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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屆學生會正、副
會長由陳聖致及陳惟
真當選，下學年起，
他們將背負著全校同
學們的期待與責任，
提升同學對權益的意
識。（攝影／林奕宏）

畢業生致辭代表選拔結果揭曉
【記者孫筱婷淡水校園報導】校園內鳳凰花盛
開，由生活輔導組主辦的一年一度的畢業生致辭代
表選拔結果也出爐了，由學副室秘書王鳴靜、生輔
組組長高燕玉、諮輔組組長胡延薇、課外組專員李
美蘭擔任評審，最後選出大傳四陳貝宇、資傳四趙
心華與鄭欣怡3人合作，將於畢業典禮上代表全體
畢業生上台致辭，道別生活四年的校園。
高燕玉表示，今年希望以活潑的方式，展現不同
的致辭面貌。她說：「組合兩組不同人馬上台致
辭，可說是新的嘗試，也希望出現不同的火花。」
此次形式揉合傳統與新意，致辭中將穿插趣味的數
來寶，點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校園生活，最後回歸正
式的致辭，緩緩道出未來的展望。
陳貝宇說：「有機會可代表畢業生上台致辭，對
我而言，可說是為大學生涯劃下美好的句點。」趙
心華則期許她們的表演能讓台下師生獲得共鳴，才
有意義。她笑說：「能選上很光榮，當天我的爸
爸、媽媽也會到場，這會是很特別的經驗。或許我
的表現會因此變得更加激昂、感性呢！」獲選畢業
生致辭代表，對鄭欣怡而言，卻是「啊！事情鬧大
了。」她俏皮地說，一開始數來寶是與趙心華在課
堂上的表演，進而於系慶演出，現在竟然擴至畢業
典禮上，感覺「雪球越滾越大」。她也希望演出能
讓台下師生「心有戚戚焉」，勾起共同的回憶。

到海博館當船長 週四啟航

暑期英語營即起報名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學生對英語
的興趣，由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承辦的「暑期生
活英語營」，將於8月3日至6日在淡水校園舉辦，
活動以「媒體與創意」為主題，舉辦多場專題講
座、分組工作坊及校外實習活動，期提升本校學生
對英語之興趣。
活動將以小組方式進行，希望藉由團隊互動發揮
互助精神，學習不同的語言及文化，認識不同國籍
的同學，使本校學生更具國際觀。活動最後將舉行
「成果發表競賽」，呈現活動成果。報名資格為本
校本、外國籍學生及教職員工就讀大專院校子女，
限額60名。報名需繳交1000元保證金，於結業時退
還。此外，國交處將甄選6名以英語為母語或英語
特優之學生，擔任小隊輔導員。即日起受理報名，
至7月2日止，有興趣的同學請上國交處網站http://
www2.tku.edu.tw/~oieie/或洽國交處（FL501）承辦
人徐宏忠，校內分機2325。

攝影成果展「我愛攝影」的這面拍立得照片牆
十分熱門，引起許多同學拍照留念，競相討論照
片中的人。（攝影／林奕宏）

同學投票愈來愈踴躍，學生會正、副會長及學
生議會選舉投票率逐年升高。（攝影／林奕宏）
學生會選委會執行秘書國貿二郭汶羽指出，本
屆學生會選舉投票踴躍，與學生會在這一年所舉
辦的「校慶蛋捲節」、「淡淡生活節」、「忘春
瘋演唱會」、「藝術季」、「學生會權益關心
您」等活動有關，透過這些活動，同學更了解學

劍道社抱回大專盃２金１銀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由劍道社主辦的
「第24屆全國大專盃劍道邀請賽」於5月24日舉
行，來自各方的高手群聚在紹謨紀念體育館，本
校表現亮眼，即便在台大、清大、交大、成大等20
校，共230多位箇中高手環伺下，仍一舉奪下男子
過關賽冠軍、女子過關賽冠軍及女子得分賽亞軍。
男子過關預賽，首先由機電三曾勇翔迎戰政大，
一路擊敗3人，接著由英文三王兆民上場，乘勝追
擊直攻敵隊主將，卻大意落敗，而由電機二黃柏勳
上場，打到延長賽，才以一記面部攻擊打敗對方；

接著出戰清大，黃柏勳雖一路苦戰，仍不敵對方
主將而落敗，接著公行二陳建儒上場，以腹部攻擊
擊落對方，才挺進複賽。複賽對上慈濟，在隊長國
貿三詹益新的猛攻下，讓對方毫無招架之力，順利
進入冠亞軍賽。冠亞軍賽中對上北科，我方節節敗
退，最後派出主將詹益新上場，才抱回冠軍獎盃。
女子部分表現亦相當亮眼，過關賽，我方皆順利
晉級，最後一戰碰上政大搶奪冠軍獎盃，雙方戰力
不分上下，勝負始終在一分之隔，時間更延長到20
多分鐘，最後由日文四盧鈺以一記面部攻擊順利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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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對方主將；得分賽中，即便遇上強敵北體仍臨危
不亂，數次打下平手，我方仍以沉穩的戰術迎擊，
最後雖不敵對方而進入敗部復活賽，但亦能保持平
常心、發揮實力，直攻冠亞軍賽，不幸最後又遇到
勁敵北體，我方再度慘遭滑鐵盧，屈居第二。
詹益新感動的表示，大專盃比賽一直跟冠軍擦身
而過，這次同時贏得男、女子過關第一，終於拿到
睽違兩年的冠軍獎盃，感謝所有的隊員及教練團，
這是屬於大家的榮譽，但切勿鬆懈，要持續練習，
累積實力。

大保盃 我校蟬聯女籃冠軍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保險系日前參加第10屆全國大專院校
保險相關科系體育聯誼賽，參賽隊伍來自政大、銘傳、實踐、台中技
術學院等11所學校，賽程為期2天，競爭激烈，本校勇奪女子籃球冠
軍、男子排球亞軍佳績。
連續2年奪冠的女籃項目，採循環賽制，預賽3場都順利過關。冠亞
軍賽與強勁對手逢甲碰頭，由於我方一開始防守有些鬆散，導致開場
不久便落後9分，隊員十分緊張，經過學姐們的精神喊話，及3分球發
揮作用，才逐漸將氣勢帶起來，急起直追，最後以38比34逆轉勝。隊
長保險三陳姿樺表示，團隊合作讓我們在緊要關頭發揮出實力，感謝
隊員們的一路相挺，經過這次比賽，學妹們有了上場的經驗，期望他
們的學習心態會更加積極，往下一個冠軍邁進。
男排項目，爭奪冠亞軍賽時與台中技術學院較勁，採45分鐘決勝負
制，系學會體育長保險二賴建勳指出，剛開始比賽時，球員找不到球
感，因此大幅落後15分，雖然後來穩住陣腳，一路窮追猛打，但因比
數差距過大，最後仍以45比34，與冠軍失之交臂，雖然有些失望，但
大家已經盡力，感謝隊員們的付出。

大環盃 本校勇奪女排冠軍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水
環系日前赴新竹參加由清華、交大主辦
的「2009全國大專院校環境盃」比賽，
女排打敗其他16隊，勇奪冠軍，壘球在
29隊中拿下亞軍。
女排預賽採分組循環，複賽及決賽採
單淘汰制，本校順利通過循環賽後，在
爭奪進入決賽時遇上台大，在13：13的
最後關頭，我方舉球員水環三陳念妤以
掛網之技，奪下最後2分，取得冠亞賽
門票。在冠亞賽中，我方與去年冠軍逢
甲交手，由於兩天賽程訓練的默契，使
我方團結一心，防守得密不透風，接連

拿下兩場勝利，女排隊長水環二吳典嬑
表示，我們每天花2、3小時密集與本校
他系對打，增進實戰經驗、訓練團隊
默契。她開心地說：「因為大家重視
溝通，使團隊有向心力，才能得到冠
軍！」
壘球部分，我方在在冠軍賽時對上交
大，因敵隊攻防兼具，加上我方一日下
來連打4場比賽，筋疲力竭，比數在後
半段逐漸被拉開，最終屈居亞軍，壘球
隊隊長水環三李向曦說：「全隊實力發
揮得淋漓盡致，凝聚力十足，很令人感
動！」

舞研社 熱舞社秀成果 人潮擠爆活動中心
【記者陳依萱、謝如婷淡水校園
報導】舞蹈研習社成果展「哇舞～
WOW！」及熱舞社「第十六屆成果
展」分別於5月30、31日晚間在學生活
動中心熱情飆舞！儘管逢端午連假仍
座無虛席。
舞研社今年以小丑為主題，同學不
但將入口布置成小丑嘴巴，還有人裝
扮成小丑翻跟斗串場，使滿堂觀眾驚
呼連連。一開場便以頹廢艷麗的中性
爵士「What are you looking at？」將
全場注意力聚攏，緊接由囚犯與教官
為主題的「Free me！」女舞者性感火
辣，更讓觀眾目不轉睛，當道具「愛
的小手」從女教官手中乍現之時，氣
氛頓時high到最高點！化材二黃瑞勝

驚訝的說：「舞者好像女王，非常火
辣，舞技也很精湛，希望舞研社以後
常常辦成果展！」經濟二陳秋萍說：
「果然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舞
研社同學身段柔軟，真的很厲害。」
熱舞社今年的舞風多元，包括
Locking、Popping、House等，另邀請
舞林大道知名舞團Freaky Klownz等參
與演出，讓人大呼過癮。其中，女社
員穿著火辣服裝，大跳性感舞步，和
無厘頭的爆笑短劇穿插街舞，都讓全
場high翻天。國貿三伍祐萱說：「太
讚了！我畢業以後還要再來看。」熱
舞社社長國貿四謝承殷表示，每一支
舞都是社員們的創意與心血，觀眾的
掌聲就是最好的禮物。

攝影社邀觀眾聯展 師生拍立得貼滿牆
【記者潘桂君、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攝影社成果展
「我愛攝影」於上週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共展出26組作
品。走進展示廳，就能看見牆上貼滿師生們逗趣的拍立得
照片，原來今年還特別邀觀眾「聯展」，只要付30元，就
能現場拍1張拍立得，並將照片貼在牆上，共同展覽，展完
後即可帶回家作紀念。
展出作品應有盡有，主題涵蓋自然風景、動物、人物，
及婚紗照等。其中，統計一施建聖以阿嬤的名字「黃美」
命名，展出一系列黑白照片。他說：「阿嬤已經91歲了，
要把握機會，趁現在好好拍她。」言談之中，流露出對阿
嬤的疼惜之情。
歷史三王嬑臻表示，在資管碩三翁豪箴拍攝的老舊建築
物中，感受到「似乎照片裡訴說著許多個故事。」中文
進學三胡晏華則喜歡大傳一楊斯涵設計的留言本，她說：
「裡面的作品，簡單卻不單調，看起來非常舒服。」
創辦人張建邦亦至會場參觀，在攝影社同學們熱烈的邀
請下，也加入拍立得照片牆的行列，創辦人站在LOMO
WALL前方拍照時，打趣地說：「拿著柺杖，可以嗎？」
隨後也在相片上簽名，並貼在牆上參與展出。

實驗劇團期末公演叫座《念你如昔》關燈吊胃口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實驗劇團於2
日至5日在文館L209舉辦期末公演，演出4齣劇
碼，融合懸疑、荒繆、喜劇等元素，一飽觀眾
眼福。
《朗伯蘭先生》描述一位男人面對老婆、情
婦、岳母等3位女人，表面和平的關係下，其
實內心波濤洶湧，女人的原諒讓男人毫無悔
改之心，終究是日復一日地過了下去。《念你
如昔》為戲中戲，探討回憶與後悔，「我們人
都會美化自己的記憶，因為這是一個保護機
制……」一句台詞點出人性的弱點，令許多同
學心有戚戚焉，劇情描述劇中導演編導自己的
故事，想要掩飾自己曾經犯的錯。其中一幕，
吊足觀眾的胃口，有一個男生描述人生像脫衣
服，便開始寬衣解帶，當剩最後一件內褲時，
燈光乍熄，引起大家一陣惋惜聲，還有人呼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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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會；而校內廣播、網路新聞報、淡江時報、學
生會發行的捲報及網路PTT的宣傳，也成功引起
全校同學的迴響。中文二陳菀萱說：「投票所的
設置地點顯眼，加上這一年學生會的活動都很成
功，因此投下神聖的一票表達支持。」
學生議會選委會主委財金三鄔承渟表示，近幾
屆投票配合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投票率逐年上
升，更因選務人員比往年積極拉票，造就本次票
數創新高的紀錄。議會加入新血後，期待能帶給
同學更多福利，也期盼每位當選人都能實現政見
發表的規劃。
日文三江昱嫻為本屆選舉得票數最高的新科議
員，她開心地說：「謝謝大家支持，當選後首要
為實施垃圾分類，以提升校園環境品質。」二度
連任的資圖碩二蘇彥霖表示，希望在任期內促進
申訴管道的健全，讓學生權益能在第一時間獲得
伸張，「希望不同領域的同學能站出來表達意
見。」現任學生會長水環三連御豪是新科議員之
一，他表示，因擔任學生會長，更能有效在議會
監督學生會會費之使用，並提升同學對於學權的
認知，協助了解學生會及學生議會的運作。

心地說：「感謝大家給我們一個機會，下學年將
更努力服務同學。」

舞研社成果展曲風多元，圖為現代
爵士舞表演。（攝影／黃士航）

【記者徐旻君淡水校園報導】畢業前，想在本校
留下美麗的倩影嗎？為祝福應屆畢業生萬里通航、
一帆風順，海事博物館於11至13日（週四至週六）
舉辦「鷹揚萬里：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畢業季活
動，除免費提供船長服拍照、現場印出外，並贈送
紀念章收集頁及約150套紀念品，歡迎踴躍參加。
活動期間，將由穿著水手服的導覽員介紹海博館
的特色及收藏，讓你有一趟身歷其境的航海之旅。
攝影留念時間為11至13日早上10時至12時、下午2時
至4時在海博館4樓駕駛室，體驗當船長為自己的人
生掌舵，每天限定50名，有興趣的同學可撥打分機
2618、2619或（02）2623-8343預約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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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於5月27日出爐！學生會正、副會長由
水環二陳聖致及財金二陳惟真當選，將於7月1日
交接；國貿二羅方甯等20名候選人也全數當選學
生議員。兩項選舉投票率皆為近年來最高，也再
創本校學生民主、自由與自治的新里程碑！
本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共有6325位同學
投票，投票率達22.8％，創選舉近8年新高；而第
23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投票率亦創近年新高，20
位候選人全數當選，全校總投票數達4557票，投
票率19.16％。其中，蘭陽校園此屆投票率雖達歷
年新高，共有280票，但廢票率達31％。政經二張
舒婷表示，由於學生會沒到蘭陽校園宣傳選舉，
且投票日僅1天，所以許多同學當天才知道，對候
選人也不熟稔，「希望可以多宣傳」。陳聖致表
示，未來將更積極走訪蘭陽校園，讓他們認識學
生會，並傾聽同學意見，協助改善社團器材缺乏
及接駁車次不足的狀況。陳惟真表示，未來將持
續為同學喉舌，並加強申訴案的處理效率，「有
任何需要我們的地方，我們都會在。」陳聖致開

喊：「開燈啦！」而最後一幕導演哭著請求朋
友原諒，情感自然流露，令現場觀眾一陣鼻
酸，電機四林佑曜表示：「看完這齣戲，讓我
想珍惜現在，不讓錯誤的事發生。」
《神秘顧客》描述一位無依無靠的老人，
害怕老去、死亡與孤單，於是他買了所有的
花圈，欺騙自己還有親人的關切。《嬉戲》改
編自台灣劇作家紀蔚然的劇本，導演土木四林
健文將原本只有兩人角色的劇本，做了創新嘗
試，找了4名演員，由兩人詮釋同1個角色，增
加趣味性。大傳四洪慕容看到一半發現角色原
來是不同人，直呼：「好酷喔！」劇中用荒
謬、非寫實的手法呈現，諷刺台灣電視劇與社
會政治。國貿二易采萱表示：「整齣戲很有台
灣風味，穿插的台語很貼近生活，讓人印象深
刻！」

圍棋社以棋會友。

投票率創８年新高 陳聖致當選學生會長 20名新科議員出爐

圍棋社

已創社20餘年的圍棋社，將提供你一個優游於黑
白棋子之間，學習爭地的競技，鍛鍊頭腦、陶冶內
涵的管道喔！
社長西語三吳敏銓表示，「下圍棋，讓我學會如
何沉澱心靈，和訓練專注力，是最大的收穫。歡迎
同好加入社團，以棋會友。」該社提供入門的基礎
教學、段位較高的同學也不吝指導段位較低的同
學，除了每週一晚上7時在L204的社課時間之外，
每週四晚上約7時30分至8時在社辦SG120，還固定
安排擁有段位證書的社員，與有興趣的同學對奕，
磨練下棋的技巧。
報名請洽吳敏銓，電話：0921123762，或上社版
www.wretch.cc/blog/tpetkugo。（文／吳采璇、攝影
／劉瀚之）

活動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化學系
6/10(三) ~6/13(六)
畢業論文展
8:00
鍾靈化學館中庭
6/10(三)
理學院
「相約榕樹下」音樂＆美食
15:00
鍾靈化學館中庭榕樹下 雙重饗宴

蘭珮瑢 莊文婷摘全國高爾夫團體亞軍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由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主辦，中原大學承辦的「97學年度高爾夫錦
標賽」於日前在桃園龍潭藍鷹高爾夫球場正式開球，
在中原、逢甲、中山醫、中國醫及東吳等20多校的緊
迫盯「球」下，會計四蘭珮瑢及國貿二莊文婷擺脫對
手的糾纏，成功拿下女子組團體亞軍。
第一天的比賽，參賽者頂著艷陽在草皮上奔波，每
位球員在果嶺上無不小心翼翼的推桿，因參賽選手過
多，比賽時間甚至延長到10個小時，讓球員體力不堪
負荷，幸而次日的比賽，我方在短洞項目中把握平標
準桿的機會，減少總桿數，提高獲勝機率。
蘭珮瑢謙虛地表示，運氣很好，在短洞項目都能順
利揮桿成功，感謝教練體育室副教授李雨農的指導及
隊長運管四謝宗漢的幫忙，「還有學校提供的良好資
源，讓我有很多練習的機會。」莊文婷興奮地說，春
假時還特地去桃園熟悉比賽場地，「雖然很辛苦，但
一切都值得，經過這次比賽，也了解到要學習的東西
還很多，希望以後有機會再為校爭光。」

日文系映像作品成果發表 教你掌握命運
【記者李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於3日在
I201，舉辦日語會話課「映像作品製作」成果發表，
共有5部作品，以照片及短片方式呈現。分別為「九
份」、「I Love Taiwan」、「道」，及本學期完成之
作品「農業的呼喊」與「命運」。
「農業的呼喊」傳遞人類對於土地要有飲水思源的
感恩；「命運」則深入台灣各地採訪命理師，藉由影
片表達人們不要太過於迷信，命運最終還是掌握在
自己手裡。參與「命運」映像作品的日文四吳嵐君表
示，3個月的製作期間碰到許多瓶頸，好不容易做出
成果。她開心地說：「感謝助理教授堀越和男嚴格的
指導！除了日文進步不少，也學習到團隊合作的重
要。」堀越和男表示，映像製作過程艱難，這是首次
以成果發表的形式展出，希望能藉此將映像作品製作
延續下去。

歷史系走訪南庄 參訪泰雅族染織工藝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為了帶領學生實地認
識文化創意相關產業，日前歷史系舉辦文化創意產業
參訪活動，由該系教授黃繁光帶領，走訪南庄老街客
家文化、賽夏族部落生活及石壁泰雅族部落等。
其中泰雅族傳統染織工藝，讓同學活用傳統方法動
手做創意，同學們手忙腳亂自製手染布，歷史二何承
恩說：「親自嘗試才知道不簡單，染出來的圖案總是
出乎預料，雖然做出來的成品不如專業，但卻是一個
很新鮮的經驗！參加這個活動，讓我發現原來文化並
不無聊，甚至產生濃厚的興趣。」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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