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中文二莊旻嬑：真的好冷，每次打開家門像拉開冰箱門的季節又來了！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校隊松竹梅盃泳奪3金5銀3銅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游泳校隊
於日前參加清華大學主辦「第12屆全國松
竹梅游泳邀請賽」，隊員各個泳技了得，
面對清大、交大、中央、台大等全台22組
共522名強勁的選手，大夥毫不懼敵，囊括
3金5銀3銅等11面獎牌，為歷年來最令人驚
豔的成績。
3金5銀3銅的佳績，團體拿下1金2銀，由
中文一黃新智拿下2金，化材一吳君薇、
資圖四張藝馨各奪1銀，公行三黃韋翰1銀
1銅，建築二高鼎鈞、國貿二陳泓潔各得1

銅。泳隊教練黃冠華表示，針對這次的賽
程訓練，泳隊提前就擬好訓練計畫，再依
學生所反應出的成績做調整，針對體力無
法負荷的同學也會到操場、重訓室或藉由
爬山等活動，強化大家的體能。 對於今
年戰果輝煌，隊長黃韋翰表示，賽前以測
驗代替訓練，讓隊員更有臨場感，而全隊
不畏寒流，勤奮練習，更是勝出關鍵。他
同時指出，選手好的表現是需要獎勵的，
「希望學校能鼓勵為校爭光的同學。」
在今年新設項目，男子組「400公尺混合

攝影 劉瀚之

大學學習補救措施別錯過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對新生開設
「大學學習」課程，部分同學表示因錯過當週支援
單位舉辦的課程，擔心無法在本學期通過大學學習
這門課。負責規劃該課程的教心所所長李麗君說：
「期中考後相關單位已著手執行『大學學習』期中
補救措施。」
李麗君說明，為讓同學順利完成36小時課程，相
關單位針對已結束的課程，主動安排補課，如圖書
館資源利用課程已於本學期第5至8週實施完畢，同
學若缺少該課程時數，可於圖書館公告的補救教學
時間前往參加。而教心所也已將期中補救措施時間
通知大一導師，轉達同學隨時注意各支援單位活動
時間，避免錯過補救機會。

凌小琪李嘉敏 TVBS播報初體驗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第四屆TVBS大
學新聞獎」大傳三凌小琪、李嘉敏於淡江電視台實
習的新聞作品「開朗截肢少女 郭韋齊」名列十大優
勝隊伍，從全國320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
獎金一萬元及獎狀，李嘉敏笑說：「得獎對我來說
是肯定，讓原本沒自信的我，對自己更有信心，很
感謝帶領我們的學長及一起熬夜剪帶子的小琪。」
此次競賽評審由6名大專院校相關科系教授，及
5名TVBS新聞部主管與外部媒體人士組成。「開朗
截肢少女 郭韋齊」因其畫面充分表現女主角身處
逆境依然自信豁達，獲得評審一致讚賞。凌小琪表
示：「這是我進淡江電視台第一個實習作品，郭韋
齊是個很樂觀的女孩，採訪的過程中，她開心地彈
鋼琴，讓我忍不住感動落淚。」淡江電視台指導老
師、大傳系副教授紀慧君表示：「同學們藉由活潑
有趣的觀點，表現對社會人文的關懷，讓新聞的內
容更有深度，希望同學們往後也能再接再厲，多
參加不同的比賽。」得獎同學將於27日在TVBS進
棚錄影，播報自己得獎作品，當天也將公布新聞
獎冠軍及最佳主播獎，節目將於明年1月3日擇時於
TVBS-56頻道播出。

淡淡生活陶晶瑩開講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舉辦的淡淡
生活節，邀您今天（21日）至週四（24日）來蛋捲
廣場「二手市集」撿便宜，週一、週四免費看電影
吃爆米花、喝熱飲及抽大獎！另與諮輔組合作，邀
請知名主持人陶晶瑩，於週二下午2時在活動中心
演講「我愛故我在」，預計將湧入衆多人潮。
電影於今天、週四下午6時30分在驚聲廣場，播
「不能沒有你」及「聽說」；並於週三下午6時30
分在鍾靈中正堂，邀請「不能沒有你」男主角陳文
彬，進行座談。生活節執行長財金三陳惟真表示，
上週甫公布的「淡江生活，由你停格」攝影得獎作
品，及「LOVE＆PEACE」1460張微笑，也將發行
成微笑手冊，於本週發放。她補充，詳細索取辦法
及如遇雨更改地點，請上學生會官方網站（http://
www.wretch.cc/blog/tkusa15th）查詢。陳惟真也
說：「希望大家踴躍參與淡淡生活節，讓淡江人心
與心更靠近，凝聚向心力！」。

留學環境說明 讓你未留先知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國交處與就輔組為
讓想留學同學，能對姊妹校有更深的了解，於16日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姊妹校留學環境說明
會」，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及國交處主任李佩
華主持，並與蘭陽校園及美國天普大學同步連線，
說明3+2雙學位計畫，吸引逾百位同學。
國貿二周怡岑表示，該校學術聲望高，唯托福成
績要求高，將努力精進英文，希望赴該校研修。另
由11位交換生，分享留學生活經驗，自瑞典斯德哥
爾摩大學返國，國貿四黃信融表示，瑞典人英文能
力強，能使英文進步快；航太四林百會自日本電
氣通信大學返國，他分享，日本人不喜歡說英文，
「無形中會以日語溝通，進步較快。」學長姐的心
得分享，讓西語二游采玲直呼精采，希望申請交換
生，出國增廣見聞。

大統盃男女排摘冠 男排最佳MVP:蘇彥明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統計系學生運動細
胞不是蓋的！本校統計系於12、13日參加「第30屆
全國大專統計盃邀請賽」，奪得男、女排冠軍，及
男籃亞軍，統計四蘇彥明亦獲得男排最佳MVP。
男排共有17隊爭霸，本校男排隊長統計二黃奕凱表
示，賽前即與校內各系進行數場友誼賽，加強隊上
的默契，隊員努力不懈，才能蟬聯冠軍。
對戰逢甲爭奪冠軍寶座時，兩隊僵持不下時，主
攻手統計四蘇彥明及統計四陳泓銓使出強力殺球，
驚人氣勢震懾對手，終奪冠軍，剎那間全隊擁抱歡
呼。黃奕凱難掩喜悅說：「當天許多畢業學長到場
加油，給予我們很大的信心，很開心蟬聯冠軍！」
女排共14隊爭戰，本校在冠軍賽時，遇到去年冠軍
隊伍台北大學，比賽纏鬥至第三局，靠著身高優勢
統計四陳姵蓉，及火力強大的統計四林瑋珊的猛烈
攻擊，突破重圍，拿下冠軍。另外，男籃一路勢如
破竹，殺出重圍，不料遇到勁敵東海大學，儘管苦

苦追趕，仍舊以些微差距敗北，獲得亞軍。隊長統
計三劉昱宏表示：「將調整全隊練習模式，加強防
守方面的練習，希望未來能奪得冠軍。」

產經經濟盃聯賽摘冠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產業經濟學系女排
隊於12、13日在宜蘭大學舉辦的「2009全國大專院
校體育聯賽北部暨東部經濟盃」，從政大、台北大
學等16所學校中脫穎而出，奪得冠軍。
女排隊長產經三黃琦雯表示，由於當天下雨，臨
時改採雨備場地，賽制也從循環賽變成單淘汰制，
讓各隊瀰漫著緊張的肅殺氣氛。她回憶比賽表示，
對北大的冠亞軍賽最為驚險，北大女排球速快、攻
守兼備，故一直僵持不下，緊咬對方的分數，但最
後本校仍以高超技巧及高昂士氣，順利擊垮對手。
很感謝產經四許竹慧、林欣蓉等大四學姊，及男排
隊長兼教練的郭宗諺，對我們長期的支持和教導，
希望學弟妹能努力練球，繼續為校爭光。

建築週：見鬼!樂團!夜市! high翻天
【記者江啟義、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阿！！別追
我了啦！」，尖叫、求饒聲迴盪在建築系
館，建築系於11日夜晚舉辦的「建鬼」，
在驚聲尖叫、鬼影幢幢的氛圍下，驚悚落
幕。邁入第七年的建鬼一直是本校「招牌
活動」之一，今年門票限量570張，一票難
求，售票前24小時就排隊購買的國貿三郭汶
羽表示，從大一就想體驗，如今大三，要搶
著「被鬼嚇！」
活動前4小時，就有同學排隊入場，「爭
先見鬼」。系館5個樓層，今年走「西洋恐怖
風」，並分為醫院、電影院、監獄等主題。財
金三彭姿文心有餘悸地說，黑白布幕很多，每
經過一個布幕，就有不同的嚇法，隨行的同學還
嚇哭了！另外，在布置成醫院的場景，還有鬼醫
生模擬電擊病患，讓不少同學不斷尖叫。
此外，9日的樂團之夜，由建築系大三同學組成
的樂團爭
相競唱，副教授王俊雄和助理教授宋立文，也不遑多讓上台「尬聲」，
現場氣氛high到最高點！10日的夜市也吸引不少系外同學參與，現場有
吃也有玩，甚至有人開設「釣蝦場」，保險三黃有志津津有味吃著烤蝦
說：「建築系夜市規模雖小，卻五臟俱全，並洋溢著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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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誕樂無窮
諮輔為您耶誕傳情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上週天氣冷颼
颼，但商館前卻瀰漫一股暖呼呼的氣息，是諮輔
組與溫馨家庭社聯手舉辦的「耶誕傳情」活動，
引起全校熱烈迴響，甚至有同學一次帶40張，為
的就是要趁聖誕佳節前寫下自己最真誠的祝福！
溫馨家庭社社長電機三吳宗翰表示：「曾辦歐
趴傳情因受到同學的熱烈歡迎，故這次諮輔組也
希望能夠在聖誕節前，舉辦『耶誕傳情』的活
動，為全校傳情。」電機三蘇維鈞也表示：「我
覺得這個活動真的是太棒了！透過聖誕傳情這個
活動，可以藉著文字把情感讓對方知道！」

童軍生活展具臨場感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歡慶童軍團35
歲了！15至19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童軍生活
展」，亦於19日下午在活動中心舉辦團慶大會暨茶
會，童軍總會趙守博理事長、本校高柏園行政副校
長、各友團伙伴等貴賓也蒞臨共襄盛舉，另有各年
齡層的童軍表演，並於晚間在福格大飯店舉辦團友
聚會。

合唱團大學聲了沒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12日文錙音樂
廳傳出合唱團舉行的「大學聲了沒」合唱比
賽暨成果發表展演，融入戲劇與音樂劇的元
素，讓觀眾大呼過癮。以活潑的元素與創新
點子，獲得第1名的「青春游擊隊」開場娓娓
道出：「有人從小的夢想是跆拳道、是灌籃高
手……」隨即帶著櫻木花道、流川楓面具的人
走了出來，有人拿起木板劈頭，有趣的畫面逗
得觀眾哈哈大笑。
校友團也特地串場表演「party times組曲」，
以合唱形式詮釋周杰倫、蔡依琳的流行歌曲
外，還有身著古裝「身騎白馬」的王寶釧也舞
上一曲。壓軸的成果發表，帶來不同的感官體
驗，「豪雨」以大鼓、風鈴、鐵琴、營造出雨
聲，另以手指製造雨滴音效！

生活展由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及
學務長柯志恩等揭幕。童軍團總團長數學系系友江
豐星表示，生活展刻劃童軍日常生活，觀展者彷彿
身歷其境，引起共鳴。展覽內容包括童軍起源、象
徵意義、徽章及制服，及童軍在各地的發展及活動
介紹。參觀完展覽，財金三蔡雅茹有感而發說，展
中看到童軍的歷史、服裝、徽章及童軍不同年齡層
的服務內容，對童軍的了解由點擴及到面。

音樂戲劇一家觀眾樂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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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孩提時摺紙飛機，讓紙飛機從指縫滑出，
飛向空中的快樂時光嗎？本學期新成立的航空
模型研究社讓你重溫舊夢，社長機電二張智荃表
示，大一時在教授楊龍杰所授「全球科技革命
論」中認識到「金探子」，為過去所不曾接觸的
拍翼式模型設計，藉由翅膀的振動讓模型飛行、
上升，相當特別，因而成立這個社團，希望將有
趣的金探子介紹給大家。
由基礎模型組裝、學習模型飛行的動力等完整
的社課內容，讓大家都能學會，在最後設計出屬
於自己的飛機模型，之後也將不定期舉辦社內的
比賽，看誰的模型飛得穩、飛得高。社課時間為
每週二晚上7時至9時在E302舉行，有興趣的同學
可前往詢問。（文／陳韵蓁．攝影／曾煥元）

活動看板
台北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蘭陽耶誕夜來香中西合璧

12/21(一)
8:00

諮輔組
B413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耶誕晚
會於23日在教學大樓1樓餐廳登場，主題為「聖誕
夜來香」，將西方傳統節日，融入30年代上海灘
的東方布置，營造與眾不同的體驗與視覺感受。
除魔術表演及熱音社、國標社所帶來的精彩演出
外，佛光、宜蘭二所大學熱舞社，也前來尬舞。
由蘭陽校園主任室主辦，全體社團共同協辦的
耶誕系列活動，在11月下旬即在CL328前架起一
顆超過一層樓的大聖誕樹，校園裡的充氣耶誕老
人、長廊掛飾、門上小飾品及妝點可愛的布置，
處處充滿耶誕氣氛。耶誕晚會總召旅遊二白怡婷
表示：「這次我們工作團隊想出以中國風融合聖
誕節，想讓蘭陽的同學過不一樣的耶誕節。」另
外，蘭陽星光大道--K歌大賽也將在耶誕晚會
中舉行決賽及頒獎，報名人數眾多的查字典大賽
「來找迪克遜奈瑞」的勝出者也將在晚會中公
布。政經一蒲靜楓表示，隨著時間一逼近，對耶
誕晚會越來越期待了。

12/21(一)
10:00

衛保組籲平安夜要平安

攝影 吳佳玲

航空模型研究社

淡水

【記者林奕宏淡水校園報導】平安夜平安最要
緊！由於耶誕佳節將至，本校衛保組特別提醒同
學們注意安全，歡樂之餘請提高警覺；喝酒之後
勿開（騎）車，藥物毒品碰不得，結伴同行有照
應，健康才能保歡樂！

童軍.合唱.詞創團慶成果熱滾滾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772-4.indd

建築系館見鬼！
一票難求

式接力」中，團隊面對全新模式、激烈的
戰況，仍能以4：40.19的時間力冠群雄，
奪下金牌。女子組拿下混合式、自由式接
力2面銀牌。新加入的生力軍表現不俗，黃
新智在個人賽200公尺自由式及仰式中，一
舉奪得2面金牌，為大夥的情緒注入一劑興
奮劑。
團隊生力軍黃新智謙虛地表示，不論團
隊及個人的佳績，都是因全隊的團結力，
尤以教練、領隊、泳隊經理更是最大功
臣。

98新社團登場

詞創覺軒吶喊 鼓棒 斷 鼓皮破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詞曲創作社於10日
在覺軒花園舉辦「大約在冬季吶喊…吧」成果發
表，社長西語四郭旻政壓軸表演，吉他手solo展現
高難度速彈功力令現場觀眾
尖叫連連，鼓手因歌
曲節奏快速複雜，鼓
皮及鼓棒接連破掉及
斷裂，現場沸騰的吶
喊，湧入一百多位觀眾
擠滿現場，在冷颼颼的
冬天與演者一起熱情搖
滾。
資傳四蔡武諺獨立樂
團「海鮮套餐」開場，整
場展演風格迥異，除整套
Band也有木吉他單獨演唱；
支持團特製專屬看板替朋友
打氣，加油、尖叫聲此起彼
落，如小型演唱會。首次參與
演出的英文二楊世安表示，第
一次在校內大型表演，沒想到
有這麼多人來看。中文三郭婕
安表示，表演好精采，樂手相當
專業，「讓我想組團學音樂！」
攝影 吳佳玲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活動名稱

闖淡江湖大地活動報名

美術社
美術社畫展週-「秘密」
黑天鵝展示廳

圖書館非書組
12/21(一)
播放影片「小瓢蟲的聖誕節」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21(一)
管樂社
管樂社期末音樂會
18:00
R105
12/22(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北極特快車」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法文系
12/22(二)
奧地利影片欣賞「罪愛糾葛」
T505
19:10
12/22(二)
體適能有氧社
Shake This Party
19:50
SG246
12/23(三)
女性文學研究室
播放電影「圖雅的婚事」
8:20
女性文學研究室
英文系
12/23(三)
英文系碩博班招生說明會
T311
12:10
圖書館非書組
12/23(三)
播放影片「聖誕夜驚魂」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23(三)
18:30
12/23(三)
19:00

電影社
影片欣賞「乾柴烈火」
B117
學園團契社
Just for you我們的聖誕夜
E304
第五屆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
課外組
12/24(四)
成果展-大手拉小手，服務
驚聲國際會議廳
8:30
牽著走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屬於我們的聖誕
12/24(四)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節」
12/25(五)
12:30、18:30
12/26(六)
13:00
12/26(六)
18:0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魔法世界:聖誕老
5F多媒體室 爹的秘密」
諮輔組
闖淡江湖大地遊戲
淡水老街
商管聯合碩士在
星光祭
職專班
耕莘文教基金會大禮堂

蘭陽704及808是美舍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宿舍內務大賽
整潔比一比！交誼廳組男生由建軒7樓掄元、女生
由文苑4樓封后。男女生個人組分別由資通二莊佳
倫、政經二高智源的704房，政經四蔡惠婷、語言
四張育菁的808房拿下首獎。
704房拿下第一名不是浪得虛名，地板拖得超乾
淨、棉被摺得整整齊齊，且雜物不亂放，並購買了
檞寄生回來裝飾房間，莊佳倫表示，只要把平常該
做的事都做好，就可拿下第一名。 而808室因應聖
誕節，在房間天花板裝飾許多彩球，晚上並用投射
燈打光，更顯浪漫氛圍。蔡惠婷說：「雖然沒有花
大錢布置房間，但住起來很舒適，很高興獲評審青
睞。」

幫助流浪貓 待志工加入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關懷動物社於15日
在教育館Q306舉辦「動物保護講座」，邀請台北市
動物衛生檢驗所所長嚴一峰，說明北市目前對於流
浪貓隻的安置方法，會後有愛心桌曆義賣活動，現
場充滿濃濃的關懷之情。
嚴一峰指出，目前較有效的流浪貓隻控制方法，
就是盡可能把群落的貓隻抓起來，施行絕育手術
後，原地放回，即TNR模式（捕捉、絕育、放
回）。只要地區有70％成功絕育，數量就能有效控
制。社長英文三李文琳表示，為使TNR順利實施，
需要志工加入，意者可至網站查詢（blog.yam.com/
TKUanimal），歡迎加入幫助流浪動物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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