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德文三鄭郡寧：希望上週建鬼完，這週不要真的見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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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首辦溝通季 讓同學發聲
【記者江啟義、張友柔淡水校
園報導】同學找不到和學校溝通的
橋梁嗎？有心聲不吐不快嗎？學
生會主辦的第1屆溝通季「腳步」
於本週三（8日）起跑。活動執行
長、學生會權益部長財金三王遇安
表示，全校2萬8千名同學，如果沒
有良好的溝通，同學的好建議就會
不小心被忽略了。希望藉此活動，
讓每個寶貴的意見皆獲得重視，
「我們要為同學發聲，也讓同學自
己發聲！」
活動內容包括最早起步的「徵問

題比賽」，將於8日至17日止，問
題的種類不限於嚴肅的校規，各
種關於校園的人事物都可以問，每
位參加者最多可提15個問題，欲報
名者可至學生會網站http://www.
wretch.cc/blog/tkusa16th，下載報
名資格說明及報名表，學生會也將
於13日至17日在商館3樓前擺攤，
現場接受投稿，20至23日則開放同
學投票最心有戚戚焉，或是最有趣
的問題等，高票者可獲得i-pod等
多項大禮。
「TKU’S LIST」，學生會將於

諮輔組今展影像創作
心際大戰遊戲開打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諮商
輔導組於今天（6日）至週三（8日）中午10時
至下午5時，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Kiss Our
Life！Challenge Our Mind！」，讓你在各樣影
音圖像和遊戲中，發現更多不一樣的世界！
活動內容包括「Kiss My Life生命影像創作
Life Show」將展示照片、繪畫及電腦繪圖作
品；「心際大戰」則有乒乓球迷宮、火焰電擊
棒等遊戲考驗同學的耐力。參加者皆可抽獎
獲得神秘禮物1份喔！詳情請電分機：2221、
2491，洽活動負責人諮輔組輔導員陳姱蓁，或
上諮輔組網頁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
main.jsp?sectionI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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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鳳儀

校園內隨機訪問同學，被訪問的同
學皆可獲得驚喜小禮；「交換你我
他」，將以交換小紙條的方式，讓
不同學院的同學們互相交流彼此的
意見。
「不乖-思考吧講座」則規劃邀
請多位名人分享自身經驗，啟發同
學獨立思考。王遇安說明，歡迎師
生一同針對校園議題發聲，更別讓
一個好的建議沉入大海，同學們的
心聲都將彙整提供課外組轉知，歡
迎大家踴躍參加，勇敢表達。活動
詳情請上學生會網站查詢。

淡淡生活節攝影比賽即起Rock收件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淡江的美景
令你難以忘懷嗎？學生會舉辦的第3屆淡淡
生活節－「Let’s Rock」，其中攝影比賽
「淡江，季錄」自即日起至10日（週五）止
收件，徵求攝影好手，捕捉校園四季美景。
活動執行長英文三鍾幸儒表示，希望能藉此
活動，凝聚淡江人的共同回憶。
報名資格為全校在學學生，主題為淡江大
學的四季照片，作品將邀請校內專業攝影老
師評選，並自13日起至16日在商館3樓前擺
攤，由同學投票共同選出，取前3名，第1名

可獲得樂高數位LOMO相機。鍾幸儒補充，
得獎作品將製成年曆，於28日至30日淡淡生
活節活動週發放。詳細參賽資格及規格說
明，請見學生會網站http://www.wretch.cc/
blog/tkusa16th或上facebook搜尋「淡江大學
學生會」。
此外，淡淡生活節系列活動「搖滾吧，
1460」也於今天（6日）起，在校內募集微
笑。鍾幸儒說，大家一起對鏡頭比出Rock手
勢，用青春與熱情戰勝冷冽的冬天吧！1460
張照片也將集結成冊，於活動週發放。

曾然楓初試啼聲 ELLEgirl潮T大賞摘冠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
導】法文四曾然楓日前參加
「ELLEgirl 潮T設計大賞」
T-shirt設計比賽，打敗60多位參
賽者，於上月19日在西門紅樓舉
行的決賽中脫穎而出，勇奪第1
名，獲得價值4萬元的 ELLEgirl
商品贈送券等，還能參與 2011
春夏 ELLEgirl 商品設計！
曾然楓說明得獎作品的設計理

黃金女雙

念，主要以「愛」作為出發點，
並用柔軟的雪紡紗一層一層圍繞
著T-shirt上的愛心，表現愛不斷
往外擴散，而肩膀則是天使的翅
膀，象徵將收到的愛傳遞出去。
回想將設計製作成品的過程，
她說：「我花了2、3天的時間才
把那一層又一層的雪紡紗車在
T-shirt上，真的超累人！」
曾然楓表示，從以前就對時尚

張雅淳
許君盈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
網球校隊參與第十六屆東方錶盃
第二次大專網球排名賽，於11月
23日至29日在國立體育大學盛大
舉行，來自全國大專院校包括清
華大學、交通大學、逢甲大學等
32所的網球高手齊聚一堂。本校
日文四張雅淳、財金四許君盈打
敗台北醫學大學，拿下女乙組雙
打第1名！同時張雅淳還拿下女

新生繪製友善地圖 助身障生校園趴趴走

「ELLEgirl潮T設計大賞」冠軍得
主法文四曾然楓（左），開心展示
她設計的得獎作品。展示作品的模
特兒為不斷支持她創作的高中好友
大傳四張靜怡。（攝影／林奕宏）

「一個月後是期末考週，考古題快借我；
明天過後是期末考週，我的大難臨頭。早知
道會大難臨頭，當初就不該跟你打怪獸，現在
後悔也沒有用，我到底該怎麼做……」近來在
youtube上流傳一則爆紅的影片＜和Mario一起
寫歌＞，歌詞傳神描述從期中到期末考，由天
堂到地獄的考試經過，在youtube的點閱率已超
過22萬人次、還吸引壹電視等媒體採訪。
她是國企四周鳳儀，綽號「單單」，周鳳儀
靦腆地說，上學期剛過完時，很害怕「國際金
融」會被當，但後來得知該科低空飛過時，
她開心地寫了這首歌。也由於從小就喜歡玩
Mario電玩，因此用這首歌的旋律改編，「現
在對於這個科目低空飛過，還心有餘悸呢！」
長相和歌聲都很甜美的周鳳儀說，從小就
喜歡創作歌曲，尤其喜歡到機場創作，看著
飛機，彷彿壞心情也隨著飛機的起降而煙消
雲散。她為國企系四B創作班歌，也為參加的
OCAC營隊寫過營歌，還曾獲得本校第22屆金
韶獎創作組第2名。她笑著說，希望大家欣賞
她的創作後，也給予鼓勵，這是她繼續努力
創作的動力，youtube上也還有其他作品喔！
（文／江啟義）
你認識更有話題的人物，卻被漏掉
了嗎？歡迎讀者提供任何蛛絲馬跡！
請打專線：02-26250584

曲創作社上月26日在覺軒花園舉辦
大型成發─「夜唱海」，表演者各
個穿著西裝、旗袍，讓觀眾彷彿置
身障者，希望能幫助他們。」
楊新格說：「校內有些斜坡，對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
楊 新 格 表 示 ， 等 到 精 確 版 的 身在上海灘歌廳之中。
於身障者來說，斜度可能很難通
為將無障礙空間的理念落實校
詞創社社長資管二黃乙軒表示，
「友善地圖」出爐後，學務處規
過，所以也特別請到校內身障學
園，同學們親自勘察校內各個地
劃將這些資料分別提供給相關單 今 年 增 加 多 首 社 員 的 自 創 歌 曲 ，
生幫忙提出建議。」受邀給予意
區的無障礙設施，繪製身障學生
位參考，例如：盲生資源中心可 「 就 是 要 讓 大 家 唱 自 己 的 歌 ！ 」
見的中文三楊郭玴表示，「希望
適合在校內行動的路線規劃，
藉此幫助身心障礙者用最短的時 本次活動主持人之一，俄文三邱庭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幫助以後
參與的4個大一班級已初步完成
間及路程到達目的地；總務處能 瑋笑說，這次的成發辦在期中考後
的新生方便找到教室。」
「友善地圖」並於課堂中發表成
改善校內的無障礙設施；教務處 的第一個禮拜，讓大家都忙翻了，
參與規劃的土木一周昱辰開心
果。
則 安 排 身 障 生 可 通 行 的 上 課 教 「還好我們都很團結，還是挺過來
地說：「藉此課程，親身走過一
此為大一新生服務學習課程之
了！」演唱曲目風格多變，有戴佩
室，減少他們的不便。
些斜坡後發現有些困難，更何況
「有愛無礙弱勢關懷」面向之
妮的＜看見你要的愛＞和輕鬆玩
是身障者。我更能用同理心理解
一，負責規劃課程的學務處人員
樂團的＜看清＞等。
首次登台的新生企管
一謝宜靜擔任主唱之
一，她高興地說：
的 冠 軍 為 港 澳 僑 生 所 組 成 的 「剛加入詞創社就能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
「unbelievable」；趣味競賽被 參加大型表演，感覺
導】學務處僑生輔導組於上月
印尼僑生組成的「印尼隊」、 很新鮮。」
27、28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等地
「僑輔組醒獅團」奪得冠軍；
舉辦一場僑生球類大賽，比賽
羽球混雙為馬來西亞僑生航太
項目包括趣味競賽、籃球、足
二李維翔及印尼僑生財金二吳
球團體賽等8項，以國家為單位
慧豐獲得。
組隊參賽，參賽隊伍都卯盡全
活動負責人也是「淡馬隊」
力上場廝殺，現場宛如一場小
隊長的運管三黃凱倫說：「感
型的國際運動賽事。
僑生球類大賽的足
本校校友管樂
覺就像為自己的國家爭榮譽，
由馬來西亞僑生組成的「淡
球團體賽，前3名皆
團於今年正式登
這場比賽讓隊友之間感情變更
馬隊」、「my team」等4隊
被港澳生包辦。（攝
記立案，上月27
好，跟別的國家的僑生有更多
奪得冠軍籃球、排球及羽球
影／區迪恆）
日，在蘆洲功學
的交流。」
個人、雙打冠軍；足球項目
社音樂廳舉辦年
度公演─「音樂
情抒」。
圖為管樂社社
員法籍實習生尚
系統的使用者帳號和密碼。資訊中心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
教心所碩一郭彥汝指出：「學校的車
古拿在安可曲＜
位因有校外人士的使用，使得機車位
說明，學生證的讀卡範圍問題目前已
處生活輔導組於2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瑞奇馬汀＞中擔
有限。」總務處回應，會加強取締栓
與廠商協調，在可能的範圍內會進行
舉行班代表座談會，由校長張家宜主
任小號獨奏，穿
鎖。
調整。另外資訊中心已在進行「單一
持，與會班代超過200人。現場頒發99
著白襯衫的他，
蘭陽校園部分，學生希望學校能安
登入」計畫，新開發的系統都走向單
學年度優秀青年獎牌，並與蘭陽校園
在表演中間突然
排第二外語的課程。蘭陽校園主任室
一登入制、舊系統也會慢慢調整，將
同步視訊連線。張校長表示，「我很
將襯衫撕下，露
說明，由於發展方向為培育學生專精
陸續進行第二階段精進作業。
珍惜和同學們面對面的機會。」班代
出準備已久的墨
英美語言，故自100學年度起不再開設
上次颱風來襲風雨強大，文化大學
表是學生與學校的溝通橋梁，所以對
西哥風服飾，令
第二外語課程，建議學生於大三出國
自行辦理颱風停課機制，多位班代
於學校政策要有更深刻了解，期許同
在場眾人為之瘋
時修習第二外語。另有班級代表針對
表也表示希望本校能考慮學生安全問
學也能針對學校整體發展提出具體的
狂，隨「音」起
學校資訊系統、課程教學、加簽等提
題、斟酌停課狀況。教務處說明，颱
建議。
舞。（文、攝影
問，學校相關單位主管皆一一回應。
風來襲期間依人事行政局公告規定辦
資工博一江肇元表示，圖書館或大
／湯琮詰）
理，學生如有安全問題可自行斟酌後
樓門禁讀取範圍小，必須取出學生證
辦理請假事宜。至於校園停車問題，
才可讀取；另希望學校整合多樣資訊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6(一)
12:30、18:30
12/6（一）
19:00
12/7(二)
12:30、8:30
12/7(二)
19:00
12/7(二)
19:30
12/8(三)
12:00
12/8(三)
12:00
12/8(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種子課輔社
E302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星相社
L206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未來所
B712
國際大使團
SG123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12/8(三)
18:30

法文系
T505

活動名稱
播放影片「草食男的幸
福」
教育心理
播放影片「樂活俱樂
部」
十二星座兩性論
HAPPY STEP 快樂階梯
未來所招生說明會「抓
住你的未來」
MASQUERADE白色聖誕
化妝舞會售票
播放影片「酒井家的幸
福」
法文系歐洲魅影活動影
片播放「關於水，你所
不知道的另一個世界」
輪椅上的巨人－劉銘
BODYJAM 搖擺炫舞
2010淡江大學與真理大
學教授聯合音樂會－相
遇淡水
播放影片「白色榮光」
法文系歐洲魅影活動影片
播放「上帝的辦公室」
彩虹耶誕音樂晚會
播放影片「阿嬤的幸福
留言」
法文系歐洲魅影活動影片
播放「匈牙利球王傳奇」
西音大道
冬之琴幻組曲
淡然無我茶會
超Q襪子娃娃工作坊

台北校園
12/7(二)
18:00
12/12(日)
10:00

戰略所
戰略所招生說明會
D402
商管聯合碩
淡江大學100學年度商管聯合
士在職專班
EMBA招生說明會
D221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資管週於上週
在黑天鵝展覽廳舉行，邀請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及資管系系主任周清
江蒞臨剪綵。為期5天的資管週，每天都有不
同主題的講座，業界人士將經驗與知識傳遞給
同學，會場架設的Wii讓每位來體驗的同學愛
不釋手。
99學年度系統實作競賽第1名的「世界風情
畫」，讓同學自行以觸控式螢幕擊點的方式，
飛躍至各國體驗該國風情，有趣又具知識性，
被同學票選為「最佳人氣獎」。活動中展出許
多多元資訊系統，同學們一邊體驗，一邊驚呼
連連。
資管二洪仟容說：「覺得學長姐很有創意，
讓這些軟體都很吸引人，其中我最喜歡的是
『世界風情畫』，裡面不只可以繪圖，還有遊
戲跟英文教學，有寓教於樂的效果！」大傳二
陳芝嫻表示：「我覺得他們很厲害，雖然還可
以更精緻，但整體很有市面上的產品的水準，
而且讓我們實際操作，很有趣！」

校友管樂團年度公演 觀眾隨音起舞

與師長面對面 班代表暢談   聲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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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

詞創社夜唱海 穿旗袍登台 資管週寓教於樂 同學瘋玩Wii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詞

僑生球類賽 大馬最風光

長相和歌聲都很甜美的周鳳儀，希望大家
能支持她的創作！（攝影／林奕宏）

台北

UNION海豚工作隊
Q306
體適能有氧社
N202
通核中心、真理
12/8(三)
大學應用音樂系
19:30
文錙音樂廳
12/9(四)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9(四)
法文系
18:30
T505
12/9(四)
讚美社
19:00
文錙音樂廳
12/10(五)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10(五)
法文系
18:30
T505
12/10(五)
西音社
19:00
覺軒花園
12/10(五)
文錙藝術中心
19:30
文錙音樂廳
12/11(六)
茶藝社
14:50
驚聲廣場
12/12(日)
諮輔組
09:00
B511

藝術興趣濃厚，在好友們的影響
下也激起學設計的念頭，所以
大二下就開始學習相關課程。這
是她首次參加服裝設計比賽，沒
想到初試啼聲就有好成績。她表
示，競爭者中不乏服裝設計科系
的學生，基礎比她好，有更大的
勝算，所以並沒有抱持太大的期
望，當第1名揭曉的那一刻，她
直呼：「很不可思議！」

雙打的夥伴，還是得全力以赴。
敗仗後，我又需要立刻調整心
情，同心協力比賽雙打。雙打冠
亞賽時，由於從大二開始就和張
雅淳合作，不斷地練習及培養默
契，才能以平常心應戰，一路過
關斬將贏得第1名。
張雅淳表示，這次比賽後，讓
她更有信心，明年一定要拿到單
打第1名。

淡水

12/8(三)
18:30
12/8(三)
18:30

  拿下東方錶盃雙打第一

乙組個人單打第3名，許君盈則
獲得第5名。
體育組講師、女網校隊指導老
師范姜逸敏表示，「張雅淳、許
君盈是淡江的黃金女雙！」比賽
前就對她們的實力非常有信心，
願意不斷地練習是他們得名最大
的原因。許君盈表示，在比個人
單打四強賽時，對手竟是張雅
淳，當下的感覺很複雜，雖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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