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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一陳思穎：學校的垃圾筒一夕間消失，是被外星人偷走了嗎？

多元實踐服務學習 義賣捐血大會串
【記者陳韵蓁、梁琮閔、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
學校注重的「三環五育」教育內涵，展現在社團積
極投入服務工作的團隊中，其中「服務學習」為實
踐項目之一，包括協助義賣，無論是社內、校際的
義賣活動，各社團皆熱情參與。今日（15日）海報街
有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圖書館側
門有關懷動物社盆栽義賣、攝影社即起至18日在北市
恆昶藝廊有義賣攝影展，這一連串的活動，學生貫
徹服務學習精神在其中，並在貢獻中成長，各個如
同天使般用心付出，也期待大家共襄盛舉。
咦？怎麼有那麼多氣球在飄揚呢？由商管學會主
辦的「2010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
─張開雙手，就能擁抱幸福」，於今天（15日）中
午12時在海報街舉行，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將蒞臨剪綵
並主持開幕儀式，現場送出100個福袋。下午1時在活
動中心也有愛心拍賣活動，拍賣物品包含盧廣仲的
簽名襪子、黑人的簽名T-shirt等藝人簽名商品！另
外，本週三（17日）、四（18日）在活動中心前，有
捐血車進駐，為鼓勵大家捐血，將贈送捐血者杜老

爺冰淇淋1份。
商管學會為這次活動，邀約新東陽、立頓奶茶等
超過300多家廠商贊助物資，募款所得金額將全數捐
贈罕見疾病基金會、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等機構。而過去讓同學趨之若鶩的義剪券，今年
有The one、pure、La vie、無限、SKING、MINT等
10家知名美髮沙龍，80元的價格讓你享有300元的服
務，每日前20名可享有免費剪髮服務及獲得精美小贈
品唷！琳瑯滿目的義賣活動，只要現場消費滿300元
者，便可獲得摸彩券一張，數位相機等大獎等你來
拿！這次活動於下週一（22日）至下週五（26日），
也將移師蘭陽校園，也熱情邀請蘭陽全體師生參與
愛心義賣活動！
此外，關懷動物社即日起至週五（19日），上午
10時至下午5時在圖書館側門舉辦「關懷動物盆栽義
賣」活動。義賣商品包括：可愛的小盆栽、學校附
近寵物商家捐出的寵物相關商品。關懷動物社社長
英文三李文琳表示：「希望透過義賣活動，讓同學
了解，任何一個生命都是可貴的，而所得款項將分

別捐給流浪動物之家、關懷生命協會或是私人動物
流浪所，也會用於將來送養動物的費用上。」
另外，攝影社即日起至18日止，在北市仁愛路恆昶
藝文中心舉辦「FREEZE IT - TalK to U」攝影展，
由攝影社指導老師張宏聲所選出來的85張作品參展。
該展已於日前開幕，當天由本校西班牙舞蹈社帶來
熱情的開場舞，更有聖約翰科技大學吉他社友情贊
助，溫柔深情演唱。
攝影社社長決策二林子超表示，「FREEZE IT TalK to U」的展出主題，是希望能藉由社員的獨
特眼光，以相機捕捉對世界的想法及照片底下的永
恆故事。財金三楊邡雯看到「湖畔的寧靜」時，感
覺好像來到神仙世界，心裏澄澈不少，她說：「你
瞧！這兒還有鳥拍動翅膀的瞬間呢！」攝影社社員
財金四陳瑋晟的母親張明珠看到兒子的作品，讚嘆
不已，開心地分享：「看到他在這裡找到自己的天
地，我以他為榮。」林子超表示，希望藉由這次展
覽讓更多人看到攝影社的作品，此外也藉此將義賣
所得捐助台灣兒童家扶基金會。

文化週由南至北名產吃透透 景點模型好逼真

【記者梁琮閔、黃雅雯淡水校園報
導】旺盛的人氣敵過冷冷的天氣！由16
個校友會聯合舉辦熱鬧滾滾的「環台之
旅4、5天」文化週於上週在美食及各類
表演中歡樂上演。
黑天鵝展區部分，由高雄、屏東、花
蓮、新竹、台中等地校友會社員不分日
夜製作精美的當地風景模型展出。屏友
會以原住民為主題發揮，製作半身高的
原住民石版屋等模型，還有台灣八景之
一—鵝鸞鼻燈塔，插上電源後，燈塔頂
端還有七彩霓虹燈射出，光彩炫目，另
外向屏東大駝家佳興農場，借來駝鳥蛋
標本展出，路過的同學不禁凝神駐足觀
賞。花蓮介紹數間特色民宿，雄友會所
製的模型更將85大廈、微笑之牆及夢時
代等地方特色，依比例縮小映入眼簾，
也將高捷美麗島站的「天之蒼穹」，將
光紙投射的亮麗色彩映射桌上，令許多
參與學生嘖嘖稱奇。法文碩二王君瑜忍
不住讚道：「今年的模型好逼真！許多

條紋理路都相
當精細，尤其
是天之蒼穹的
仿效，讓人印
象深刻！」中
友會仿製大甲
鎮瀾宮大門，
以鎮瀾宮為主
題做廟會布
置，鮮紅色襯
底喜氣十足。
動態展部
分，海報街
人氣紅不讓，各地名產紛紛出籠，讓人
不禁食指大動，許多美食一推出即搶購
一空，中友會社員模仿電影「艋舺」片
段扮成劇中人物，演出「大甲雞爪幫」
短劇，新竹校友會邀請琉璃師傅現場製
作晶瑩剔透的琉璃品，另外還有高中制
服走秀，同學們看得心曠神怡、目不轉
睛！

金韶獎 起報名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引頸期盼的「第22
屆金韶獎」來囉！即日起至26日在商館前擺攤，開
放全校同學報名，並將於4月3日舉行初賽。
吉他社主辦的金韶獎已成為本校音樂人的年度盛
事，在去年成功的返回舞台後，引起同學們的熱烈
迴響，今年仍舊依照傳統分為獨唱、重對唱、創作
等三組，並加入淡江之聲與淡江電視台現場轉播，
總召資傳二林易祺表示：「期望全校對音樂有熱情
的同學們都能來一起熱情參與！」

淡江之聲 開播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之聲廣播電
台今天（15日）開播囉！只要打開收音機，轉到
FM88.7，或是上淡江之聲網站http://votk.tku.edu.
tw，就能全天24小時聽到淡江最在地的聲音，這學
期內容不僅有許多藝文資訊，還有國內外的重要新
聞及校園要事，即將帶給你更多的聽覺享受！
除了「夜貓DJ秀」為大家播報社團活動及校園
要事外，藝文資訊也囊括流行音樂拉丁、古典樂、
電影、藝術、文學等知性有趣的節目內容；新聞節
目則包括整點播報國際大事、地方新聞及新聞週
報，帶你深入了解時下最夯的新聞話題！若同學需
要透過淡江之聲傳達校園訊息，也可電洽學校分機
2557，或直接至O302聯絡。

鍾靈化學創意競賽 182高中職隊伍角逐

宜蘭高中奪冠 楊泓翊等9人摘金

【記者戴瑞瑤、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6日
舉辦第5屆「鍾靈化學創意競賽」，有來自建國中
學、北一女等全國約60所高中職，學生546人、組成
182個隊伍參賽。最後由宜蘭高中奪金，台中一中獲
得銀牌，銅牌則由武陵高中拿下，各獲獎金3萬元、
1萬5000元、1萬元及獎狀；北一女中及台南一中則獲
佳作，獲獎金1000元及獎狀。
化學系自2006年開始每年皆舉行「鍾靈化學創意競
賽」，至今已成為化學系每年的重點活動之一。競
賽每3人為一組，採2階段競賽，第1階段筆試以個人
為單位，測驗基本化學知識，合計3個人的筆試成績
後，擇優錄取隊伍進入第2階段的化學創意實驗。
團體實作競賽奪得金牌的宜蘭高中，組長鄭旭成表
示：「從沒想過能獲得金牌，對我們而言，是一項很

大的肯定。」提到比賽中難忘的經驗，他說：「這次
的題目是：『核-殼金奈米粒子的製備』，我們花了
一半以上的時間調配相關配方，經過多次的試驗，
終於在最後15分鐘時，才驚險地做出6項完整的樣
品。」鄭旭成對於本校優美的景致，以及化學系實驗
室新穎、完整配備十分讚賞，「未來如果有機會，會
考慮到淡江化學系就讀！」
除了團體實作競賽外，個人筆試金牌由台南一中楊
泓翊等9人奪得、銀牌由北一女中王涵等10人獲得、
銅牌為花蓮高中楊凱煜等21人，各獲獎品及獎狀。楊
泓翊對於再度獲得金牌開心地表示：「淡江設備很高
級，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連兩年獲得金牌，讓我對自
己的化學程度更加有信心，由於已經高三，這是我最
後一年參賽，是一個很好的紀念。」

法籍助理Fanny Scarulli示範
煎餅。（攝影 陳怡菁）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
在學校的一隅，法文系舉辦了
「法式煎餅與蘋果酒品嚐活動」
與「魁北克饒舌歌演唱」，為校
園增添一抹異國情調。10日晚上6
時30分展開的法式煎餅與蘋果酒
品嚐活動，同學們在烹飪教室動
手做好吃的法式煎餅，大家擠在
瀰漫著麵粉香味的小廚房，趕走
寒流帶來的冷空氣。
「法式煎餅又稱法式薄餅，依
個人喜好而有許多種不同的吃
法。而且據說，如果以左手持煎
鍋接住拋向空中的薄餅時，右手
握住一塊金子，那你將在這一年
變得富有。」當法文系系主任楊
淑娟一邊熱心地向同學介紹法式
煎餅，系上法籍助理Fanny Scarulli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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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16日文物開展 ２０日春季聯誼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僑生
輔導組將於本週二（16日）至週五（19日）在黑
天鵝展示廳舉辦「2010年僑居地文物展」，於本
週二（16日）中午12時開幕，當天有熱鬧的醒獅
表演帶動現場氣氛，搭配24節令鼓的演奏，給學
生們彷彿身在他國遊歷的感受。展出內容包括馬
來西亞、澳門等僑居地的旅遊資訊、在地文物
等，讓同學們更能體會異國之美。
此外，僑輔組在本週六（20日）上午10時30分
至下午3時30分舉辦「99年度北區僑生春季聯誼
活動」，在學生活動中心及海報街熱情交誼，共
有台大、政大等18所大專院校一同參與，使隻身
在台求學的僑生們能互相交流情感，拉近彼此距
離。下午1時則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聯誼會，除
了有Gee舞蹈、馬來西亞舞蹈、Acapella口技、肢
體表演展現僑居地之民俗才藝外，會中更穿插摸
彩活動，讓僑生能感受他鄉溫暖。

北區大專校院羽球邀請賽

羽球隊獲亞軍3季軍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體育室主
辦的「98學年度北區大專校院羽球邀請賽」於本
月6、7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兩日的賽程，
各方人馬皆勢在必得，本校羽球隊在台大、台科
大、政大等敵手虎視眈眈下，順利抱回女子團體
組亞軍、女子單打組季軍、混合雙打季軍及男子
團體季軍等2座獎盃及2面獎牌！
羽球隊隊長教科二郭律妏語帶感恩地表示，
「謝謝領隊楊繼美教授及教練蔡慧敏講師不間
斷地指導，讓我們有好的表現。」團體賽採循
環制，女子團體部分，預賽首場遇上東吳，雙方
實力相當，幸而我方士氣高昂，將分數拉開，拿
下首勝。決賽與輔大交鋒，兩方人馬互不相讓，
隊員到場邊加油，振奮士氣，令我方順利挺進
決賽；然與勁旅台大的冠亞軍賽，因對方攻勢凌
厲，我方不敵以138：108落敗，獲得亞軍。
男子團體的隊員，雖然經驗都較為不足，但表
現毫不遜色，獲得季軍的成績，特別是化學一鄭
至富，在自己的單打項目中都獲得壓倒性的勝
利，表現良好。郭律妏更指出，老師在一旁看著
我們打球，隊員們也彷彿吃了定心丸，更能沉著
應戰，發揮最大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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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EIC多益網路校園考http://
excellent.tku.edu.tw/ExcNews.
aspx
捐發票救人
淡海同舟-99社團負責人研習會
服務員甄選報名
播放影片「篷車嬉征記」
Travel旅遊
播放影片「天外奇蹟」
數字特質介紹(一)
HILO(高低衝擊有氧)
播放影片「史瑞克三世」
預官選填志願說明會
「從微軟角度看，新鮮人應
具備的特質與能力」
影片欣賞「愛情限時簽」
饒恕的藝術
播放影片「冰原歷險記2」
「intel帶您找到驅動未來的
關鍵」
播放影片「聯合縮小兵」

提升社團評鑑競爭力
23日說明 28日觀摩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期末的社團評鑑準
備好了嗎？課外活動輔導組將於23及28日舉辦「社
團評鑑說明會」及「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評鑑觀
摩」，歡迎踴躍參加。
「社團評鑑說明會」，於23日下午6時30分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蘭陽校園CL506同步視訊，邀
請淡水、蘭陽校園社團負責人或幹部參加，活動說
明期末社團評鑑細則及相關規定，以提升社團評鑑
素質及競爭力。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評鑑觀摩」於28日在新
竹玄奘大學舉辦，課外組將提供15位社團負責人
或幹部其接送車及餐費。三度蟬聯康樂性特優社
團、康輔社前社長電機四李青芳分享，每年評審要
求的部分不同，參加後，方向準備會較明確。活
動自即日起開放報名，額滿為止，報名資訊請洽
課外組網站（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3）

五夜恣意

17日售票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26日晚上，恣意來
場校園演唱會吧！由學生會主辦第五屆忘春瘋演唱
會-「五夜恣意」，將於26日下午5時30分在學生活
動中心登場，週三（17日）至週五（19日）早上10
時至下午1時，在商館3樓門口售票。
學生會會長財金三陳惟真表示，今年邀請陣容
有陳綺貞、盧廣仲、徐佳瑩、張懸、1976樂團、季
欣霈及林綾；主持人Dennis。陳惟真說，以創作型
歌手為主軸，其清新自然的感覺與淡江不謀而合，
「陳綺貞還為了淡江，推辭其他演出呢！」此外，
本屆邀請的歌手皆屬實力派歌手，「敬請期待上台
自彈自唱的功力！」
活動執行長日文二黃玉珊表示，購票時出示學生
證，還可享在校學生優惠價喔！蘭陽校園於週四上
午9時起，在圖書館前擺攤售票，加價100元即享兩
校園接駁服務。詳細票價及資訊請至學生會網站
（http://www.wretch.cc/blog/tkusa15th）。

法式煎餅 配 蘋果酒 同學邊學邊讚 加拿大饒舌哥帥氣獻聲 學生蜂擁尖叫

體適能迎新 熱情燃燒一整晚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有氧舞蹈社於9日
在SG246舉辦迎新，參與社員不分男女皆奮力燃燒
整晚的熱情，為僅有8度低溫的淡水夜裡注入一股
熱情澎湃的暖流。開場由幹部帶來性感熱情的肚皮
舞、活力四射的拉丁舞，引來全場熱血沸騰，同時
誘發新生蠢動的舞蹈細胞。緊接著健身教練熱情呼
喊，大家追隨著教練的腳步，扭腰擺臀、踏步轉
圈，或登高一呼，整齊的肢體動作及震撼的音樂讓
全場氣氛high翻天。
有氧舞蹈社社長公行二黃千恩樂道，此次是男生
報名參加最多的一屆，希望往後不分男女，只要愛
好運動跳舞的同學都能加入。揮汗如雨，臉紅通通
的經濟二王唯仲表示，跳有氧舞蹈不僅可以減肥，
更能享受舞蹈的樂趣。

海報街上演「艋
舺」；學生邊吃
邊玩笑開懷（攝
影 吳佳玲）
高雄夢時代摩
天輪酷炫擬真
模型。（攝影
陳怡菁）

義賣及僑生活動地圖
圖 陳頤華

活動看板

也一邊將拌好的麵糊舀入平底
鍋翻煎，接著在金黃色的餅皮上
塗抹果醬，一道可口的美食立刻
呈現在大家面前。法文二呂韻如
自豪地端著自己的「作品」說：
「我很會做菜喔！這還是第一次
動手做法國料理，蠻好吃的。」
法文一黃湘庭表示，餅皮QQ很有
彈性，跟可麗餅「很不一樣！」
現場還準備了洋芋片與蘋果酒，
甜甜的蘋果酒是法國人吃煎餅時
搭配的飲料，因為酒精濃度低及
淡淡的蘋果香，讓人總不經意一
杯接著一杯，大傳三孫智宣喝完
後笑著說：「我的臉都漲紅了
呢！」
此外，11日上午10時在外語大
樓地下一樓語言學習聯誼專區，

3位來自加拿大魁北克的帥哥， Samian與團員接下來一個月將在亞洲巡迴演出，台灣是他們的第一
為大家帶來多首震撼人心的饒舌 站，而淡江大學更是他們的第一場表演。演唱結束後，同學們還意
歌 曲 ， 每 一 首 都 使 同 學 們 的 情 猶未盡，爭先恐後地想要與團員們拍照、簽名，還有女同學因為跟
緒 沸 騰 到 快 要 掀 翻 天 花 板 。 主 團員Anodajay擁抱而失控地尖叫。受到女同學喜愛的Anodajay說：
唱Samian身穿黑色T-shirt，衣服 「來到淡江大學表演，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經驗，同學們都很熱情、
上還印著「Canada」與原住民的 友善。」DJ Horg也讚許淡江環境很美好，「看到同學們如此熱愛音
圖案。Samian表示，自己所寫的 樂，真的很高興！」
每首饒舌歌都帶有一點點的政治
意味，歌詞中敘述政府對原住民
的不平等待遇，因此在歌曲中還
可以聽到原住民的鑼鼓與母語，
也希望藉著音樂的力量，為他們
的同胞們帶來勇氣。隨著音樂的
節奏，法文二宋品瑜興奮地說：
「雖然聽不太懂歌詞中的意思，
但是演唱者都很會帶動氣氛，希
望下次還可以請他們來表演。」
法文系以台灣啤酒等冷飲招待3位魁北克饒舌歌手。
隨行的翻譯Chloe Chen說明， （攝影 陳怡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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