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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暉社再獲菸害防制補助 成果受肯定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春暉
社於日前獲國民健康局大專校院菸害
防制計畫最高補助金5萬元。春暉社
指導老師尤臺蓉表示，全國共30校通
過，本校繼前年獲補助後，再獲肯
定。而上週4至6日春暉社在覺軒花園
教室也舉行「春暉週暨菸害防制展陽光俱樂部」成果展，透過各項創意
短片得獎作品、反菸反毒、陽光大使
選拔以及小學宣教等活動照片展出，
與全校師生分享成果。現場同學除了

參觀成果外，還可簽署反菸連署，以
行動表達支持春暉反菸活動！
尤臺蓉指出，補助金將用於菸害防
制活動上，務求活動能更活潑。她也
表示，春暉週菸害防制成果展中，可
完整看到春暉社為校園的健康安全所
做的貢獻！校長張家宜在開幕式除頒
獎給績優社員，同時表示：「感謝
並肯定春暉社及同仁對各項反菸活動
推動的支持與努力。」春暉社社長企
管三黃鴻裕表示：「春暉社員雖然人

清涼一夏水運會 即起報名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快來清涼一夏！
體育室主辦的水上運動會來了！水運會將於26日舉
行，由於今年和真理及聖約翰大學簽署「北海岸運
動聯盟」，因而特別增加校隊代表的公開男女組，
讓三校來場水上的華麗競賽，使今年的水運會精采
可期！
全校教職員生皆可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9日止。
今年增加划船競速項目，想體驗划船樂趣的同學不
妨報名參加。報名表可上網站（http://www.sports.
tku.edu.tw/）下載。

慈青人邀你11日來結善緣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平時身穿義工背
心，默默地守護淡江校園的慈青人，將於11日（週
二）至14日（週五）舉辦慈青週－「永續環保力
願行」活動。屆時會在圖書館側門擺攤，現場有4
個關卡─「靜思書卷香積區」、「簡約生活力行
區」、「竹筒心年祈福區」和今年新增的「綠色環
保藝廊區」。慈青社社長會計三陳孝蓁表示，現場
除了宣導環保概念之外，還有如何將寶特瓶變成毛
毯的影片讓大家了解。
「靜思書卷香積區」與「簡約生活力行區」則販
售靜思文物書籍，現場DIY用回收紙做禮物盒、玫
瑰花等手工品。另外，13日晚上6時40分在覺軒花
園將舉辦「靜思茶道」，同學可至攤位報名，來與
慈青社結善緣喔！

保險週蘇文濬得大獎 high翻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保險系於上週在海
報街舉辦「Ice誠保」保險週活動，邀請「國泰人
壽」、「南山人壽」、「三商美邦人壽」等5家知
名壽險公司，推出塔羅牌占卜、測姓名學、抽獎及
眾多小遊戲與大家同樂，並大方贈送好禮及推廣保
險新知。
保險系系學會會長暨此次活動執行長保險三孫國
耀解釋，這次活動是為提升本校保險系的知名度，
並推廣保險知識，藉由遊戲、抽獎活動及夏日冰淇
淋攤位的設立，吸引同學參與，並從活動中了解保
險必備常識。
保險系此次「阿莎力」的準備多項大獎，讓圍觀
人群激動的跳上跳下、手舞足蹈，在公布最後一項
大獎--NDSL遊戲機前，大家high到最高點，每個
人興奮的舉起手，大喊「我要！我要！」，最終獎
落保險三蘇文濬，他興奮地舉起獎品，並開心地
說：「我已經參加這活動三年了！但這是第一次拿
到大獎，真的超爽！」

心理測驗找職涯 即起報名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自己選工作，而
不是工作挑你！學務處諮輔組將於18、19日及25、
26日舉辦「夢的天行者」心理測驗週活動，即日起
開始報名至週三（12日）止。活動的第一週，讓同
學們藉由生涯的心理測驗來找出自己未來的職業方
向，下週再由專業的諮輔老師依結果分析與討論。
欲參與此活動者須繳交保證金100元，揪同學一起
團報更可享3人同行一人免費的優惠，詳情請洽諮
輔組B413賴韻雯老師。
另外，蘭陽學生也可參與這次的活動，「夢的天
行者」同樣於20及27日在蘭陽校園舉辦，欲報名者
即日起至週五（14日）下午5時止，至CL314洽輔導
員溫漢雄報名。

員不多，但卻很用心準備這次的成果
展，未來我們會更努力，將每次活動
做到最好！」參觀展覽的航太三李博
儒表示：「活動展示區完整的活動內
容，可以詳細看出社團的用心，影音
區也是一大特色，反菸宣導的影片很
有創意。」另外，開幕式尾聲，春暉
社同學在母親節前應景地送上卡片給
張校長，現場充滿濃濃的溫馨之情。
對於未來規劃，尤臺蓉談到，國民
健康局預計於今年11月舉辦「全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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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於5日舉
辦名為「閃耀蘭陽，就是愛運動」的第2屆校長盃
路跑活動，共約500名師生參加，挑戰全程3公里的
路跑，在激烈的比賽下，教職員男女組冠軍分別由
校安人員蔡騰輝、政經系系助理黃雯鈺奪下；學生
男女組冠軍由資創二呂冠霆、旅遊一陳佳琳獲得。
比賽由政經系系主任鄭欽模鳴槍起跑，參賽者由
校門沿著校園道路奮力邁進，沿途多位教師及志工
為參賽者做交通導護及安全維護，啦啦隊呼聲此起
彼落。蔡騰輝表示，這項路跑活動可以強身、訓
練體魄，3公里的路跑也可訓練「堅持到底」的意
念，他建議師生，平時就應訓練肺活量，才可以在
長跑中調整呼吸、贏得勝利。呂冠霆也說：「我平
時就有運動習慣，體力較好，很高興可以在這個比
賽中獲勝。」

圍棋社平時實力＋網路圍棋 大專盃奪第2

【記者柯雅婷淡水校園報導】圍棋社21位好手於
本月1、2日，參加在政治大學舉行的「2010全國大
專盃圍棋錦標賽」，一路過關斬將，與全國73校
683位選手一較高下，本校資工三鍾家曦獲得甲A組
第2、航太三陳致成初段組第3、運管三陳俊宇丙組
第5、總錦標賽獲得積分第4。

鍾家曦說道：「雖然比賽當週遇到期中考，無法
專心練習圍棋，但靠著平時的實力累積，除每週社
課的練習及切磋外，回家還會利用網路圍棋練習，
所以這次得到好成績很開心，也希望從現在開始繼
續努力，明年再戰！」

向媽媽說愛
學園團契、福青社傳愛給媽咪

第3屆淡江之星 校內外21位入決選

東吳劉唐聿摘冠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第三屆「淡江之星校園歌喉
戰」決賽，於4日在文錙音樂廳開戰，今年吸引261名校內外高
手較勁，21位進入決賽。由東吳大學國貿系劉唐聿，以創作演
唱俱佳獲得評審青睞奪冠，獲獎金1萬元；本校化學四顏仕柔
又歌又演，嗓音清新，獲得第2；東吳大學財金系的陳星合，
以自彈自唱，將歌曲改編加入rap，抱回第3。
以鋼琴自彈自唱的劉唐聿，演唱自創曲＜Sunday Love＞，
輕柔的嗓音配上流暢的旋律，有著當紅歌手方大同的影子，劉
唐聿在上台領獎時笑著說：「所有參賽者都很優秀，這個獎要
和大家分享！」第2名的顏仕柔，演唱小美人魚主題曲＜Part
of your world＞，長相甜美的她是化學系的系花，演唱時配合
歌詞演戲，演出小美人魚從海中長出雙腳後走向陸地，讓人眼
睛為之一亮。顏仕柔謙虛地表示：「聽到得獎真的很驚訝！」
抱回第3名的東吳大學財金系的陳星合演唱歌手Jason Mraz的＜
Live High＞，乾淨的嗓音與原唱有著幾分相似，除了以吉他自
彈自唱，更在歌曲中加入rap，讓歌曲呈現不同的風貌，獲得
評審讚賞。到場觀賽的觀眾水環三張容榕表示：「整場比賽競
爭激烈，大家都很會唱，第1名劉唐聿創作的歌很好聽，真是
一位才子！」

地球村博覽會

上週在黑天鵝展示廳盛大展開的地球村博覽會，國際青年交流
團的同學在開幕式表演藝人范曉萱的最新舞步，現場熱鬧非凡。
（攝影／張豪展）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母
親節你對媽媽說愛了嗎？學園團契
社、福智青年社於上週舉行母親節
傳情活動，分別在福園商館旁、文
館轉角旁，為全校師生以卡片傳恩

情，替你傳愛給媽媽。
在學園團契社傳情活動中，有以法文表達出不忘愛媽
媽的心，並繪製向媽媽撒嬌的小插圖。而福智青年社提
供4種卡片讓學生選擇，同學可藉由卡片表達對母親的
感謝，並讓媽媽在母親節前收到子女的卡片。統計一陳
誼以卡片寫下對媽媽的思念，她說：「以前高中時拿卡
片給媽媽會不好意思，透過這個活動可以用力寫下對媽
媽的愛，應該會讓媽咪又驚又喜吧！」

蘭陽

網路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台北星期天》電影優惠票限
文化創意產業中心
量200張(原價250元，特價200
L402
元)，售完為止
課外組
「戀戀百香果」服務學習動力
SG315
營報名

5/10(一)
8:00

課外組
SG315

社團學生急救員訓練報名

5/10(一)
8:00

英文系
FL207

申請英文能力測驗(二)補考

5/10(一)
9:00
5/10(一)
10:00
5/10(一)
10:00
5/10(一)
12:30、18:30
5/10(一)
18:00
5/10(一)
18:30
5/10(一)
18:300
5/11(二)
10:00
5/11(二)
11:00
5/11(二)
12:30、18:30
5/11(二)
14:20
卓 5/11(二)
越 14:30
5/11(二)
19:00
5/11(二)
20:30
5/12(三)
9:00
5/12(三)
9:00
5/12(三)
12:00
5/12(三)
12:30、18:30
5/12(三)
14:20
5/12(三)
18:30
5/12(三)
18:30
5/12(三)
19:00
5/12(三)
19:00
5/13(四)
12:10
5/13(四)
12:10
5/13(四)
12:30

諮輔組
B413
公行系學會
海報街、蛋捲廣場
生輔組
B402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水上活動社
SG223
正智佛學社
Q409
樸毅志工社
SG116
諮輔組
文館前
學生會
海報街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圖書館
圖書館301指導室
通核中心
I301
星相社
L204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生輔組
商管前
網球社
網球場旁
就輔組
T212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圖書館
圖書館301指導室
電影社
B117
體適能有氧社
游泳館
英文系
L209
學園團契社
E312
就輔組
Q409
資圖系
L413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5/14(五)
10:30

愛情卡與愛情關係工作坊報名
公行週
校園四格漫畫徵選
影片「有頂天大飯店」
花蓮泛舟報名
給我一只阿拉丁神燈
淡飢咧！你餓了嗎？──飢
餓十二DIY體驗營
3Q卡與大學生笑很大票選&分享
第一屆淡江學聲節
影片「送行者」
掌握歐盟資源(一)
我用blog秀出我自己
尋找你的幸運數字
Dynamic Yoga(動態瑜珈)
教室無垃圾日
淡江公開賽報名
戰國策股份有限公司徵才說明會
影片「螢火蟲之墓」
掌握歐盟資源(二)
播放影片「長路將盡」
BODYBALANCE
戲劇公演「每．個．人」
宣教士分享—了解他們在外地
的點點滴滴
LV儲備幹部徵才說明會
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99年度
暑期實習
影片「always幸福的三丁目」

樸毅志工社 淡飢咧！你餓了嗎----飢餓
文館側門旁 十二DIY體驗營

5/14(五)
圖書館非書組
影片「always幸福的三丁目」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5/14(五)
17:30
5/14(五)
18:00

吉他社
活動中心

第22屆金韶獎決賽

淡江之聲
第22屆金韶獎決賽實況轉播
www.votk.tku.edu.tw

5/15(六)
9:00

諮輔組
SG201

動心．洞悉愛情卡與愛情關係
工作坊

5/15(六)
9:30

諮輔組
B413

叫我達文西右腦開發超能特訓
班

5/15(六)
17:00

康輔社
覺軒花園

康家成果展

台北校園
5/15(六)
13:10

母親節卡片傳情活動，學生專注的在商館旁攤位，
全心表達對媽媽的愛。（攝影／黃立欣、吳佳玲）

遊學一手資料擄獲同學的心
遊學一手資料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由成人教育部指
導，國際青年交流團承辦的「2010年遊學展暨第
7屆地球村博覽會─Start a new journey-Get your
backpack」，於上週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豐富的
講座與留學資訊，參觀的同學收穫豐碩，紛紛
對於出國唸書躍躍欲試。國際青年交流團的同學
在開幕式分別穿上中國旗袍、日本和服或空姐制
服，跳起藝人范曉萱的舞蹈-雞舞，趣味十足。
校長張家宜蒞臨展場剪綵，並表示：「這幾年
帶領國外團的輔導員表現優秀，淡江的國際化理
念也展現在其中。」展示區有成教部舉辦的台灣
觀摩團與海外華語研習營的精彩活動照片。另有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786-4-.indd

閃耀蘭陽 500師生齊跑

感到氣餒。劍道隊的隊員英文四王兆民表示：「我
們抱持著輕鬆但認真的心情面對比賽，看到學弟的
表現都很不錯，比賽時穩穩的打，不用靠學長撐全
場。看到他們的進步，不擔心未來後繼無人了！」
隊長電機三黃柏勳表示，雖然常遇到十分強勁的
對手，但平常每週練習三天，一次平均練習2到3小
時，累積不少實力。而這次的成績較去年進步，
「全是努力練習得來的！」

公開評選學生團體保險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由學務處生輔組主
辦的99學年度學生團體保險公司公開評選開始了！
參與評選的保險公司，須詳列保險契約、申請文
件，及奉准保單條款等資料。
有意參與評選之公司請於本週五（14日）前繳
交相關書面資料，共需備妥6份，密封後郵寄或親
送至生輔組。詳情請上學務處生輔組網站（http://
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或電
洽26215656分機2217承辦人許之榕。

春暉社於上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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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場布置成南國
風情，共分為遊戲互動、展示、影音區以及義賣區
等4個展區，吸引許多同學前往參觀。同學仔細翻閱
春暉社多年來的活動照片，透過成果照片展示，同
學能更了解春暉社努力的成果。（攝影／林奕宏
文／梁琮閔）

劍道隊穩紮穩打 抱回輔大盃亞軍

【記者蔡舒帆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劍道社及校
隊組成的劍道隊，日前參加由輔仁大學所舉辦的
「第十九屆輔大盃劍道邀請賽」，在全國25隊激戰
之下，脫穎而出，贏得男子組得分賽亞軍，僅次於
強勁的台北體育學院代表隊。
由於劍道比賽普遍甲、乙不分組，因此競賽隊伍
中常會遇到體育學院學生，甚至有時須與國手較
量。這次比賽劍道隊即在冠軍賽與北體正面交鋒，
雖然最後比數懸殊與冠軍失之交臂，但並不因此

日期/時間

5/10(一)
8:00

格教育的目的。他希望未來能將此運動帶入淡江，
只要有適合的場地，每個人都能上場。
女排校隊隊長教科碩一郭雅婷表示，第一次參加
牆壁排球賽就獲得第2，是隊友發揮長期累積的實
力，她認為校隊的優勢除了有體保生外，最重要的
是大膽的殺球。郭雅婷說，希望未來能將此運動帶
到隊上，她解釋，「我們是小輸在不夠熟悉規則，
相信明年挑戰第二屆，能讓別人看見淡江除了團隊
合作外，個人能力也是不容小覷！」

活動看板

台北

淡水校園
5/10(一)
8:00

專校院菸害防制計畫成果觀摩展」，
內容為各參展大專院校4月至11月中
所舉辦的菸害防制活動成果，屆時
本校將成立菸害防制計畫小組，由學
務長柯志恩擔任主持人，進一步加強
師生對菸害的常識與認知，不只改善
校園本身，更將推動至大學城等學校
周邊，尤臺蓉表示：「本計畫需要師
生共同努力，一同創造更好的校園環
境。」

女排隊實力堅強 輔大盃牆壁排隊獲第2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誰說排球一定要5
人組隊？一個人打也很夠勁！本校女子排球校隊於
日前參加第一屆輔大盃牆壁排球邀請賽，在台大、
輔大及國立體育大學等7校中，打敗群雌獲得第2。
指導教練楊總成說，這是一項新型，又具挑戰性
的運動，「淡江校隊第一次練習就上手！」。他稱
此活動是「只要一顆球、一面牆、兩個人就可以
玩」的新式運動，楊總成說明，運動起源是為解決
場地不足的問題，這個運動有牆就可以打，同時也
藉由球員間彼此包容，學會與人分享場地，達到品

淡水

遊留學廠商進駐，提供澳、美、歐、日等遊學以
及海外打工資料，日本區廠商更是身著日本傳統
服裝，為有興趣的同學提供最新資訊。
國際青年交流團社長英文三陳奕君表示：
「本次展覽參觀人潮眾多，今年新增日本海外打
工資訊，詢問度很高。」數學四張逸晴表示：
「預計暑假會去德國進行短期遊學，活動現場相
關資訊豐富，可以提供我足夠的參考資訊。」
歷史三陳莉媛表示：「明年一定會去嚮往的日
本，所以拿了遊學及海外打工資料。」兩位同
學不約而同的說：「博覽會中有完整的一手資
訊，真棒！」

圖書館
淡江「電子學位論文」服務系
台北校園中正紀念堂 統

5月歐週風尚潮 師生體驗深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3日在文錙音樂
廳，由臺灣歐洲聯盟中心、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
歐洲聯盟研究中心主辦的「歐盟週」，以鋼琴演奏
歐盟盟歌-快樂頌拉開序幕。
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本校作為「台灣歐洲聯
盟中心」結盟學校之一，基於推動歐盟相關研究理
念，配合9日歐盟日紀念活動，特別舉辦歐盟週活
動。活動由歐研所碩一蒙沛遙朗讀舒曼宣言，以紀
念歐洲統合50週年，並以影片回顧2009年歐盟週系
列活動影片、介紹2010年歐盟週系列活動。最後由
本校弦樂社表演歐洲弦樂歌曲。
另外，圖書館2樓閱活區也舉辦的「五月．歐
洲．風尚潮」專題系列講座，吸引許多師生前往聆
聽。大傳三吳雪芬表示，以「歐洲飲食文化-漫談
西歐美食與英式下午茶」為演講主題的張洋培老
師，以生活中的經驗介紹飲食文化，相當活潑有趣
也很生活化。英文四黃富鴻說：「聽完老師的經驗
後，想多存點錢，希望未來也能親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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