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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十分欣喜，他指出，成教部在設計、規劃華語
文每一期的課程及教材時，完全站在學生的立場考
量。教師採用循序漸進的教導方式，讓外國同學能
逐漸熟悉中文，從一開始強調的「說、聽」，到進
階的「讀、寫」，每個細節都注意到，讓外國學生
們能學得踏實、學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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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於27日出
爐！學生會正、副會長由日文二黃玉
珊及化材二王奕筑當選，將於7月1日
交接；財金三戴嫚珊等9名候選人全數
當選學生議員。
　本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共有
6486位同學投票，投票率達23.67％，
為近9年新高。其中，蘭陽校園共有
215票，投票率達23.5％，旅遊一張博
惟表示，候選人在投票前沒到蘭陽校

園宣傳，投票日僅1天，許多同學當
天才知道，對候選人政見也不了解，
「希望可以多宣傳」。黃玉珊表示，
未來將更積極走訪蘭陽校園，並與學
生會蘭陽秘書團交流，協助增強社團
器材及接駁車次不足的狀況。王奕筑
表示，未來將持續為同學喉舌，並加
強申訴案的處理效率，並致力於加強
校園安全。
　學生會選委會主席水環三梅忠堯指
出，雖然投票日最後一天陰雨綿綿，
但同學仍熱情投票，而本屆投票踴

躍，與學生會在這一年所舉辦活動有
關，透過這些活動，同學將更了解學
生會。未來，希望同學能主動參與學
生活動，並發揮自治精神，參與校內
投票。學生議會選委會主委公行三陳
碧宗表示，期待議會加入新血後，能
帶給同學更多福利，也期盼每位當選
人除能實現政見，還可以主動關心同
學，為同學喉舌。現任學生會會長、
財金三陳惟真是新科議員之一，她表
示，希望以擔任學生會會長的經驗，
讓同學對學生權益有進一步的認識。

　【記者施雅慧、蔡舒帆淡水校園報導】由靜宜
大學主辦的「第一屆挑戰101萬全國大專單字競
賽」，本校德文四簡偉如、會計三林哲輝、企管二
王德恩過關斬將，獲得決賽金卡，將於本週五（6
月4日）至台中靜宜大學參加決賽。這次單字競賽
方式，讓參賽學生在網路以闖關方式進行初賽，約
13000人同學參賽，156人進入決賽。
　本身對英文有濃厚興趣的簡偉如謙虛表示，除了
有先上網試玩官網的題庫小遊戲之外，並沒有做太
多準備，單憑實力便參加比賽，很開心得到進入決
賽的資格。林哲輝表示，從小就對英文有興趣，平
日也常閱讀英文雜誌或收看英文節目，「知道進入
決賽時，高興地馬上打電話回家報喜，現在正積極
練習單字題庫，期待獲得佳績。」王德恩則表示，
「能進入決賽感到相當意外，將抱平常心應賽，並

再次熟記日常所學的單字，小心應戰。」

華語班生古艾柏 國台語演講冠軍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中華語文研習
班的土耳其學生古艾柏，參加中央廣播電台舉辦的
「拯救地球大作戰—2010外籍人士說國台語演講比
賽」，超過170位外籍人士參與，古艾柏以一口流
利的國台語雙聲帶，勇得冠軍！
　古艾柏決賽時精心準備，臉上畫著迷彩，打扮成
地球，以國台語交雜，向聽眾說明拯救地球的重要
性，豐富的肢體語言頗受好評。他表示，沒想到竟
然會得第1名，實在很訝異！「真的很感謝王贊育
老師，她每次都很努力的解釋每一個中文的意思，
讓學生了解、吸收。」
　成人教育部主任施國肱對於學生獲得這樣的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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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台北 蘭陽 網路淡水

　【記者陳頤華、林俞兒、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度水上運
動會」於26日在紹謨紀念游泳館舉行，配合將到來的60週年校慶，今
年水運會盛況空前，參賽同學、教職員十分踴躍，體
育室主任蕭淑芬驚呼，「這是有史以來『人氣最旺』的
水上運動會！」全校教職員工生相聚在游泳館，看誰是
水中蛟龍！校長張家宜換上泳衣參賽，獲得50公尺自由
式競賽金牌，成為水運會最亮眼的焦點；研發長康尚文
以50公尺自由式及50公尺仰式拿下2金；學務長柯志恩
獲50公尺蛙式金牌；獲得金牌最多者為國貿二陳泓潔以
50公尺仰式、50公尺蛙式及200公尺混合接力勇奪3面金
牌；水上救生社獲得團體總錦標。
　運管二謝松伯說：「今天看到校長下水參賽感到很新
奇，校長的參加也大大提高同學參與的意願。」另外，

當天「教職員工水上活動聯誼社」也於紹謨紀念游泳館N204教室舉行
成立大會，新上任榮譽會長化材系教授張正良表示，未來會和水上活

動社合辦活動，「一
起 把 運 動 風 氣 帶 起
來！」使得游泳館，
從早到晚充滿人氣熱
鬧滾滾。
　 而 本 次 亮 眼 表 現
有：日文一鍾韻琳分
別以50、100公尺蛙
式 獲 得 兩 面 金 牌 ；
中文一黃新智以50公
尺蝶式及仰式拿下2

金；經濟一陳楷竣以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蝶式獲2金。
　水運會的另一項高潮是充滿驚喜的「趣味競賽」，首次增加的划船
項目，選手們不但要會駕馭，還要在翻船後趕緊「重新整隊」，可說
是娛樂性十足！在水中尋寶關卡中，張校長等教職員將填寫數字的高
爾夫球擲入水中後，同學們立即展開激烈尋寶活動，最後由張校長隨
機公布所得的獎品，蛙鏡、泳帽還有襪子，開獎時刻全場情緒高昂！
凡是參加者人人有獎，讓同學滿載而歸。張校長對全校熱烈參與水運
會十分讚許，希望透過各種活動方式帶動全體教職員工生，一起來游
泳。
　第一次來到淡江的真理大學運動管理三牟磊笑著說：「我們學校沒
有游泳池，今天來淡江游泳，發現設備真得很棒，已經迫不及待跑去
買游泳證，希望未來到淡江游泳，享受高級的游泳池。」　

國健局訪視 讚菸害防制成果佳

台北校園

國樂社期末公演  曲目多元難度高

劍道社獲3亞軍　
　【記者蔡舒帆、陳思蓓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主辦
「第25屆全國大專盃劍道邀請賽」，來自全國20所
大專院校在紹謨紀念體育館展開激烈爭鬥，劍道校
隊表現亮眼，女子組得分賽、過關賽雙雙奪下亞
軍，男子組在得分賽得亞軍。
　女子組過關賽西語四王珮如，第一輪便以1打5力
克對手交通大學，為隊上取得好采頭。她感到不可
思議地說：「像作夢一樣！」決賽對上政治大學，
王珮如同樣一口氣打下4位，雖然遭政大翻盤，但
她笑說：「最後一個是從小練劍的日本人，很難
打。」另外，航太四張凱翔在男子組過關賽中，以
1敵4，拿下勝利，他除了謙虛表示是對手經驗較不
足，更笑說能有如此表現要歸功於隊友英文四王兆
民的一席玩笑話，「你乾脆把對方全部打敗，一個

都不要留」，果然一語成真！

會計系大會盃壘球2連霸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會計系於22、
23日參加在元智大學舉辦第31屆全國大專會計盃，
自16支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壘球2連霸。
　壘球比賽採循環賽方式進行，會計系以去年冠軍
之姿，一路勢如破竹，過關斬將。冠軍賽對上東
華，因下雨視野不佳、場地濕滑而陷入苦戰，經過
一番調整後，一連敲出7支安打逆轉勝，最後終於
抱回冠軍。隊長會計三吳銘峰說：「很開心能2連
霸，平常辛苦的訓練都值得了！但學長們即將陸續
畢業，所以希望學弟們可以更加努力，延續今年的
氣勢，明年再度蟬聯冠軍。」會計系系主任陳叡智
表示，很高興聽到系上學生獲得佳績，這是因為同
學團隊精神佳，才能有好表現。

身障保齡球賽 本校傳捷報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由大專院校體育總
會殘障運動委員會主辦的「第一屆全國大專院校
身心障礙者保齡球比賽」，於23日在台南一心保齡
球館舉行。有來自全國19所大專院校身心障礙生參
賽，本校盲生資源中心傳捷報，中文二楊玉凡獲重
度視障女子第1、中文二張蓓蓓獲輕度視障女子第
2、公行三陳致宇獲輕度視障男子第3。
　楊玉凡笑著說：「平時缺乏方向感的訓練，剛開
始頻頻洗溝，幸好後來漸漸抓到感覺，才能拿到高
分。」本校選手搭乘高鐵南下參賽，張蓓蓓表示，
感謝學校提供貼心的安排，讓他們順利抵達會場，
無後顧之憂。她也說：「很開心能參賽，讓平時很
少運動的我們除練身體之外，也可藉此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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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頤華、林俞兒、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度水上運 當天「教職員工水上活動聯誼社」也於紹謨紀念游泳館N204教室舉行

水運會人數空前

五虎崗文學獎 許展寧散文首獎小說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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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萬重金獎賞單字賽   簡偉如林哲輝王德恩入決賽

文學週展成果 楊雅喆吸人潮

熱可虛擬樂團  作詞人快來 實驗劇團愛演 歡樂又感動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第29屆文學週--
「甲蠱文」上週在詞曲創作社的搖滾音樂下熱鬧開
場，吸引許多人潮參觀，《囧男孩》導演楊雅喆也
特地蒞校演講，人氣更是紅不讓。
　黑天鵝展示廳展出文學院5系資料，靜態區以師
生的出版書籍、器物作品為主，動態、互動展區則
以講座、學生作品與教學成果影片放映為主。資傳
系的數位遊戲、大傳系的分鏡示意圖及中文系的卜
卦，也吸引不少人前往一探究竟，統計一高郁晴表
示，中文系的卜卦真的很有趣，算出來的運勢就當
作參考囉。運管系碩三符人懿說：「淡江電視台製
播採訪貓空纜車的影片，採訪內容與報導方式不輸
商業媒體、歷史系展出二十四史及日據時代台灣老
地圖，很有深度。」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於26日在
強邦教學大樓1樓舉辦畢業舞會暨展翼歡送會，歡
送應屆畢業生及即將出國的大二生，參加的學生紛
紛穿上帥氣西裝、俏麗小禮服，各個比帥、比美，
主持人政經二朱定芸不禁驚呼：「超『正』！」
　本次以「展翼」為主題，代表「畢業生與大二出
國生的蛻變」，校園主任林志鴻表示，希望每個人
都珍惜這難得的夜晚，「蘭陽校園是大家永遠的
家，歡迎隨時回來。」
　政經二蔡宜俐表示，很感謝在出國前，學校特地
舉辦這個活動，讓即將分散世界各國讀書的同學能
齊聚一堂，享受溫馨的時刻。政經四楊怡莉也說：
「這次的活動讓大學生活留下難忘的回憶。」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不只是看戲，還能
欣賞到一場絕佳的歌舞表演！實驗劇團於上週舉行
第25屆畢業公演「愛演？礙眼！：第38號轉身迴旋
之表演觸技曲」，劇本改編自達達主義時期的《瓦
斯心》，加上即將畢業7位團員的生命故事，以歌
舞形式演出。
　本次公演在服裝方面也有極大突破，知名導演兼
編劇蘇達說：「讓演員能挑戰自我！」如飾演「燈
塔」的亞洲所碩四廖晨志赤裸上半身，只穿著一條
長裙，演員誇張的肢體動作令全場笑聲不斷。第一
次觀賞實驗劇團演出的日文一吳思葦表示，隨著劇
場的燈光明暗，使他融入歡樂又感動的氣氛。

　【記者林俞兒、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國民健康
局於19日訪視本校菸害防制成果，由北醫公衛系副
教授陳怡樺等4位訪視委員來訪，於商館B302A由春
暉社作成果簡報。陳怡樺表示，本校的菸害防制成
果顯著，而學生們反菸意識也很強。
　來訪的委員針對大學城及水源街周邊的菸害問題
表示，將加強修法，讓大家生活在一個無菸害的環
境。教官尤臺蓉表示，菸害防制並非一蹴可幾，學
校將持續推動，讓同學生活在更健康的校園。

德文二蘇聖琳獲全國萊茵盃  朗讀第一
　【記者張靜怡、柯雅婷淡水校園報
導】德文系日前參加全國德語系第28
屆萊茵盃比賽，由德文系教授鍾英
彥、副教授施莫尼及助理教授柯麗芬
帶領共80位同學前往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參賽。德文二蘇聖琳勇奪朗讀二年
級組第1；演講比賽方面，分別由德

文三陳菱獲得三年級組第2、德文四
馬世昌拿下四年級組第3。
　此次比賽項目包括德語朗讀、演
講、合唱、戲劇及體育，蘇聖琳說：
「賽前做了很多準備，如借德文雜誌
或上德國網站練習聽力與發音，公布
名次時，淡江師生都為我歡呼，好感

動。」陳菱說：「比賽前非常緊張，
但因題目與獎學金有關，我腦中立刻
浮現最近申請獎學金的一些畫面，順
利地完成演講。」馬世昌則指出自己
獲勝的關鍵在於台風穩健、聲音宏
亮，以及搭配演講手勢吸引評審的目
光，才能順利拿到第3名。而男籃、

女排與總錦標，也均囊括第3名的寶
座，系學會會長德文三徐福斌表示：
「今年拿下的獎項比往年多，表示同
學在德文基礎或是團隊合作上的實力
都不容小覷。」

　【記者洪予揚、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27日國樂
社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期末公演「樂夜笙歌」，獨奏
及團體曲目較以往多出兩倍，曲目多元，結合溫
馨、高亢等各種曲風，令聽眾安可聲不斷。保險一
于靜文表示：「森林狂想曲聽來很舒服。」
　開場以神祕慢速的《絲路駝鈴》揭開序幕，新任
團長資工二陳立豪以中國笛詮釋西方小提琴獨奏曲
中不朽的名篇《流浪者之歌》，將蕩氣迴腸的傷感
色彩呈現出來。新任團長陳立豪表示《祈雨》這首
曲子編製龐大，難度高，能成功演奏很有成就感。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喜歡創作歌詞的人
有福了！想獲得免費譜曲、專屬單曲EP、立體聲耳
機的好康嗎？即日起至6月6日，只要將自創歌詞投
稿至資傳系實習媒體學生所組成的「熱可」虛擬樂
團，就有機會圓夢，心動不如馬上行動！
　作品不限件數及字數，只要詞風富朝氣、讓人
印象深刻，皆可上網（http://www.wretch.cc/blog/
gogopowerock/8057334）報名！

畢業公演３系大會串
　【記者蔡孟倫、陳瑩臻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於
21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一年一度的畢業公演，日間
部的「不只是一部家庭劇」和進學班的「江戶一
夢」，現場座無虛席，日文系系主任彭春陽開心的
說：「演出的同學都很有想像力。」西語系與俄文
系則分別於20、21日與26日在實驗劇場舉行畢業公
演。一連串的畢業公演，讓同學在畢業前夕，將所
學表現在戲劇中。
　擔任「不只是一部家庭劇」女主角的日文四駱怡
婷表示，藉由上台演出突破以前不敢上台的恐懼。
而參與演出的西語四顏海如表示：「很感謝，這表
示就算沒有機會出國當交換學生，但在淡江教師
的教導下，還是可以說得很好！」俄文系所演出
的喜劇，將歌舞融入戲劇之中。莫斯科駐台大使
Dobrovolskiy V.N.表示，很高興能看到台灣學生不
僅是學習俄文，更能將俄文應用在戲劇表演中。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第26屆五虎崗文學獎於27日在黑天鵝展示廳進
行決審，共有102篇作品參與競賽。決選結果小說組首獎由英文二吳雨儂拿下、
散文組首獎是日文四許展寧、新詩組首獎由中文碩一劉兆恩抱回，而今年新設
立的漫畫首獎是中文三林宜滿、古典詩組首獎為中文博三張富鈞奪得。
　今年五虎崗文學獎爆出2名黑馬，吳雨儂第1次參賽即獲首獎，而許展寧奪下2
獎—散文組首獎及小說組推薦獎，兩人打破以往幾乎由中文系稱霸該獎項的局
面，但去年散文組首獎劉兆恩，今年則勇奪新詩組首獎，為中文系爭光。
　吳雨儂所寫的「末花鎮」，受到3位評審一致肯定，認為作者有高超的文字
技巧及想像力。知名作家鍾文音表示，這次參賽作品水準很高，很欣慰看到
非中文系的學生參與競賽，表示文學獎越來越成功，至於寫作技巧，她建議

可多參考西方的小說。作家伊格言（鄭千慈）評「末花鎮」為「不動聲色的華
麗」。吳雨儂表示，這是她第1次寫長篇小說，得獎很不敢置信，能獲得評審
青睞，感到相當開心。
　劉兆恩的新詩「火金姑」，評審皆認為此詩鄉土味濃厚，充滿希望，且具關
懷性。去年參賽新詩組僅拿到推薦獎的劉兆恩說：「很高興今年能獲得首獎，
我生於鄉土，台語是母語，以鄉土為素材創作較能感動人。」
　散文組部分，許展寧以「觀景窗」一文獲首獎，知名散文作家房慧真認為此
篇作品似都會散文，題材具新意，而曾獲得兩屆全國古典詩詞冠軍的中文博四
侯裕隆，此次比賽僅獲得古典詩組推薦獎。

蘭陽展翼舞會「超正」

　第16屆學生會會長日文二黃玉珊（圖
左）及副會長化材二黃奕筑（圖右）。
（攝影／曾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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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教職員工水上活動聯誼社」也於紹謨紀念游泳館N204教室舉行 金；經濟一陳楷竣以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蝶式獲2金。

陳泓潔3金 　　總錦標

社辦布置：嚕啦啦春暉茶藝摘冠
　課外組主辦

「98社辦布置

比賽」賽果出

爐，由嚕啦啦

社、春暉社、

茶藝社摘冠。

擔任評審、課

外 組 組 員 吳

孟香笑說，許

多社團因此次比賽，終於看到地板了！她也說明，嚕啦啦

社，善用空間擺放物品；春暉、茶藝社則充分展現社團精

神，因而勝出。（文／江啟義　圖／黃乙軒）

　本報第788期，港澳生運動會男籃比賽結果，誤
植為亞軍，應為季軍。

更正啟事
　
成教部華語班
學生古艾柏，
參賽的裝扮。
（圖／成教部
提供）

　【記者蔡舒帆、陳思蓓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主辦體育賽事

金；經濟一陳楷竣以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蝶式獲2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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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經濟一陳楷竣以50公尺自由式、50公尺蝶式獲2金。

金 　　金 　　水上救生社

　26日在游泳館的水運會，因水上救生社社員的熱情，更加沸騰！（攝影／林奕宏）

國台語
演講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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