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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韶獎大贏家董兆怡 ＜不說了＞秀創作

【記者戴瑞瑤、陳思嘉、梁琮閔淡水校園
報導】第22屆金韶獎於14日晚上在學生活動
中心展開決賽，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進行
現場轉播，另有知名樂團「熊寶貝」演出壓
軸秀。今年共112組參賽，25組進入決賽。本
屆最大贏家是產經二董兆怡，拿下創作組冠
軍、獨唱組季軍及最佳作詞；獨唱組由國貿
四彭忠明奪冠；重對唱組冠軍由化學三鄭江
帆、化學四顏仕柔抱回。
董兆怡以創作曲＜不說了＞，描述有些話
很想表達出來，卻害怕別人看清的矛盾心
情。去年得到獨唱組第2、重唱組第3名，今
年再獲得創作組冠軍，董兆怡謙虛地說：
「創作組一向很熱門，這次完全沒想到可以
得獎，覺得非常幸運，未來想多參加比賽累

積經驗，朝自己的興趣前進。」曾為金曲獎
評審，現任StreetVoice音樂頻道總監的評審陳
弘樹認為：「創作組的作品很多已經具有專
業級的水準，建議參賽者們寫歌要大膽，且
融入自己的想法。」
獨唱組冠軍彭忠明以吉他自彈自唱西洋歌
手Jason Mraz的＜PLANE＞，獨特嗓音與原唱
有幾分相似。他表示：「我是印尼僑生，在
大四畢業回國前能得獎很開心，也藉此交了
許多好朋友。」
重對唱組第1名的鄭江帆、顏仕柔，他們以
歌劇方式演唱魔笛插曲＜Papageno & Papagena
＞，不僅聲音宏亮，表情與肢體語言更是豐
富，加上走位與舞蹈，配合精心打扮的道具
服，默契十足！顏仕柔於日前剛獲得「淡江

之星」歌唱比賽第2名，喜上加喜的她笑著
說：「想不到還獲得第1，真的很興奮！」
另外，各組中也有頗具特色者，創作組國
貿三周鳳儀獲得第2名，亮麗外型加上可愛歌
聲，擄獲不少粉絲；獨唱組第2名由曾獲陽光
大使日文一黃正宜以純熟的演唱技巧、渾厚
的嗓音，令全場如痴如醉。另外，獨唱組中
最特殊的是遠從海地來的外籍生財金碩一艾
米勒，此次雖未得獎，但他以豐富的肢體語
言及高亢的歌聲，引起熱烈迴響。日前曾參
加超級星光大道的他表示，從小就對唱歌有
著極大的興趣，「一直以來都在尋求可以唱
歌的機會！」，在金韶獎他唱著＜I Believe I
Can Fly＞，表達出他的歌手夢。

學生會、議會選舉明投票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第16屆學生會正
副會長選舉暨第25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於明天（25
日）至週四（27日），上午10時至晚上7時舉辦。
淡水校園在文館2樓、商館2、3樓、新工學大樓、
科學館及海報街6個投票所，議員選舉也可至驚聲
大樓投票；蘭陽校園則僅明天，在圖書館前開設投
票所。請攜帶學生證或有照證件前往投票，將於週
四晚間在體育館地下1樓開票。
學生會選委會主席水環三梅忠堯說明，根據學生
會會長選舉規則，投票率須逾選舉人總額的15%，
才符合當選門檻。學生議會議員選舉，最低當選門
檻為60票，始符當選資格。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
共有1組人馬登記參選：會長候選人日文二黃玉珊
及副會長候選人化材二王奕筑；學生議會議員有9
人登記參選，名單請見選委會辦公室（SG206）公
布欄選舉公報。
黃玉珊及王奕筑在第15屆學生會中，分別擔任行
政部秘書及權益部副部長一職。黃玉珊指出，競選
政見主打「學生權益」及「校園安全」，如增設游
泳館、克難坡監視器數量，以及增設校園垃圾桶
等。梅忠堯呼籲，本次投票區特別增設科學館，請
同學發揮校園民主精神，踴躍參加投票。

健言社宮燈盃奪季軍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由健言社主辦的第
5屆宮燈盃大專校院辯論比賽於15、16日在新工學
大樓3樓展開激辯，吸引24組菁英參賽，本校「淡
江A隊」打敗台大、清大等校獲得季軍，健言社社
長機電二陳姵妤奪得最佳辯士。
決賽題目是「我國刑法應該廢除死刑」，陳姵妤
表示，決賽題目貼近時事，較容易發揮。而這次也
是本校第一次獲得宮燈盃的獎項，「辛苦總算有代
價！」她指出，健言社這學期經常受邀去三重高中
教導演辯社學生辯論課，對此陳姵妤表示：「在教
課的過程中，不僅找回對辯論的熱情，也讓技巧更
成熟，是幫助比賽得名的原因之一。」

淡江學園女生入住初體驗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度淡江學園
將有女生入住！因此學務處住宿輔導組於15至17日
舉辦「異宿體驗．交流無界」活動，由男、女宿自
治會代表約20人參與。
西語二張惠華表示，活動藉由環境介紹和食字路
口遊戲，讓她對附近環境更加了解。西語二蔡蕙伊
說：「原本沒有打算申請住宿淡江學園，但經過這
次的體驗活動後，發現淡江學園的生活機能比想像
中方便，而且住宿環境也較為舒適，所以我決定下
學年申請入住淡江學園。」

男足冠軍男籃季軍

港澳生參加在輔仁大學的第9屆台北港澳生運動會，奪得男子足球冠軍、籃球季
軍。（攝影／區迪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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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柯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港澳生足球、籃球隊「猴塞雷」！於
日前參加輔仁大學舉辦的全國「第九
屆台北港澳生運動會」，奪得男子足
球冠軍、籃球季軍。印尼僑生會也不
遑多讓！在中原大學「第五十屆全台
灣印尼僑生運動會」中，拿下男、女
籃亞軍及羽球混雙、女單第3。
奪魁的港澳足球隊與來自全台各地
的10校僑生，在運動會上較勁，展現
1年練習的成果，全隊以絕佳默契及

猴塞雷!

不能輸的決心，打敗去年冠軍台灣大
學。賽中第一場雖敗給銘傳進入落敗
區，但第二場敗部復活賽力克師大，
更在第二天在冠軍戰中，成功封王！
副隊長經濟三徐霆朗說：「雖然比賽
很疲憊，但最後大家死撐活撐也要
贏，終於拿到冠軍很開心！」印尼僑
生會會長資管二華孟真說：「除了得
獎很開心外，在台灣能和來自家鄉的
人聯絡感情，才是運動會最大的目
的！」

溜冰社淡大盃總錦標冠軍7連霸
【記者湯琮詰、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第七屆淡
大盃溜冰錦標賽」，由本校與輔仁、聖約翰、長庚、
國北護、中原共7校，84位選手於16日一同競速。本
校表現亮眼，獲3金4銀4銅，居各校之首，也榮獲積
分總錦標冠軍，順利完成自淡大盃舉辦以來的7連
霸！
本校國貿二陳家偉勇奪3金，包辦男子1200公尺、

男子5000公尺及男子2000公尺4人美式接力3項冠軍，
他表示：「印象最深刻及感動的是『美式接力』項
目，因為是團體賽，團隊的默契配合，是代表校際的
競賽，贏了，感覺格外光榮！」對於7連霸溜冰社社
長機電三陳世庭指出，大家在賽前三週就開始練習，
週末也不曾間斷。他笑著說：「喜歡溜冰是因為愛上
追風的感覺，很舒服也很享受。」

大傳正繽紛畢展 人氣紅不讓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於上週在黑
天鵝展示廳展出第24屆畢展，「正繽紛超人」以逗
趣的舞蹈開場，全場哈哈大笑，展場人潮擠得現場
水洩不通！
開幕會上，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讚賞同學們的作
品，也激勵同學未來要繼續發揮自己的能力與創
作！大傳系因病而留職停薪的助理教授朱孝龍，特
地現身為學生加油，同學們感動落淚。

畢製作品分為影音、專題創作及行銷傳播3組，
各組皆吸引許多師生駐足細細品味，尤其專題創作
組的《克拉女》人氣更是紅不讓，除書籍製作精美
外，並以影片呈現工作能力強、對愛情有獨特見解
的單身女性，像鑽石般閃耀地活著。
另外，行銷傳播組藉由可愛的情境布置，讓女同
學們不僅重新認識艾杜莎這個品牌，也爭相與艾杜
莎的吉祥物可愛小鴨阿蹼拍照，而影音創作組在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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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孟倫、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由外語學
院6系於17日聯合舉辦的「P.S. I Love You」，在外
語大樓前噴水廣場熱鬧開幕！外語學院院長宋美璍
表示，外語週主角是6系的學生，6系合作是外語週
的特色及傳統。今年的焦點「院花選舉」，經由初
選在現場同學票選下，由法文二黃婷萱奪下第1名
寶座，她不可置信地表示：「其他參賽者都很漂
亮，得到第1名真的很意外！」
活動中法文、日文、德文與俄文系分別帶來各國
歌曲的演唱，而英文系的熱舞，是全場焦點，男舞
者的緊身皮褲與墨鏡打扮吸睛效果一流；西語系則
結合踢踏元素，表演佛朗明哥舞，強烈的節奏讓

佳績的關鍵是平常勤奮地練習，比賽時就不會緊
張。從小在父親的馬場耳濡目染下，習得一身騎馬
功夫，但也曾因父親的訓練嚴格，一度受挫想放
棄；但卻發現自己內心對馬術的熱情，使他克服困
難再回馬場，他笑著說：「一陣子不騎馬就覺得屁
股癢癢的！」他認為，有沒有得名不是重點，經驗
勝過一切。
馬術社外聘教練謝煥祥說：「馬術是一項從頭到
腳的運動，同時也可以訓練平衡感，希望有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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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畢業歌作品網路票選
「繽紛浪漫木管三重奏」音
樂會索票
2010私立大學校院臺日第一次交
流獎學金申請報名
影片「穿著Prada的惡魔」
大家一起來起笑！！活動
掌握商情、洞悉財經──產經資訊
音籟之美──音樂晚會
上台報告技巧
影片「香奈兒」
夢的天行者
Emerald投稿國際期刊暨教育訓練
「中國結與喜宴的結合」講
座、DIY活動
Dynamic Yoga（動態瑜伽）
「原文書輕鬆讀」英文讀書
策略（下）
影片「慾望城市」
影片「在天堂預見的五個人」
掌握商情、洞悉財經─統計
數據
BODYBALANCE（身心平衡）
英語聽說能力培訓班
影片「時尚女王香奈兒」
掌握商情、洞悉財經─期刊文獻
統計系輔導學活動
期末公演─樂放笙歌
影片「購物狂的異想世界」
2010暑期遊學團說明會

蘭陽校園
諮輔組
CL314

夢的天行者

文學週25日開展
溜冰社16日舉辦校際溜冰競速比賽，選手過彎道時，
須穩固內腳來保持平衡，外腳則須保持一定速度。（攝
影／吳佳玲、文／鄭雅文）

攝手法或是內容表現上也都相當出色，在文錙音樂
廳展出的動態展，搏得滿堂彩。
財金四俞妙樺說：「《克拉女》細膩的描寫手
法，讓身為女性的我相當感動！」數學四施建旭表
示：「我平日很喜歡運動，因此對《足夢女孩》記
錄一群對足球充滿熱情，必須勤奮練球迎戰高中最
後一場比賽的少女們，印象相當深刻！」

人不禁跟著打節拍。而外語週除了在海報街販賣
各國美食外，法文系也於19日晚上7時在實驗劇場
（L209）上演「巴特蘭律師喜鬧劇」。國貿二郭覲
慈表示：「演員們把劇中人物表現得活靈活現，尤
其是律師與布商在法庭上的對立，既誇張又好笑，
真的很精采。」
此外，外語之夜則於20日晚上在學生活動中心熱
力登場，除邀請熱舞社等社團表演外，藝人范瑋
琪與樂團Magic Power也來到淡江與同學們狂歡。
6系也帶來一連串豐富且性感的舞蹈，電機二洪誠
鋒說：「看到各系的熱舞表演，讓大家都high起來
了，連我也不自覺跟著一起尖叫！」

大專盃馬術賽 謝騰賢平時勤練奪1冠軍雙季軍

【記者林奕宏、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2010全國
大專盃馬術障礙錦標賽，於16日在淡水山海關馬場
熱鬧登場，有來自清大、中興、實踐等15校，全國
32位馬術菁英齊聚一堂，本校在強敵環伺下奪得
佳績；機電二謝騰賢榮獲馬場馬術C級冠軍以及障
礙60-70CM級、80-90CM級雙季軍，日文二林嘉
欣、公行二許禾瀅、袁愛婷則分別榮獲馬場馬術E
組第3、第6、第7名。
已有10年騎馬經驗的謝騰賢認為，這次能夠獲得

台北

5/27(四)
19:10

6系演唱舞蹈吸睛 法文二黃婷萱膺院花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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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生財金碩一艾米勒（圖一）在舞台上如專業歌手般投入歌唱；拿下
創作組冠軍等3獎項的產經二董兆怡（圖二），唱自己所創作的歌，是金韶
獎最大贏家。（攝影／林奕宏、曾煥元）

港澳生運動會本校港澳球隊獲

今年畢業典禮主題
淡江DNA．企業評價A

【記者陳思嘉、楊志偉淡水、蘭陽校園報導】本
月7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主持的「畢業典禮暨畢業生校園巡禮協調會」，確
定今年淡水校園畢業典禮於6月12日在紹謨紀念體
育館、蘭陽校園於6月5日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行。
今年畢業典禮主題為「淡江DNA‧企業評價
A」，展現本校連續13年獲企業最愛的好品質，當
日會場及校園巡禮沿線之布置，將為畢業生營造溫
馨的氣氛；而蘭陽校園將全程以英語進行，並由資
通四洪逸倫代表致詞。
另外，為了歡送應屆畢業生及即將出國的大二
生，蘭陽校園將於本週三（26日）晚上7時在強邦
教學大樓一樓舉辦畢業舞會暨展翼歡送會，會中除
由熱音、國標、熱舞社帶來精采的表演外，也播放
感性的回憶影片，並由師長、學弟妹們帶來真情祝
福，歡送即將遠颺的學生。政經二何欣儒說：「這
是一個促進蘭陽校園師生交流的好機會，我很期待
這次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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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印畫教你正向思考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你總是將事情想得
很糟嗎？快前往學務處諮輔組於週二（25日）至週
四（27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在文館側門「給
我一個大拇哥」攤位，教導你正向思維、提升自我
解決問題的能力。藉由「指印畫」活動傳達你面臨
的困擾，再透過內在正面話語，讓你拋開負面思
考，轉向正面，找出方法迎接挑戰。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將於週二
（25日）起一連4天，由院內5系在黑天鵝展示廳合
辦第29屆文學週--「甲蠱文」，大傳系系友、知名
導演楊雅喆及作家鍾文音也將參與！
展覽分為靜態展區及動態、互動展2大部分，並
有闖關活動。27日中文系也將舉辦第26屆五虎崗文
學獎決審會，由鍾文音、《文訊》雜誌社社長封德
屏等人擔任評審，選出最後優勝作品。
另外，26日上午9時50分將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辦第6屆大學部學習成果發表會，中文系推出練
習編輯雜誌的成果；資圖系介紹社會學索引典及分
享服務學習的經驗；歷史系展出歷史研究、府城之
旅等資料；大傳系發表兩部畢製作品；資傳系介紹
自創品牌及展出以互動式軟體做市場調查的結果。
活動總召大傳二楊斯涵表示，文學週以「甲蠱
文」為名，想表現本校「風華絕代一甲子，蠱惑文
學魅人心。」配合本校即將到來的60週年校慶，將
「年代、蠱惑、文學」結合，各系的成長歷程都轉
化為本次展覽的菁華，歡迎踴躍參觀。

詞創社夜是人聲 新手樂團首次開唱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詞曲創作社20日舉
辦期末成果發表「夜是人聲」，在覺軒花園熱情
演出，現場掛滿紅色燈籠，由8個樂團輪番上陣演
出，此次大多由新手樂團首次登台。
台上表演者難掩緊張情緒，台下觀眾瘋狂吶喊加
油，最後壓軸團自創曲登場，安可聲更是此起彼
落；樂團「寶比咩」主唱自彈電吉他，挑戰metal歌
曲Waking The Demon，面紅耳赤奮力演出，讓尖叫
聲瞬間爆發！總召化材一范乃中表示，希望6月11
日的經典之夜可以帶來更精采的演出。

西音社首辦4校聯合成發 震撼high翻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西洋音樂社於14日
在西門町武昌誠品B1地下絲絨，首次舉辦「觀四
音」四校聯合期末成果發表會，包括聖約翰科技大
學、馬偕醫學院及銘傳大學，由四校樂團輪番演
奏，台下觀眾隨著節拍盡情搖擺。
產經三周政宏表示，能和他校共同合作相當愉
快，尤其在開會討論時，又可交流不同樂團的音樂
理念。資工一沈偉雄說：「表演場地的氣氛讓人非
常震撼，希望未來曲目可有更多自己的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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