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中華民國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國企一陳冠任：過完寒假，發現很多同學都跟我一樣身材大走樣！

校園無悔全創作 才女孫瑜秀摘奇玄幻類首獎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中文三孫瑜秀（筆名為暮昕）參
加「校園無悔全創作」，以＜學園
異事錄＞一文，自奇玄幻類約39篇中
脫穎而出，於「創作分類賞」6項獎
項中，拿下「修成仙人」（奇玄幻
類）首獎，抱走獎金3萬元和iPad等
獎品。而在「創作激勵賞」5項獎項
中，也囊括「讀者肯定賞」、「一看
再看賞」、「大學精神賞」及「奮力
不懈賞」4個獎項，獲得獎品Asus小
筆電、NDSL等。

「校園無悔全創作」由城邦集團
主辦，參賽人數共165位；作品共188
篇。入決選作品，由明日工作室副
總編輯吳令崴、麥田出版資深副總
編輯林秀梅及商周出版總編輯楊如
玉3位討論後選出，此外本校另有7
人在此原創發表賽得獎。（POPO原
創網站http://eventpage.popo.tw/62_
school_an/final_winner_encourage.html
查詢。）
POPO原創編輯林政杰表示，＜學
園異事錄＞一開始主角在捷運上睡著

攝影／林奕宏

後，被學長帶入「異常人類能力開發
與控制學院」，文中描寫她在學校的
發生的趣事，在眾多作品中這樣的題
材設定較少見，頗具創意，因此引起
讀者對故事的興趣，且她在很短的時
間內完成一部作品，整體架構相當完
整，從文章中可以看見她未來有無窮
的潛力。
孫瑜秀指出，她以校園生活融入為
小說內主體，笑著說：「雖然是虛構
的人物，但朋友都可以察覺出，是我
遇到的事，因此莞爾一笑。」而對於

網路上的批評，她認為：「求知慾大
於失落感」，知道自己文章哪裡有
缺失，比一味沉浸在被批評的難過
中更可以成長。她也表示，平常就
在「鮮網」（http://www.myfreshnet.
com/BIG5/）創作，但這次她選擇玄
幻類，而不以擅長的言情來參賽，她
說：「想嘗新，不想被定型。」孫瑜
秀開心分享，透過參加這場比賽，她
還被林政杰邀請參加種子作家的甄
選，未來有機會成為簽約作家呢！

攝影／梁琮閔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由文
學院主辦、中文系承辦第27屆五虎崗
文學獎－「花甲少年」開始徵文囉！
即日起至4月11日截稿，共有小說組、
新詩組、散文組及今年新增的校友
組，每組以一篇作品為限，最高獎金
更高達1萬5千元！
各類組將分別選出首獎、推薦獎
各1名及佳作3名，以小說組的獎金最
高，首獎1萬五千元。邀請詩人白靈擔
任新詩組評審、小說家郝譽翔為小說
組評審及小說家施淑為校友組的評審

中文三孫瑜秀參加「校園無悔
創作」，獲得「修成仙人」（奇
玄幻類）首獎。

等。校友組須以散文為主，內容須與
本校的人、事、時、地、物有關。詳
情請洽中文系系辦（L514）或上網站
http://www.tacx.tku.edu.tw/news/news.
php?Sn=251查詢。
活動負責人中文二魏亦均表示，花
甲少年標題的發想是因為配合60週年
校慶，今年增設校友組，除了利用花
甲和少年分別代表畢業生跟在校生
外，在創作的心境上可以自由轉換成
年輕及年老，形成反差與對比。

明天會更好主題週 今起探索生涯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為協
助學生在求學階段能探索自我生涯及
規劃，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生
涯規劃暨就業輔導組特別於今天（21
日）至週五（25日）在黑天鵝展示廳
舉辦「明天會更好」主題輔導週。
為期一週的豐富活動內容，包含：
書展、海報展、生涯諮詢站、生涯探
索講座、電影欣賞講座與個人優勢特
質探索測驗講座。其中海報展展出
的40幅海報皆以趣味的圖文方式，讓
參與同學能藉此發掘出自我特質及潛
能；生涯諮詢站則透過生涯卡的遊
戲，讓同學藉由活潑有趣的遊戲，探
索自我定位及生涯計畫。
「創意與熱情」生涯探索講座於今
天下午1時30分至3時30分進行，告訴

賞櫻花何必飛日本！淡水校園
就是粉紅花雪紛飛的勝地！上週伴
著綿綿細雨，海博館旁、牧羊草
坪、瀛苑前及學生活動中心旁的櫻
花樹，都開得燦爛，讓經過的師生
也都心花怒放，流連欣賞，有人還
拿出相機、手機拍照留念，連忙碌
的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上圖）也不
禁佇足，拿出相機捕捉美麗的畫
面，正好讓本報攝影記
者遇個正著呢！

邂逅春意

圖／陳頤華

顯影季如果說 明邀同學街拍

大家如何用創意與熱情活出獨樹一格
的人生；「想飛的鋼琴少年」電影
欣賞講座將於23日下午1時30分至3時
30分播映，讓我們看一個天才鋼琴少
年勇於追求夢想的故事，知道他如何
打破常規、克服困境，找到自己的翅
膀、飛向自己的天空；最後個人優勢
特質探索測驗講座將在 24日中午12時
至下午2時舉辦，藉由量表結果更瞭解
自己的性格及優勢特質，協助生涯的
發展及定位。
欲參加上列講座的同學請至http://
enroll.tku.edu.tw/網頁報名。心動的蘭
陽校園同學也別覺得惋惜， 3月8日至
11日在強邦教學大樓3樓，同樣也有如
此精彩的活動內容喔！

傳獎開跑 週四辦說明會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
由大傳系第27屆系學會主辦、大
眾傳播學系及學務處課外活動輔
導組協辦的第3屆金傳獎活動正式
開始囉！為了鼓勵同學們透過傳
播作品表達自己的創意與活力，
即日起至4 月1 8 日止，至大傳系
O202領取報名表，並將參賽作
品一併交至大傳系系辦，你將有
機會奪下最高5000元獎金及獎狀
喔！
比賽項目除與往年相同的「音
樂MV組」、「劇情短片組」、
「電視新聞組」、「海報設計
組」、「照片故事組」5組外，今
年增設「廣播廣告組」。比賽評
審將由大傳系專業教授、業界權
威人士進行評選。活動說明會將
於本週四（24日）下午1時，在鍾
靈中正堂Q409舉辦，請同學們踴
躍報名參加。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寒假
的付出得到了更多珍貴的經驗！17隊
寒假社會服務隊，規劃不同的主題與
活動，不僅讓小朋友過一個充實的寒
假，同學們也透過服務反思與體驗生
命的意義，被服務的學校也對同學的
表現大為滿意，台南市層林國小校長
何志中感謝地說：「謝謝種子課輔社
在寒風冷冽的冬天，帶給偏鄉學子溫
暖情誼與知識的啟發。」
西洋劍社15名社員，在嘉義市文雅
國小舉辦「哈囉~好久不劍！」服務
活動，講解擊劍觀念、規則與動作等
內容，社長法文三陳娟妮說，這是第
二次在文雅國小服務，「有些去年參
加過的小朋友不但今年再參加，也都
還記得我們呢！」蘭陽街舞社在蘭陽
校區舉辦「搖滾舞力Shake your body
之熱舞研習營」，對象以國中生為
主，聘請專業級的舞蹈老師指導，讓

同學體驗不同類型的跳舞風格。
康輔社組成「淡江康輔羌園隊」，
兒童肥胖的議題為活動主旨，在屏
東縣羌園國小舉辦「食尚玩家冬
令營」，並配合主題規畫「食物
DIY」，讓小朋友們親自包水餃，有
些小朋友還興奮地到處展示包好的水
餃！另外也首次加入寒假作業課輔的
活動，讓小朋友不忘該完成的作業，
康輔社活動長企管三劉雅芸說：「我
們希望除了給小朋友吸收的知識外，
也希望給他們實質的幫助！」
以英文、地震、疾病防治、生活禮
儀為主題，在南投縣竹山國小舉辦
「英地治儀育樂營」的台中地區校友
會返鄉服務隊，用活潑的小遊戲和課
程，講解板塊運動與腸病毒的防治等
內容，讓小朋友更加深印象，活動
負責人法文三林恩如說：「經過這次
返鄉服務的活動後，不只跟小朋友培

園話題人物

蔡昀芮

校

養了感情，隊員們的感情在活動結束
後，也變得更為融洽。」
親善大使團寒假舉辦的「小小
禮兵日記之繽紛童話遊歷禮儀
營」，小朋友開心地玩遊戲。
（圖／親善大使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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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2/21(一)~2/25(五)
08:00
2/21(一)~3/4(五)
08:00
2/21(一)~3/4(五)
08:00
2/21(一)~2/25(五)
10:00

西音社
海報街
諮輔組
B413
諮輔組
B413
諮輔組
B413

活動名稱
招生擺攤
馬偕關懷兒童志工招生
浩然守護天使志工招生
校園守護天使報名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0學年
度預計延攬42名師資，以具教師資格證書或能
以英語授課者為優先考慮，待遇比照公立學校
標準，除英文學系、西班牙語文學系、教育政
策與領導研究所外，擬聘職稱均為專任助理教
授（含）以上，詳細名額與條件可上淡江時報
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Default.aspx查
看，申請至本月25日（週五）止。
檢附資料包括：最高學歷證書（或臨時學位
證明函）與成績單影本、推薦函正本2份、最
高教師資格證書影本，並至人事室網站下載應
徵教師資格審核表、應徵教師主要論著及發表
期刊目錄等文件，於資料信封註明應徵系所及
姓名後，寄至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淡江大學人事室收，以郵戳為憑。詳情請至人
事室網站http://www2.tku.edu.tw/~ap/查詢。

無菸害勸導志工今起報名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無菸害
勸導隊志工自即日起開始報名囉！擔任志工期
間表現優異者，可優先核定100學年度住宿申
請1學期及其他行政獎勵，名額有限，歡迎同
學踴躍報名，報名至3月4日止。
無菸害勸導隊志工採輪班制，主要工作內容
為持禁菸文宣標示於校園舉牌勸導，持續宣達
政府及本校禁菸規則，除勸導吸菸同學至吸菸
區吸菸外，並對違規吸菸人員逕行舉發。詳
情請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頁http://spirit.tku.
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查詢，報
名表請繳至B401給軍訓室教官尤臺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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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南開大學

大陸南開大學（Nankai University）位於
大陸天津市，創立於1919年。2000年，大
陸教育部與天津市人民政府簽署重點共建
南開大學協定，該校成為21世紀重點建設
大學之一。南開大學與本校於2001年7月簽
訂學術合作備忘錄，成為本校的大陸姊妹
校。該校目前共有23個學院、近2千位教
師，以及2萬3千餘名學生。
南開大學畢業生以「基礎扎實、素質全
面、富於開拓精神和實踐能力」，受到社
會各界青睞。該校積極發揮學科、人才和
資訊優勢，推展科技成果產業化，為國家
和地方經濟社會發展服務。南開大學為一
綜合性、研究型大學，並取得國內外公認
的優秀科研成果，目前承擔的國家和教育
部社科項目數、獲得科學研究經費數及獲
獎成果數位居大陸高校前列。南開大學與
本校於99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有3名同學
首度進行交換生交流。（江啟義整理）
（圖片來源http://www.nankai.edu.cn/）

歡迎讀者提供話題人物的蛛絲馬跡！請打專線：02-26250584，或寄e-mail至ab@oa.tku.edu.tw 。
資傳一蔡昀芮是許多女同學的偶像，
﹁女生都說我很酷，男生則說不敢惹
我！﹂在體表會中馬尾短裙配上超殺的拳
打動作，讓不少男生打聽她的消息，害羞
的她直說，﹁練跆拳比跟男生說話更輕鬆
自在。﹂想要認識她，還是先練好跆拳當
她的對手吧！ ︵攝影／湯琮詰︶

26 年

金字招牌

台北

17服務隊下鄉 溫暖偏鄉學子的

淡江時報
招考文字記者說明會
時間：2/23 中午12:10
地點：SG319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由
大傳系淡江影像藝術工坊主辦的
一年一度顯影季攝影展，將於3月
1日至3月4日早上10時至晚上8時在
黑天鵝展示廳展出！此次主題「如
果說」，主要概念是運用創意的手
法，將人類在現實生活中無法實現
的經歷、幻想，透過攝影的影像傳
達出似幻如真的感覺，總計有21人
參與展出。
展覽前22、23、24日（週二至週
四），顯影季宣傳人員也將邀請
同學一起參加街拍活動，為「如果
說」匯集人氣，除了將照片於展覽
期間投影在展場外，也將在3月1日
中午12時舉行開幕式，並抽出1位
幸運的同學贈送LOMO相機；展覽
最後一天舉行公開抽獎活動，只要
同學們參觀完展覽，並詳細填寫問
卷，不僅有機會抽到LOMO相機，
更可得到暗房體驗券，跟著影像藝
術工坊深入了解暗房運作和黑白照
片的放大過程喔！

現淡水

淡水

本校延攬師資 申請至週五止

五虎崗文學獎祭萬元獎金 即起徵文

攝影／羅廣群

活動看板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資
傳一蔡昀芮，身高160公分、體重
只有45公斤，笑起來可愛的小虎牙
絕對甜死人，自從於去年12月體育
表演會中飾演「制服妹」一角對抗
色狼歹徒的防身術戲碼後，獲得全
場轟動，甜美系「跆拳道女孩」的
名聲也不脛而走！
就像是漫畫中的變身橋段，蔡昀
芮說話不大聲，瘦弱的身軀總是讓
男生想好好保護她，但當她換上跆
拳道服後，「喝！」黑帶二段的實
力，飛踢劈磚都不是問題，「因
為在跆拳道的世界裡，我最有自
信！」但如果真的遇上壞人，她笑
說：「我還是跑掉比較快！」

因為讀小學時，看見運動會上帥
氣的跆拳道表演，讓她決定加入道
館練習，巧合的是，十年前的她在
小學裡遇見淡江跆拳道社帶動中小
學活動的大哥、大姊，十年後她也
即將成為去學校服務的大姊姊。跆
拳道社長歷史三黃雍勻打趣的說，
「我們就像是看著她長大的呢！」
鑑定測驗一路上過關斬將，取得黑
帶的資格，雖然比賽經驗還不多，
呼聲卻很高，她已經被社內學長姐
譽為「大專盃最大黑馬」，黃雍勻
說，「因為她輕盈的體格與紮實的
基本功，絕對會是跆拳道中的明日
之星！」

國家專辦 研究所 國家公職 職業證照 國高中教甄
研究所春季班

3月16日起

第
第2次再抽
次再抽

當場報名，立即抽獎，馬上優惠！

香港來回機票！

教育類所/外文類所/華語教學所
中文類所/社會類所/法政類所
藝術類所/觀光休閒類所/文創產業類所

公職班

研究所

新聞傳播類所/心輔類所/心理類所

2月28日前
報名研究所/公職
就有機會抽中!

氣

第
第1次抽獎
次抽獎

開課!

高普考新聞行政/高普考社會行政/高考公職社工師
高普考教育行政/高普考一般行政/高普考一般民政
高普考人事行政/高普考觀光行政/高普考國際文教
外交特考/國安局/調查局/社福特考

揚
眉
兔

★ 還有100個開春紅包大獎讓您好運一整年！

國家文教機構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43號4F
(02)2311-9306‧2381-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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