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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三林俐孜：溢鼎香的人潮有如媽祖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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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劍相習!本校劍道社迎戰日本中大劍道部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日本中央大
學劍道部部長真島和已，率領34位學生於5日
來訪，並在體育館4樓與本校劍道社進行友誼
賽。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表示，
這是該劍道部第三度來訪，本校與日本的姊妹
校交流頻繁，而這樣以運動來交流的國際化盛
事非常有意義。真島和已表示，很榮幸與淡江
交流，希望能從交流中獲得不同的體驗，並藉
由切磋增進彼此情感。
現場總務長鄭晃二、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主任彭春陽、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皆列席觀
戰，本校劍友會會長石博中亦特地返校參與活
動。中大劍道部曾獲得日本劍道比賽冠軍，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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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道社迎戰日本中大劍道社。（攝影／梁琮閔）

土木週＋風工程週 高科技開眼界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風工程研究中
心於9至11日在新工學大樓3樓大廳舉辦「風工
程週」活動，吸引許多師生參觀，風工程中心
研究助理許祥榕表示，希望藉由這樣的展示讓
大家了解風工程的內容及生活的應用。
本次展覽內容包含多項學術研究及實地測量
的成果，並開放振動台給同學報名體驗，讓同
學感受不同震度下的人體反應。許祥榕提到，
這種體驗可讓同學了解震度對於生活環境的影
響和安全的重要性。
會場上展示了近年風工程中心在公共建設上
的實地研究成果，如新莊副都心相關建案風力
測量等，藉由建築模型，介紹建築及其環境風
力測量，讓同學認識風力測量相關的資訊。風
工程週於11日圓滿閉幕，現場與與土木週聯合
送出i-pod nano、印表機等獎品及現金獎。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歡慶土木系50
週年」土木週展覽活動於7日熱烈登場！開幕
典禮中，200個驚喜包的魅力，讓同學們不惜
大排長龍，爭相成為大獎幸運兒。
其中，土木三林孝俞則抽中高級小摺疊腳踏
車，林孝俞興奮地說：「沒想到這麼幸運，這
台小摺將是我運動的最佳工具，一定會善加利
用！」
現場展出不同工程組別的作品，包括101大
樓建築外觀模型、簡易的迷你阻尼器模型，以
及立體鏡、抗壓試體模等歷史悠久的土木測量
器材，並播放各組研究主題相關影片如：雪山
隧道、101大樓等，吸引大批對有興趣的同學
參觀。土木一黃凱翔說：「這個活動讓我清楚
了解自己所學，以及實際的建案分析規劃與運
用，也讓我找到適合自己的未來方向！」

身時磅礡的氣勢及整齊劃一的腳步，吸引許多
經過的師生駐足觀看，也吸引許多已畢業的劍
道社員返校觀賽。
比賽過程中，中央大學劍道部展現高超的技
巧，獲勝連連。本校劍道社社長西語碩一王珮
如表示，參加劍道社已經5年，二度與中央大
學劍道部交鋒，他們的每個動作都很到位，敏
捷的速度及靈敏的動作，讓每位參加的社員直
呼「厲害！」她補充道，中央大學劍道部大部
分的學生習劍都超過10年，每位選手都值得好
好學習，除了期望可以持續來交流之外，「希
望劍道社未來也有機會能到日本跟他們切磋一
下！」

知名髮臘廣告競賽陳執中等6生獲獎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全國GATSBY
學生CM廣告創作比賽2010-「放眼亞洲熱身
賽」結果出爐！資傳四陳執中等6生，以作品
「Magic Rub Hair」，從60餘隊中脫穎而出，
獲得「最佳GATSBY大獎」，獎金1萬元；此
外資傳二陳耀宗和資傳二簡弘原也以「上學
了！」獲得「最佳無須剪輯CM佳作」，獎金5
千元。
審查作品的評審中，除了有GATSBY台灣區
總經理外，另有三乘影像事務所電影事業暨
廣告影片事業部的總監陳薇，以及李奧貝納廣
告的創意總監簡源呈等業界的專業人士共同討
論。「Magic Rub Hair」以賭神摸牌為創意構
想，將卡片上一開始髮型不起眼的卡通人物，

用沾上髮臘後的手摸牌後，卡片上的人物髮型
就變得造型感十足，評審評論指出：「創意點
與商品性完美結合，執行手法也相當乾淨明
快。」大傳二林子鈞看完這支廣告說：「用撲
克牌結合髮臘相當有創意，而且裡面那雙拿著
卡片的手摸牌的情緒，詮釋得很好，讓人會心
一笑！」
情境設定在教室的「上學了！」劇情描述一
群剛到教室的學生，在上課前用髮臘做造型，
在老師進教室時有神采奕奕的一面準備上課，
資傳二陳耀宗表示，拍攝這支廣告差不多30分
鐘就完成，而第一次參加比賽就得獎也給他未
來參賽很大的信心。對得獎影片有興趣的同學
可到YouTube網站觀看。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為新購醒獅點睛。
上百種僑居文物讓同學們驚奇連連。
（攝影/林奕宏）

繞著台灣跑文化週來囉!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想一次吃
到各地名產，還有認識各地的人文風采
嗎？第8屆文化週「帶我去旅行」金於週
一（14日）早上11時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開幕式，同海報街特產販售活動持續至週
五（18日）。活動召集人、高雄校友會會
長機電二吳順成說：「如果吃膩了學校附
近的食物，又覺得生活一成不變很無趣的
話，就趁這活動來嘗鮮吧！」
「帶我去旅行」一共有16個校友會參
與，此外雄友會、屏友會、花友會、竹友
會、中友會將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辦靜態

話題人物
園
校

展，雄友會以「那年，我打高雄走過」
為題，場佈以鳳山舊城門營造出復古風
格；竹友會則重現新竹火車站、世博館與
台灣燈會的景致，在海報街也有制服走秀
的活動，運管二劉嘉珮開心地說：「在文
化週會讓我有種回家的感覺！」
另外，週五（18日）中午12時，將在活
動中心舉辦抽獎的活動，只要集滿5個不
同校友會的章，即可換贈一張摸彩券，獎
項包括拍立得、造型隨身碟和已儲值1000
元的icash，還有各校友會的名產等。
楊登竣在音樂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攝影／張峻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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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3/14(一)至3/16(三)
8:00-12:00
3/14(一)至3/18(五)
9:00-17:00
3/14(一)至3/22(二)
8:00-12:00

就輔組
網路報名
諮輔組
B413
就輔組
網路報名

富邦金控/人壽公司徵才說明會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3/14(一)至3/28(一)
8:00-17:00
3/14(一)
19:00
3/14(一)
12:30、18:30
3/15(二)
19:00
3/15(二)
12:30、18:30

3/16(三)
18:30

超Q襪子娃娃工作坊報名
富蘭克林證券投顧公司徵才說明會
（http://enroll.tku.edu.tw）

歷史系／就輔組 導遊執照的報考技巧及準備課程報名
網路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種子課輔社
學生互動
E302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龍紋身的女孩」
5F多媒體室
星相社
塔羅大祕儀（二）
L206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全面啟動」
5F多媒體室
就輔組
Q409

3/16(三)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讚美社
E305

富邦金控／人壽公司
徵才說明會暨DISC職業適性測驗報名
播放影片
「波斯王子：時之刃」
上帝與你MSN

3/17(四)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阿凡達」

3/18(五)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魔境夢遊」

蘭陽校園
3/16(三)
13:00

化學館擠滿參賽的高中學生（攝影／鄭雅文）
量」，大家幾乎都想破頭的腦力激盪。對於這
次奪金，林映廷謙虛地說：「檢測的時候，還
好運氣不錯才能實驗出來！」
另外，「團體實作競試」的銀、銅獎分別由
台中一中及台中女中、武陵高中獲得。筆試金
牌則由武陵高中王成功等4人奪得，獲頒獎狀
與科學雜誌1年份。

加入管樂社的企管四魏廷羽表示，比賽前有很
多挫折，是大家的團結向心力征服了難關。
國樂社從19所大學中脫穎而出，拿到優等。
多數評審認為，本校國樂社的演奏富感染力，
結構清楚，鋪陳有層次，全體演奏來輕鬆快
活，感覺甚佳。」團長資管二陳立豪感動地
說：「大家在冷冷的冬天不辭辛勞來練習，
真的很辛苦！比賽當天寒流來襲，大家的手都
快凍僵了！所以拿到好成績真的很開心！很感
動！」經過去年的調整，今年不負眾望奪得優
等。
口琴社則以法國作曲家比才〈法蘭德爾舞
曲〉拿下分組最高分，獲頒優等。口琴社社
長航太二李盈慶表示，今年寒假都沒有機會團
練，只能在開學後拚命練，甚至在比賽前幾天
臨時換新指揮，所以，今年是帶著「驚恐」的
心情赴賽。「不過，憑著社員之間的默契，大
家很快就適應新指揮的風格，當成績公布的那
一刻，知道獲得優等，大家真的很開心！」

僑物展包羅萬象 印尼泡麵超人氣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咚咚咚的鼓聲
響徹雲霄，由學生事務處僑生輔導組舉辦的
「2011年僑居地文物展－世界距離0cm」於上
週二熱鬧地揭開序幕。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與學
務長柯志恩到場替兩頭新購的舞獅進行點睛儀
式，展場除了介紹各國特色文物、美食小攤，
更首次推出電影特區，策展人國企三戴慧嫻表
示，希望能提供一個管道讓更多人認識家鄉的
電影及文化。
一踏進文物展，僑居地色彩繽紛的傳統服飾
一字排開，而國徽、國花和美食等詳細介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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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三)
12:00

管樂、國樂、口琴社全國音樂比賽名列前茅
【記者陳思嘉、柯雅婷、張靜怡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管樂社、國樂社及口琴社於3月初參
加「99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決賽，
與來自10個縣市，670支隊伍共同競賽，分別
獲得大專團體B組「管樂合奏」特優、「絲竹
室內樂合奏-絲竹樂」優等及大專團體組「口
琴合奏」優等。
根據主辦單位統計數據，今年參賽隊伍和人
數都是歷年新高，其中，光是北區決賽便有2
萬3千多人參與。管樂社面對來自台大、交大
等14所大專院校競賽，表現沉穩優異，榮獲大
專團體B組特優。管樂社社長產經二鍾晉豐表
示，「去年的此時我們就立誓要雪恥，如今我
們終於證明了自己的實力。」
多數評審認為本校管樂社，在自選曲〈Hymn
to the Sun〉（太陽的讚歌）的表現令人動容，
讚賞其「層次分明、乾淨俐落，且音色色彩豐
富」，其中更加入團員們的合唱，融入管樂，
激盪出不同於一般管樂吹奏曲的火花。大一即

網路

台北

淡水校園

化學創意競賽 近７００生湧入化館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第6屆鍾靈化
學創意競賽於5日在本校鍾靈化學館舉行，來
自建國中學、台中一中等全國45所學校之高中
生、231組，共693人參加這場化學盛宴，由高
雄中學勇奪「團體實作競試」金牌，獲得獎狀
及獎金3萬元！
今年參賽人數創下歷史新高，較去年增加49
組共147人；化學系系主任吳嘉麗說明，此競
賽的目的在於讓同學檢視高中3年對化學領域
的學習成果。該賽以團隊為基礎，3人一組，
採兩階段競賽，第一階段為個人筆試，命題趨
向為高中基礎化學知識，將同組之個人成績相
加除以3後，取成績最高的34組進入第二階段
「團體實作競試」。
團體實作評審化學系助理教授吳俊弘解釋
道 ：「在實驗中，數據愈準確愈能獲得評審
青睞！」當團體實作宣布競試金牌後，高雄中
學林映廷興奮地呼喊：「太棒了！」她表示，
實驗競賽中有1題是「使用醋合物滴定離子含

蘭陽

淡水

成圖文並茂的地圖，讓參觀的師生讚嘆連連、
驚奇不已。物美價廉的美食小攤讓柯志恩也大
呼便宜，還開玩笑地吆喝大家一同購買，高柏
園開心地說：「這次的展覽內容豐富，最成功
的地方就是把飲食文化帶入，像剛剛看到印尼
文物－流動攤販，如果可以在校園打造一個，
更增添校園氣氛。」同樣對地方美食深感興
趣，在海報前與友人討論口感的法文二廖甜興
奮地說：「光看照片就讓人垂涎三尺了，好想
嚐嚐廣東小吃炸兩與澳門雙皮奶。」

歡迎讀者提供話題人物的蛛絲馬跡!
請打專線:02-26250584或E-mail至ab@oa.tku.edu.tw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如果你是金韶
獎、政大金旋獎或其他音樂節的常客，那麼你對
這位男孩一定不陌生，他就是物理研究所四年級
的楊登竣。在大一就加入吉他社，起初只是喜愛
唱歌，後來卻發現自己對音樂的熱愛，開始創
作、編曲。大學畢業後與吉他社學妹共組了「粉
紅吉他托比兔」在各大音樂祭、Live House嶄露頭
角，用民謠及Basanova曲風的音樂征服許多樂迷
的耳朵，為樂壇添一股清新的氣息。
最近幾年，重心逐漸轉向編曲，近期為星光大
道總決賽改編的作品「不顧一切」廣受好評，也
成為他目前的得意作品。去年水環三詹宇庭在
金旋獎及台大搖滾音樂祭得獎作品「聽見說」、

就輔組
CL328

國際觀光人才就業促進工作坊
Part Ⅱ：履歷拋光實務

北區大學校際聯合義賣 下週開跑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2011春季北
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開跑囉！
即日起，為期一週將在商管大樓前擺攤，商管
學會特別推出「挖寶小舖」，祭出市價1-2折
的優惠待你來挖寶！另外，在15、16日早上9
時30分至下午5時，將有捐血車到場，凡捐血
者可獲得杜老爺冰淇淋一支，活動負責人統計
二高郁晴說：「希望大家能前來捐血，一起幫
助更多人！」本次義賣分兩個階段，第二階段
將於3月28日起至4月1日在海報街盛大舉行，
活動商品全數以8折優惠義賣，另外還有知名
髮廊販售義剪券，每張只需要80元，同學亦可
至SG146購買或電洽（02-26214794）尋問。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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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華東師範大學

大陸華東師範大學（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位於上海市，創立於1951年，於
2010年11月締結成為本校在大陸的第29所姊
妹校。該校為大陸全國16所重點大學之一，
全校共有20個學院、56個科系，學生2萬9千
餘名，屬於綜合性研究型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擁有中山北路及閔行兩校
區，其中文、歷史、數學、地理、心理及物
理等6個專業領域為國家文理科基礎科學人
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教師教育為華東師
範大學之特色優勢，其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
中心，乃大陸唯一的中學校長國家級培訓基
地。該校相當注重國際合作交流，如與賓夕
法尼亞大學、紐約大學等著名大學建立合作
關係。本校資圖系師生曾赴該校交流訪問，
而該校教師亦曾參與本校語獻所舉辦的國際
學術研討會。（江啟義整理）
圖片來源：http://www.ecnu.edu.cn/

「不會心疼的孩子」幕後編曲者就是他，綜合演
唱者及原作曲的感覺，楊登竣總是能為這些歌曲
穿上華麗的衣服，使歌曲的音樂性更加豐富。
「遇到什麼樣的人，發生什麼樣事，就像一首爵
士樂一樣充滿驚喜，你不會知道下一個音符、節
奏或旋律是怎麼樣的，或許哪天回頭看，才會發
現深刻之處。」最愛爵士樂的他這樣說著，爵士
樂也是他編曲靈感的重要來源。
每天讓自己大量聽音樂，希望能成為專業的音
樂製作人，本週四（17日）晚上9時30分，他與
詹宇庭在公館附近有新歌發表會，想要感受楊登
竣對音樂的熱愛，不妨在下課後，讓楊登竣與詹
宇庭給你一個難忘的夜晚！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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