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體適能有氧舞蹈
社、體育室與Nike合作於20日下午1時在運動場，
舉辦「璀璨的勝利─超能力養成班」，吸引600餘
人跟著Nike老師起舞，校長張家宜亦感染其熱力，
在30度的高溫下，隨著音樂盡情搖擺，Nike廠商更
將原定摸彩活動改為統統有獎，凡參與者皆喜孜孜
地滿載而歸。活動當天有《聽說》演員陳妍希到場
參與，為活動注入一股青春澎拜的熱情。
　首先由J-Lin以精神喊話的帶動方式，炒熱現場
氣氛，並藉由搭火車、頂屁股等俏皮幽默的互動方
式，讓參與同學甩開彆扭，跟著J-Lin一起搖擺；
接著Shirlyn帶來動態瑜伽，讓大家打破以往對瑜伽
的刻板印象。熱愛有氧舞蹈的英文四郭雅珊表示，
這是我第四年參加Nike有氧舞蹈活動，以往都在校
外，今年移至淡江，感覺格外親切！當天Nike更
選出5位舞技高超的MVP，並贈予Nike新型鞋款一
雙，獲得MVP的產經四廖亭婷謙虛地表示，能獲
選感到又驚又喜，從大一就接觸有氧舞蹈的她說：
「真的很喜歡這股跳舞的活力！」
　另外，旁邊設有時尚穿搭區，與《Choc恰女生》
雜誌合作在旁搭棚，歡迎到場參與的女孩們自由搭
配出屬於自己的運動時尚，秀出最IN的「Sport風
女孩」。除參加者皆能獲得本期《Choc恰女生》及

Nike相關商品，吸引許多愛美的女孩們爭先試穿更
衣外，知名藝人陳妍希亦當場示範穿搭技巧，更與
淡江同學分享：「盡力做好自己，堅持下去，即可
讓自己發光發熱！」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度校長盃
籃、排、壘球賽於本月17、18日熱血開打。延續一
週的雨天，絲毫澆不滅支持系隊的熱情，加油人潮
不斷，各隊在球場上全力衝刺。其中男子排球由數
學系、壘球由水環系拿下冠軍獎盃，蟬聯兩年冠
軍。
　唯一戶外場地的壘球比賽，凌晨就下起小雨，艱
困的環境為壘球隊帶來更高的挑戰，但由於雨勢太
大，無法進行比賽，最後決定由水環系與保險系並
列第一。隊長水環三賴彥甫表示，雨天打球不但接
球、跑壘辛苦，全身也都沾滿泥巴，無法大展身
手，他表示，背負去年冠軍的壓力，我們做了更好
的準備，如提高接球的穩定度、減少失誤，但因雨
沒能痛快打球實在可惜！隊長保險三洪煒翔也表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度校長盃

校長盃男排數學 壘球水環蟬聯冠軍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化材二湯和益：我不想在2012世界末日時還沒ALL P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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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生、國際留學生三義木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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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及漢文」學術下午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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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26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

　 瑞 典 斯 德 哥 爾 摩 大 學 （ S t o c k h o l m 
University），位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該校創
立於1878年，前身為斯德哥爾摩高等學院，1960
年正式升等為國立大學，更名為現今校名及奠定
綜合性大學之地位，與本校於1991年4月正式締
結為姊妹校，成為本校第27個姊妹校。
　該校目前擁有法律、人文、社會科學、自然
科學四大學院，開設約800門課程，專業設置廣
泛；校內有超過5萬名學生，該校長久以來保持
高質量的教育且著重科學研究，是一個領先的研
究型大學；校內環境優美廣闊，公園式的建築風
格融合了傳統文化及現代化氣息。 
　斯德哥爾摩大學為是瑞典規模最大的綜合類大
學之一，也是瑞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的中心機
構， 2008年在瑞典大學排名第三，該校與本校關
係良好，至今已有14位交換生出國、5名瑞典生
至本校中文系就讀，2007年本校國際研究學院邀
請該校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池上雅子蒞校舉辦「淡
江論壇」進行「歐盟與東北亞關係」的主題演
講。（林姍亭整理）（ 圖片來源 ：http://baike.
baidu.com/view/56304.htm）

獲電機教師劉寅春推薦  碩生方玲云獲獎赴美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電機碩一方玲云榮獲美國
科學委員會（NSF）「Grassroot 
2010」獎學金美金3000元，將於
五月初前往美國參與國際電機電
子工程師協會（IEEE）舉辦的
機器人與自動化年度大型會議
（ICRA 2010），另將前往史丹
福、麻省理工學院等25所美國頂
尖大學的機器人中心參觀。
　本年度ICRA將針對機器人與
自動化議題進行討論，其中包括

現今最新研究、技術發展、論文
發表等，恰逢國際機器人兩大
會議之一的IROS 2010今年輪到
台灣舉辦，故開放此獎學金給從
事機器人研究，並於ICRA有發
表論文的實驗室之優秀研究生申
請，本校電機系助理教授劉寅春
因本年度論文經IEEE審核通過，
進而得此提名權，推薦曾參與機
器人足球賽等競賽研究開發，現
就讀於碩士班機器人組的方玲云
參與角逐。

　方玲云說，「剛開始知道這個
獎學金才錄取10個名額時，只覺
得希望渺茫。」但在劉寅春的鼓
勵下，才驚覺機會的寶貴，必須
積極準備。在準備時間有限的狀
況下，盡可能的讓評審感受到她
的學習熱忱，「知道自己錄取的
時候，很驚訝！」電機系系主任
翁慶昌也表示，「能爭取到這樣
的機會實屬難得，希望她此趟旅
程能夠多看，對往後的學習與研
究都有很大的幫助。」

諮輔組幫你列出清單  製夢想地圖

專業心理諮商  Online提建議

下週二春暉週展菸害防制成果

加入幸福行列  增強愛情溝通力

淡江之聲招聲力軍　即日報名

　
 　17日本校校長盃在體育館激烈開戰，財金系與產
　經系男子排球系隊，戰況激烈。
　（攝影／吳佳玲）

　【記者蔡瑞伶淡水校園報導】「咖嚓！
咖嚓！」快門聲此起彼落，一轉身，手拿
相機的他們胸前還多掛一台「畫」上去的
相機。這是前陣子剛結束顯影季攝影展的
「淡江影像藝術工坊」，簡稱暗房。而這
件「掛」著相機的暗服，就是實習助理們
精神的象徵，含括了無數對攝影的付出與
熱情。
　設計者資傳系校友王世邦解釋，雖然當
時已有許多印有相機的T恤，但多為華麗
繁複的圖案，因此他選擇以簡單的線條勾
勒相機輪廓，配上一句簡單又強烈的「I 
Love Photography」，象徵暗房成員在面
臨數位普及，單眼當道的現在，依然堅持
傳統、保有攝影的熱情與原味。畫上相機
背帶的巧思，則成為大夥津津樂道的設
計，組長資傳四王冠懿說：「每次出去外
拍，大家的雙手都拿滿相機，衣服上還多
掛一台，很人性化呢！」
　它的魅力也擴展到非暗房人，同樣熱愛
攝影的前本報攝影記者陳振堂笑說，穿上
暗服就像加入暗房這個大家庭，擁有一群
同樣愛好攝影的家人，胸前那台相機就是
彼此相認的記號！下次在校園裡看見手拿
一台，胸前也掛一台相機的「暗房人」，
別忘了給他們一個微笑，讓你也成為他們
底片上美的元素！（攝影／蔡瑞伶）

校園潮T

暗服淡江影像藝術工坊

Nike 超能力養成班 逾600人熱舞

99學年19生赴大陸修習

美洲所陳奕帆獲邀在美國發表專題
　【記者林姍亭、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美洲所碩
三陳奕帆於3日前往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參加
「海峽尋新會議（Strait talk）」，在會中發表專題
「Consensus document」，與兩岸三地及美國學生討
論中美台關係發展之相關議題，會後至史丹福大學參
加中美學生論壇，並前往舊金山州立大學進行演說，
在14天行程中，進行3場專題演說，獲得迴響。
　此活動包括陳奕帆、台大及政大5名學生，一同前

往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陳奕帆以長期研究中美關係
及學經歷豐富，並曾到北京發表論文，因而獲邀專題
演說，為3位發表演說者之一，他的「政策建議書」
主張兩岸以一邊一國或邦聯方式和平共處，以往中國
學生不瞭解台灣的狀況，陳奕帆希望，透過此次交流
機會，讓他們改變思維。他也表示，在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發表的專題，預計將投至外交部或總統府提供
參考。

大傳四林承翰獲中正大學新傳獎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大傳四林承翰日
前參加中正大學傳播學系主辦的第7屆新傳獎「卡
西諾的第七夜」，歷經20位來自各傳播學院相關學
者及專家三階段的審慎評選，以「六信國際 德州
POKER推廣」勇奪最佳廣告獎，獲得獎金2000元
及獎盃一座。
　為使全國傳播科系學生能相互學習、切磋，新傳
獎分別設立了「文字新聞類」、「廣播電視類」、
「劇情片類」及「非劇情片類」，並以「卡西諾
（Casino意即賭場）的第七夜」為包裝主題，鼓勵
大家都能秀出自己的王牌作品，奪得最後贏家。
這次比賽總計共有360件來自全國大專院校的參賽
作品，其中廣電類就佔了121件，「六信國際 德州

POKER推廣」被新傳獎評委會一致認為影音品質
有質感、主題明確、構思用心，且攝影剪輯技巧
佳，因而奪下最佳廣告獎。影片中描述5個豆花妹
各自做不同的事，卻同時發現德州撲克的籌碼，於
是相聚開始玩起德州撲克。
　林承翰則謙虛地表示：「覺得自己的剪輯不夠成
熟，節奏感跟流暢感還需要加強，雖然不是預期中
會得獎的作品，不過還是很感謝評審的肯定，辛
苦都是值得的！」此外，他的其他作品「非法影
印」、「城市漫遊」也分別入圍了新傳獎最佳廣告
獎及最佳MV獎，而大傳四陳芊卉也以「劇場留聲
機」入圍了最佳廣播節目獎。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暨國際教
育處於日前公布99學年度第1學期赴大陸交換生錄
取名單，共19名同學將至大陸5所姊妹校修習一學
期。此外，復旦大學等5校將於7至8月舉辦兩岸大
學生交流營隊，即起開放報名，有興趣的同學千萬
別錯過。
　將赴南開大學的保險二賴亭毅表示，南開大學是
間較歷史悠久的學校，因此較有學術權威，希望能
學到不同的實務及理論。此外，該校離北京很近，
也能藉由參訪，體驗不同的文化背景。
　赴大陸交換生錄取名單如下，復旦大學：中文碩
一甘湘茹、經濟二劉伊茱、中文二錢姍姍、國貿二
郭家琦、財金二曾莛雅；吉林大學：企管二陳雲
綺、康議文、張瑜珊、保險二謝佩玲；廈門大學：
大陸所碩一廖奕傑、產經二葉倖君、企管二游偉
萱、國貿二曾欣怡；山東大學：企管二蔡雨耘、保
險二林毓真；南開大學：大陸所碩一伍致翰、保險
二潘懋勤、賴亭毅、黃沛華。
　而國交處在暑期安排兩岸大學生交流聯誼活動，
其中復旦大學於7月4至12日舉辦「上海世博會和
江南考察夏令營」、廈門大學於7月13至22日舉辦
「閩南文化研習夏令營」、山東大學於7月12至23
日舉辦「孔孟故里尋根夏令營」、上海交通大學於
7月23日至8月1日舉辦「橋—海峽兩岸大學生文化
夏令營」、四川大學於7月21至28日「海峽兩岸青
年生態與人文研習營」。資格為本校大學部、研究
所學生，操行成績達80分、在校學業成績大學部達
70分、研究所達75分，具社團及志工經驗者，皆可
報名參加。報名至5月12日止，欲報名者請洽國交
處（CL501）承辦人徐宏忠。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期中考累了嗎？快
來春暉週休閒一下！春暉社將於下週二（5月4日）
至週四（5月6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覺軒花園
展覽廳，舉辦「春暉週暨菸害防制展-陽光俱樂
部」成果展，並於4日上午11時舉行開幕式，由春
暉社社員帶來精采的帶動唱，另有五反創意影片得
獎作品頒獎，展出期間每日分別有健康義診、專業
保養與彩妝諮詢及摸彩活動等，歡迎踴躍參與。
　展場將布置成南國風情，讓參觀者能抒解心情，
分為遊戲互動、展示、影音區等3個展區；遊戲互
動區規劃讓參觀者，透過遊戲了解五反的意義，展
示區將展出自97學年至今春暉社的活動成果，影音
區播放春暉社活動剪輯影片。
　週二（5月4日）邀請馬偕醫院醫師志工提供檢查
血壓、測量體脂肪、腰圍檢測等服務，自上午10
時至下午3時，為全校師生健康把關。週三（5月5
日）邀請專業美容保養師，以提倡「要美不要毒」
的觀念，現場解答同學們的美容問題與彩妝諮詢。
另邀請馬偕紀念醫院醫師黃銘源，來校宣導菸害防
制。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大一同學看過來！
第18屆淡江之聲廣播電台MIC JACK「聲力軍」招
生活動開跑囉！即日起至5月12日晚上6時，只要你
對廣播有興趣、想充實大學生活，歡迎至淡江之
聲索取報名表，或參加5月5日晚上6時30分傳播館
O303的招生說明會，你就有機會成為淡江之聲的
「聲力軍」唷！說明會中，淡江之聲的學長姐們會
為各位介紹內部工作及甄試方向，初試及複試時間
分別為5月15日及5月29日，請把握機會，如有任何
疑問可洽淡江之聲O302或撥打校內分機2557。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諮商輔導
組設立了「心理健康操Online」電子信箱，提供全
校教職員生更便利的諮商與專業諮詢管道。透過
e-mail的連絡方式，讓大家都能隨時隨地上網向輔
導老師傾訴生涯、家庭、愛情、壓力等煩惱，輔導
老師也會定時回信，提供您更多元的思維角度與專
業建議。
　另外，擔心自己秘密被他人發現的也別怕！電子
信件會以密件方式控管，加上2008年結合學務處e化
系統的帳號、密碼登入功能，除了避免他人冒用身
分來信外，更確保個人的權益與隱私。
　你已迫不及待想跟輔導老師吐露心事嗎？現在不
必預約了，趕快進入淡江大學網頁的學生事務處，
點選諮商輔導組，進入心理健康操頁面，把你想說
的話向專業的輔導老師傾吐，瞬間心情就會平復許
多哦！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夢想不再遙不可
及！學務處諮輔組將於5月3日及10日下午6時至9
時，舉辦「生涯彩虹工作坊」，邀請專業教師教導
大家列出夢想清單，並製作自己的夢想地圖。
　透過引導學生捕捉夢想的方式，了解同學未來適
合的走向及探索生涯規劃方向，提升對自我的了
解。你也想要有個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嗎？即日起
報名至4月30日止，限額16名，欲報名者快至商管
大樓B413洽輔導員廖婉華。

本校大運會代表隊接授旗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諮輔組將於
5月1、2日上午9時30分至下午5時舉辦「『說』好
的幸福呢！愛情關係溝通成長團體」，除了學習兩
性的相處外，也可以學到一般的人際溝通，所以無
論是有沒有戀愛經驗都可參加。
　活動中藉由影片欣賞、團體分享與討論等互動方
式，幫助大家能清楚的表達自己想說的話，並藉此
增強溝通能力。活動提供午餐，現在已迫不及待要
加入幸福的行列嗎？名額只有12名，動作要快，報
名截止至週二（27日）下午5時，請至諮輔組B413
洽諮商師賴韻雯報名。

聯強來校徵才 學生受益良多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學務處就
輔組於20日在新工學大樓E819，舉辦聯強徵才說明
會。活動主講人資工系友、聯強軟體研發中心資深
總經理吳士暐說明，本次活動針對資工、資管系學
生徵才，並說明進入聯強國際所需具備的技能。活
動聯絡人資工系助理教授林順傑表示：「透過系友
聯繫，促成這次活動，希望讓學生了解自己要的是
什麼以及目前業界的工作型態。」
　吳士暐說：「希望學生參與後能努力學習，增加
自己多方面的能力。進入社會後最重要的是態度，
必須有很強的學習慾望，工作機會是要靠自己爭取
的。」資工四賴思婷滿意地說：「這場徵才說明會
對求職很有幫助，除聽到業界職涯生活，還思考自
己未來的目標，受益良多。」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20日體育室在運動
場舉行「99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授旗典禮，校長
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及各體育校隊教練帶領
大家齊聲吶喊「加油！」，張校長親自授旗，勉勵
為校爭光的選手，要秉持「品質第一」的精神，
「展現私校第一的活力」。
　今年由國立體育大學主辦的大專運動會，以「驚
艷99，健康九九」為主題於5月3日熱鬧開幕，張校
長將親自到場加油，各項賽事將持續至11日。體育
室主任蕭淑芬揮舞旗子，帶領大家呼喊口號：「淡
江！淡江！淡江！」田徑、游泳、柔道、跆拳道、
空手道、擊劍、體操、桌球、羽球及高爾夫共10支
體育校隊，大聲回應：「全國第一！」各隊氣勢高
昂。 蕭淑芬表示，今年女子網球與男子桌球奮力贏
得分組競賽佳績，首次獲得決賽門票，這歸功教練
訓練有素，「整體表現有進步，可望在團體總成績
上挺進不分體育科系學校的前十名！」。游泳校隊
隊長公行三黃韋翰表示，自開學起，泳隊每天苦練
3小時，一週5天也不嫌累，他說：「在比賽場上，
最大的對手就是自己，希望今年每個選手都能突破
自己，抱回獎盃！」。

　
　 陳奕帆（後右一）在會外和與會者合影。
（圖／陳奕帆提供）

張校長：加油！展現私校第一活力

最佳廣告

示，原來已準備想挑戰實力堅強的水環系，但天公
不作美！他指出，從預賽開始過關斬將，順利進4
強是歸功於全隊的團隊精神，希望明年能真正挑戰
「冠軍戰」，抱回冠軍獎座！他們十分感謝冒雨前
來打氣的啦啦隊，他們寧願淋雨，也不錯過球賽。
　男子籃球方面，公行系以校隊球員優勢穩坐冠
軍寶座，隊長公行四李承漢表示，雖然隊上有5位
校隊成員，派了2位上場，他謙虛地說：「是運氣
好，3分球外線手感佳，才能領先！」對於睽違3年
再獲冠軍，他為隊友表現打了完美的分數，希望能
將冠軍繼續留下。相較校隊優勢，航太系鍥而不
捨，隊長航太三陳乙誠表示，面對強壯又有極佳體
力的校隊，他喊出「堅持到底，不畏艱難」的口
號，但「對手實在太強，3分球實在抵擋不住！」

為 了 比 賽 ， 球 隊 利 用 假
日練習，他表示團隊默契
是平常培養出來的，未來
會針對禁區的戰術多加練
習，挑戰像校隊這樣的勁
敵！
　女子籃球是英文系對抗
有178公分校隊球員的中
文系，最後英文系以33：
13有效壓制對手。隊長英
文三沈昕興奮地說：「去
年 輸 給 中 文 ， 今 年 在 體
力 上 再 加 強 ， 隊 上 人 手
不多，無法調度人力，常
要打滿4節比賽，最後靠

的是對冠軍的堅持與隊友的激勵！」她表示，今年
加入不少新血，經過新生盃奪冠的磨練，已能對抗
高大的對手，其要訣是運用防守戰術才能領先。中
文系從去年季軍晉升亞軍，隊長中文四張怡雯歸功
於基本功的扎實，才能進步，她指出，只有贏的念
頭，包括自己在內的幾位球員，最後都是咬著牙就
算抽筋也要撐完，「雖然輸了，但隊上卻沒有低迷
的氛圍，因為大家努力揮汗，這樣就不會遺憾！」
　男子排球冠亞軍戰術大不同！冠軍由數學系蟬
聯，隊長數學三林宏譯表示，各打點間透過練習，
培養極佳的默契，先發派出實力堅強的資深球員，
在經驗上有足夠的臨場反應，林宏譯觀察，今年各
系實力不相上下，每場都戰戰兢兢，絲毫不敢鬆
懈。亞軍的化材系則採取「綜合制」，融合大一學
弟到學長，隊長化材三張櫂杬說明，為了讓每個人
都有發揮的機會，有實力者都可上場，學弟上場學
經驗，回流的學長拚熱忱，雖然場上默契略顯不
足，但調整後，找到平衡點，拿下亞軍，這次是近
年隊上成績最優異的一次；張櫂杬指出，為了比
賽，特別加開春訓，利用春假3天，從早到晚嚴格
訓練，他表示：「不管是練習還是比賽，都看得到
大家對排球的狂熱！」
　女子排球由日文系殺出重圍，抱回冠軍。隊長日
文三孫若芸表示，春假的練習增加了不少實力，冠
亞賽遇上中文系的校隊選手，最後靠技術球與網前
的驚險救球獲得勝利。孫若芸說：「隊上求勝意志
旺盛，就算腳扭傷也要咬牙撐完比賽，對於冠軍還
是不可置信，首次奪冠實在太像作夢了！」

淡然無我茶會飄茶香
　【記者柯雅婷淡水校園報導】茶藝社於17日下午
2時在驚聲銅像廣場，舉行已停辦6年的「淡然無我
茶會」，當天參加者有、「淡水茶藝協會」、「無
我茶會推廣協會」的專業茶藝師，包括茶藝社指導
老師林春美、社員及學長姐等約50位，藉此機會以
茶會友，現場人員並推廣世界奉茶日活動，使驚聲
銅像廣場瀰漫著濃濃的茶香。
　「世界奉茶日」的活動是奉一杯茶給親人、朋友
及陌生的人，增進社會祥和之氣，此為這是茶文化
很重要的一項內涵，以每年全民「奉茶日」來發揚
光大。活動總召經濟三聶怡文指出，這次活動除有
觀摩茶具、品茶時間外，另邀吉他社及古箏社表
演，為這幽靜的品茶活動增添悠揚樂聲，她表示此
次活動希望社員，可以多了解茶藝文化，更加喜愛
茶藝。

社藝茶

（圖／陳頤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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