對上5連霸的台
大，雖搶下第一局，但對方突然改變陣形
打法，攻得我們措手不及，不幸飲恨居
次。」對於未來，楊智孝希望學弟妹可以
了解自己的弱點，好好加強，以取得更好
的成績。

經濟系奪全國女排冠軍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日前參加「2009全國大專院校
經濟相關科系體育聯賽」，從台大、政大、北大等22所學校、26支隊
伍中脫穎而出，勇奪女排冠軍。
比賽第一天，上午9時才開始賽程，球員們6時30分就集合練習，但
是球員們似乎心理還沒準備好，以致比賽時無法專注，輸掉第一場賽
事。幸好後來漸漸上手，與東吳爭奪冠軍時，場外加油團尤其賣力，
「淡江，加油！」充斥全場，讓大家的氣勢沸騰到最高點，對手因此
自亂陣腳，讓我方贏得先機，奪得冠軍寶座。女排隊長經濟二王姿雯
表示，連續2天的賽程，天氣很熱，加上在戶外比賽，隊員們個個精
疲力盡，很辛苦，但是大家的努力終於有了代價。她說：「系上女排
有斷層的危機，所以這次讓好幾位新球員上場試身手，藉此了解並改
正自己的缺點，讓第1名永遠屬於淡江。」

五虎崗散文首獎〈遇見一條溪〉打動評審的心
都追求西方奇險、形
式或玩弄技巧，散文
應該表現傳統的古典
內容，表達出正道的
思想，而不是流於只
描寫情愛，這樣實在
太受限。
新詩組的部分，評
審中文系講師李桂芳
談到，往年常見的主
題如校園愛情故事，
今年比例減少許多，
取代的多是存在情境
的思索；另外今年的歷史人物肖像題材比往年增加
許多，內容雖然嚴肅，但卻是一項投射與創新的跨
越。首獎于瑞珍即表示，她的作品〈進站‧出站〉
強調人都須找回屬於自己的初衷，而靈感的來源則
因為她每天通勤，使她思索著人究竟是為何而忙。
中文系教授何金蘭指出，詩在初次閱讀能使讀者心
有戚戚焉，就是好作品，〈進站‧出站〉給人的就

【記者施雅慧、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第25屆五
虎崗文學獎，5月22日在覺軒花園教室進行決審，
中文四劉兆恩是本次最大贏家，獲得散文首獎及新
詩推薦獎；中文三侯貽馨及中文碩一于瑞珍則分獲
小說組及新詩組首獎。得獎名單中，除了小說組推
薦獎為英文四曾祥芸之外，其他14位得獎者均由中
文系學生包辦。
散文組邀請到中文系教授顏昆陽、台灣師範大學
助理教授陳義芝、徐國能擔任評審。首獎劉兆恩
的〈遇見一條溪〉，以一條溪作為書寫對象，藉著
描述登山步道的損毀，表達童年記憶的崩壞，並感
慨人的純真隨時間而消逝，用字譴詞平易近人，但
卻能深深打動人心，獲得陳義芝的大力讚許。劉兆
恩表示，小時常去的山上有一條溪，長大後發現竟
然不見了，引起心中很大的漣漪，因此寫成此文。
對於未來，他說：「順其自然，以後會有更多的人
生經驗，讓我在不知不覺中成長，這些都將是我未
來寫作的養分。」而獲得推薦獎中文四顧人瑋，其
〈龍的傳人〉以校園文學獎少見的議論文形式登
場，獲得評審好評。他在文章中表示，現在文壇大

全校足球賽開踢 健足隊得勝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全校足球公開
賽」，於5月20日在操場完美落幕。今年共19隊參
賽，經過激烈競爭後，由企管四鍾凱翔等人組成
的「健足隊」脫穎
而出，摘下冠軍。
而由來自尼加拉
瓜兄弟檔國貿二
馬佑嘉和國貿一
馬逸凡等人組成
的「International
Trade」，在他們高
默契的合作下奪得
亞軍；國貿二陳至
嵃等人組成的「Do
it united」則為第3
名。
今年的冠亞軍賽，在昏暗的傍晚中舉行，但是比
賽依舊刺激，兩隊球員積極搶攻，球員之間也有零
星的肢體碰觸，賽況激烈。上半場雙方以比數0比
0踢平，下半場則由「健」隊先馳得點，但「I」隊

奮起直追，最後以1比1平手進入PK賽。一開始兩隊
都各先踢進第1球，但剩餘的4球都未有任何一隊領
先，直到最關鍵的第6球，由「健」隊率先得分，
輪到「I」隊踢球時則被
對方守門員奮力擋下，
比賽即以「健」隊2比
1，險勝「I」隊落幕。
足球校隊隊長航太四
翁弘杰表示，雖然這次
「I」隊位居第2，但是
他看好此隊的球員實
力，尤其是來自哥斯大
黎加的國貿三吳思遠，
其足球技巧令人讚賞，
也希望學校可以多舉辦
足球比賽，挖掘一些有
潛力的台灣選手。足球隊教練陳逸政說：「踢球的
人數明顯增加，努力的成果得到收穫，希望學校提
升足球場的品質，以利球員參賽。」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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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奠定勝基，本校才能以「全勝」的
出色成績拿下本屆團體組冠軍。
從五專就開始打撞球的王善諭表示，
曾一度遇到瓶頸而放棄練球，直到大學
時認識朱瑋莉等同好後，才又再度燃起
對撞球的熱情。她說：「很感謝辛苦指
導的教練、老師，和一起努力的伙伴，
很開心能在畢業前留下一個美好的回
憶。」曾於前兩屆大專盃獲得女子團體
冠軍、雙打亞軍的朱瑋莉，這次比賽表
現依舊傑出。勤奮練球的她說，除了星
期二晚上的固定練習時間外，只要一有
空便會相約練球。「能再次奪得第一，
很開心，努力終於有收穫了！」

同學體驗乘馬奔馳的樂趣 。

江若瑜（左一）、
朱瑋莉（左二）、
黃育箖（左三）、
王善諭（右一）聯
手，參加「97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撞球錦標
賽」，拿下女子團體組冠軍。（攝影／陳怡菁）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日前
由文化大學舉辦的「97學年度全國大
專院校撞球錦標賽」，在為期3天的角
逐中，本校撞球隊繼95學年度後，再度
力克群雌，擊敗50多所大專院校撞球好
手，以「全勝」之姿重返女子團體組冠
軍榮耀，亦奪得女子「九號球」雙打季
軍，表現亮眼。
女子團體賽部分採三點取兩點制，由
保險三朱瑋莉、國貿四江若瑜、日文進
學四王善諭、會計進學三黃育箖聯手，
一路勢如破竹，最後一場對決文化大學
的比賽中，在0:4的絕對劣勢下，王善
諭演出驚人大逆轉，最終以5:4打敗對

馬術研習社

是這種感覺。
小說組部分，首
獎〈找死〉寫從創
傷中長大的小孩，
描述主人翁有戀母
情結，卻得不到母
愛所衍生出的變態
故事。評審作家張
耀升讚：「人物
安排極佳、個性鮮
明，故事鋪陳及情
節設計緊湊，引人
入勝。」但也建議
應注意整體文章的掌握力，避免文章漏洞、內容交
代不清。侯貽馨表示，這篇故事的情節雖然多為杜
撰，但主角確有其人，她偏好詭譎、冷門的寫作題
材，往後會多涉獵心理學等相關書籍，讓文章鋪排
更縝密嚴謹。

之９
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
加州州立大學沙加緬度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隸屬加州州立大學系
統，創立於1947年，與本校於1981年7月正式
締結為姊妹校。該校佔地3百英畝，共有8個學
院，約2萬7千多位學生。
該校位於加州首府沙加緬度市，是政治與商
業活動的中心，市內不僅富含歷史古蹟，且因
許多高科技公司陸續遷移至此，也成為第2個矽
谷，冬季氣溫溫和，夏季炎熱乾燥。目前約有
60種大學課程及40種研究所課程，並以小班制
教學，每班學生不超過30人，並與鄰近的太平
洋大學（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麥克喬治法學
院（McGeorge School of Law）進行聯合研究所
課程，另外，US News & World Report 也將它評
為美西優秀學府之一。（陳貝宇）
加州州立大
學沙加緬度分
校校景。照片
來源：http://
www.csus.edu/

近年來馬術運動逐漸風行，馬術已非富家子弟的
專利囉！馬術研習社（簡稱馬術社）自民國86年成
立至今，培養了不少的馬術騎士，也曾榮獲許多
獎項，現由山海觀馬術俱樂部教練，外號「幻想騎
士」的謝煥祥指導。
馬術運動不分性別和年齡，男、女生可以公平競
爭，年輕與年長的騎士都能有所成就。社長機電三
陳厚佑表示，基礎練習的快步、慢步很重要，因
此平常社課也針對基礎作練習。另外，也要於練習
後刷馬、幫馬兒洗澡、餵食等，以增進與馬兒的默
契，「社員不需要特殊要求與條件，只要有興趣都
可以加入！」
該社除了每週四的社課時間，於山海觀馬術場練
習外，也會舉辦社遊活動增進社員間的情誼，而每
年的全國馬術大專盃等校際比賽，也是每年不可
或缺的社團重點。有興趣的同學可於每週四晚上6
時，至福園洽陳厚佑報名，體驗乘馬奔馳的樂趣。
（文／戴瑞瑤、攝影／黃士航）

活動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6/1(一) ~6/11(四)
8:00
6/1(一)~6/4(四)
8:00
6/1(一)
19:00
6/1(一)~6/5(五)
9:00
6/2(二)~6/3(三)
12:10
6/2(二)
19:00
6/2(二)
19:30
6/3(三)
18:00
6/3(三)
19:00
6/4(四)
19:00
6/4(四)
19:00
6/4(四)
9:30
6/4(四)
19:30
6/5(五)
18:30
6/6(六)
18:00

主辦/地點

生輔組
B402
諮輔組
B413
課外組
SG101
攝影社
黑天鵝展示廳
體育室
體育館4樓排球場、操場
電影社
L401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日文系
I201
課外組
SG101
禪學社
L212
華陀指社
SG503
課外組
學生活動中心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廳
課外組
學生活動中心
國標社
學生活動中心

活動名稱

「領袖啟航：成為校園CEO」
--體驗學習活動指導員培訓報名
「樂活月光趴」報名
英文廢話俱樂部-如何介紹外
國人認識台灣、自我銷售學習
攝影社成果展
「健康淡江，運動333」體適
能活動
影片欣賞：「屋頂上的提琴
手」
「浪漫與隨性—自由探戈
野薑花男孩與姿吟」音樂會
第一屆日文系畢業專題映象
作品發表會
英文廢話俱樂部-如何介紹外
國人認識台灣、自我銷售學習
「清靜」-無始輪
穴道治療教學「心悸、叉氣
腰痛手臂痛」
社團靜態評鑑
2009干詠穎雙簧管獨奏會
社團之夜暨頒獎典禮
成果展「舞影隨行」

淡海音樂祭開唱 電影配樂撼動人心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第二屆「淡海音樂
祭—無樂不作」由鋼琴社、管樂社、西洋音樂社、弦
樂社、國樂社、詞曲創作社、古箏社、口琴社、古
典吉他社等9個音樂性社團聯手打造，於5月22日晚間
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開演！龐大的演出陣容和多樣的
樂器、曲風讓同學優游樂海，經歷一場豐盛的精神饗
宴！
一開場由國樂社帶來東方味十足的樂曲＜豐年祭
＞，觀眾在柔美的燈光與祥和的曲風中洗滌早晨的疲
憊，沉溺在音樂營造的舒適情調中，接著由弦樂社帶
來大家耳熟能詳的電影《神鬼奇航》配樂，多層次的
樂器交融，呈現電影中壯闊激昂的情愫，聽眾心境也
跟著轉換，隨強弱相間的節奏起伏，接著古典吉他社
的＜失去的地平線＞、口琴社的＜天堂與地獄＞等，
都帶給聽眾耳目一新的感受，俄文四黃惠姍說：「管
樂社演奏《地海戰記》的配樂，感覺氣勢磅礡，大鼓
節奏分明，這場音樂會令人難忘！」
下半場由西洋音樂社領銜主演，觀眾紛紛圍攏至舞
台前，感受搖滾區的震撼，緊接詞曲創作社演奏自創
曲＜出口＞，女主唱輕柔的嗓音引人入勝，最終由鋼
琴社與弦樂合作演出舒伯特＜鱒魚＞，音樂會在一派
輕快的氛圍中圓滿落幕。口琴社社長會計二葉子謙
說：「雖然樂器不好學，但興趣可以克服一切困難，
希望大家聽完音樂會後，燃起參加音樂性社團的熱
忱！」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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