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體壇健兒再獲佳績！「100年全國
大專校院運動會北區資格賽」於3月
16至19日激烈開打，本校網球隊女
子團體組奪得冠軍、男網團體組和
羽球隊男子團體組皆獲季軍，而桌
球隊水環二陳人豪男子個人單打第
3；均搶下5月份大專盃門票。
　尋求衛冕冠軍的女網隊，今年遇
上中原大學，第1點被中原大學率
先搶下，讓比賽進入關鍵階段，而
她們沉穩應對，接續拿下兩點，終
究反敗為勝，奪下冠軍。女網隊隊
長會計三葉純妤表示，從寒假就緊
鑼 密 鼓 的 練 習 ， 一 直 到 最 近 平 均
一週練習打5、6天，「只要大專盃

大 家 能 盡 力 的 打 每 一 球 ， 就 很 好
了！」。男子團體組在季軍賽遇上
政大，實力相當的兩隊一開始互不
相讓，但他們穩紮穩打，充分發揮
實力，順利贏得比賽！男網球隊隊
長物理所碩一王孝祖說：「接下來
將會針對比賽狀況修正、加強。」
　男羽隊團體組則一路過關斬將，
順利拿到大專盃資格，羽球隊隊長
資管三吳柏辰表示：「大家雖然有
點緊張，但都是有信心，接下來會
有更多基本訓練，希望能在大專盃
拿到名次！」教練黃貴樹也提到：
「隊員都有將練習成果發揮出來，
感謝蔡慧敏老師的幫忙和領隊楊繼
美老師的建議，只要能持續練習，

大專盃還是很有機會的！」
　桌球隊陳人豪表示，這場比賽不
好 打 ， 加 上 去 年 的 敗 仗 ， 壓 力 很
大，所以確定晉級時鬆了一口氣。
　另外，本校還有許多優異表現，
並取得在大專盃運動會上嶄露頭角
的機會，名單如下：網球隊日文一
李秉叡男子個人單打第5名、財金一
張嘉倫女子個人單打第5名；羽球隊
女子團體組第6名、中文二陳奕辰男
子單打進入會內賽；桌球隊會計二
莊仕敬、國企二吳信德男子個人雙
打第5，土木四陳漢邦、機電一方浩
宇第7、化學四葉思樸、國企四李欣
倚混合雙打第5，資工三郭思吟女子
個人單打進入會內賽。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康輔社與樸毅青年團於上月26、
27日前往大仁科技大學參加由教育
部主辦的「100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社團及全校性學生自治組織評鑑
暨觀摩活動」，與162所公私立大
專校院、370個學生社團及全校性
自治組織共同參與評鑑，在激烈競
爭中，康輔社獲「體能、康樂性特
優」、樸毅青年團獲「自治、綜合
性優等」。
　康輔社在校內社團評鑑蟬聯多
次特優，也在98全國社評獲特優、
99年度獲優等的肯定，可謂是校內

外評鑑常勝軍。今年康輔社打破以
往傳統，創新以活動性質來整理資
料，將活動分成研習、服務和聯誼
等類別，讓評審在瀏覽上更一目了
然，認識其多元豐富的社團記憶；
康輔社社長經濟三陳宛伶表示，雖
然資料整理起來比較困難，但也因
此而提升了社員凝聚力和歸屬感，
讓壓力轉成了動力。她開心地說：
「當優等沒有聽到我們的時候很緊
張，但是，在特優聽到後，我們馬
上就尖叫，還一起喊了社呼，頓時
非常感動、激動！」
　樸毅青年團是創立於民國97年的

新興社團，第一次參展即在「自治
綜合性組」獲得優等，實屬難得，
課外活動組專員李美蘭表示，樸毅
致力於品德教育，尤其經常與學校
合作推廣相關活動。樸毅青年團參
展籌備負責人統計四陳韻竹表示，
因為第一次參展，所以很緊張，大
家都謹慎的照著評鑑的標準做準
備，而且在評鑑的過程中，也觀察
到自己社團可以加強的地方，「這
樣評鑑讓社員們更加凝聚在一起，
希望大家可以保持這樣的熱情，繼
續加油下去！」

中華民國一○○年四月十一日 星期一 運管二劉嘉珮：上週輕鬆愉快，下週痛苦難耐，真是風水輪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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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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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生輔組於日
前舉辦「圖文徵稿與網路票選」活動，共有
1490位師生參加，第2階段網路票選結果出
爐囉！「校園內除吸菸區外全面禁菸」被票
選為最受歡迎行為；而「在校園禁菸地點抽
菸，未遵守菸害防制法、影響空氣品質」則
是師生心目中最不受歡迎的行為。
　而在不受歡迎行為上榜前5名中，有「下
課後將餐盒、飲料杯等垃圾留在桌面上或座
位，未做好分類回收」等行為，產經二鍾晉
豐認同地說道，「好的整潔環境是大家共同
期望的。」　
　對此票選結果，致力於反菸的軍訓室教官
尤臺蓉表示，感謝大家肯定反菸志工的努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跆拳道社
於上月26、27日參加第4屆弘光盃大專院校跆拳
道錦標賽，與清大、輔大等50餘所大專院校，
逾400位選手較勁，在強敵環伺之下，包辦了女
子黑帶組67公斤級冠亞軍，寫下1金6銀的輝煌
戰績，並贏得女子黑帶組團體冠軍。跆拳道社
社長歷史三黃雍勻開心的說：「大家的努力得
到回饋，拿到團體冠軍的興奮難以言喻！」
　贏得冠軍的賴靖蓉謙虛地表示，自己還有
很多不足的地方，在場上遇到自己人，其實
還蠻開心的，「因為怎麼打，都是我們拿冠軍
啊！」另外，五位銀牌得主分別是教科三吳冰
雁、國企三羅子茜、化學一范聖皓、水環四柯
宜汶及經濟四殷宜君。
　面對5月的大專盃，黃雍勻表示，平時將增加

重訓時間，著重持久戰力，「期待能奪取更多
面獎牌，為學校爭光。」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劍道社於12日
在參加由中華民國劍道學會舉辦「99學年度第
35屆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一路過關斬將，
從台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多17所大專院校中突
圍，成績斐然，不僅男子團體得分搶下亞軍，
女子團體更得到積分賽及過關賽雙料季軍。
 　劍道社社長西語碩一王珮如開心的表示，今
年有許多新血加入，卻還能拿下如此亮眼的成
績，十分欣慰，回憶比賽當時，有很多大一新
生在比賽場上相當緊張，希望他們能從此次比
賽記取經驗，繼續好好練習，期待5月再為淡江
奪取佳績。

擠爆教室站椅子 

大專盃北區資格賽 女網隊奪冠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本 外評鑑常勝軍。今年康輔社打破以 新興社團，第一次參展即在「自治

全國社團評鑑　　康輔社特優　樸毅優等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學生
事務處與淡水區公所合作，由校園與
社區服務學習課程的57位學生，上月
26日在淡水無極天元宮，擔任「2011
滬尾蘿蔔祭－淡水好彩頭」活動服務
志工，淡水區公所經建課課長王志煒
表示，學生積極主動地協助民眾，表
現出時下年輕人少有的服務精神。
　雖然活動當天陰雨綿綿，同學們仍
熱情地於會場上指引方向，攙扶行走
於路滑處的民眾，有些則負責草仔粿
教學或行政等工作。全程參與的企管

一蔡雯蓉表示，這次活動很高興能實
際協助社區居民，「而且班上同學的
感情似乎變得更好了！」
　此外，本校競技啦啦隊、舞蹈研習
社與極限舞蹈社也到場表演，炒熱氣
氛，而在會場扮演蘿蔔娃娃的企管一
林振皓表示，「看到民眾的笑容，覺
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看
到學生們的表現，活動負責人淡水區
公所課員孫文宏說：「第1次和淡江
學生合作就感受到同學們認真的態
度，相當不錯！」

鋼琴社期中音樂會 台大琴藝相挺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鋼琴社在上月30日，
於文錙音樂廳舉辦期中音樂會，這次與台大鋼琴社聯
合演出。鋼琴社社長法文二陳書涵表示，「與台大合
作的過程，彼此切磋琴藝與交流心得；藉由這次的活
動，學習到他們的優點，期待未來能繼續合作。」音
樂會接力演出13首曲目，表現相當精采。
　這次音樂會還邀請到鋼琴社的指導老師戴權文表
演，平時在機電系擔任講師的他，別出心裁地以木吉
他演奏舒伯特家喻戶曉的名曲〈小夜曲〉，贏得觀眾
熱烈掌聲。其中化學四鄭江帆所彈奏的蕭邦〈軍隊波
蘭舞曲〉，曲風明朗勇猛、華麗燦爛；而蕭邦另一曲
〈第一號敘事曲〉在台大會計四張明倫的精湛琴藝
下，表現出狂野熱情，令現場觀眾聽得如癡如醉。經
濟二古瓊宇則喜歡由保險四周采萱、會計三黃敏所演
奏的久石讓〈生命的名字〉，他說：「這首曲子我們
比較熟悉，且富音樂性，令人印象深刻。」他也稱讚
整場音樂會技巧精湛、內容相當豐富。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就讓音
樂持續不停歇！西洋音樂社於日前舉
辦期中成發，共有10個樂團接連開唱，
另外並於上月29日（週二）與30日（週
三），分別邀請知名樂評人林志峯（林
貓王）舉辦講座，並邀請以英式迷幻搖
滾為風格的「回聲樂團Echo」蒞臨現場
表演，讓更多人認識獨立音樂。
　西音社期中成發以「學校沒地方表
演」為主題，表達想要一個好的表演場
地的訴求，西音社社長西語二陳以聖表
示，希望學校可以彈性開放場地，讓音
樂性社團更有發揮的空間。林貓王則在
課堂介紹多種獨立音樂的類型，包括獨
立搖滾、獨立電子等，此外他也建議有

興趣接觸獨立音樂，電影原聲帶是很好
的入門選擇，航太二王泓為說：「聽完
這場分享，我欣賞到之前完全不會聽的
音樂類型，也讓我有不一樣的態度去欣
賞音樂。」
　回聲樂團是目前獨立音樂界的當紅天
團，目前已發行過《感官駕馭》與《巴
士底日記》等專輯，這次是第1次來到淡
江，而現場許多擠不進SG132練團室的
觀眾都站上椅子從外頭探視，只為一睹
回聲現場表演的風采！此外，這場表演
也同步在網站直播，英文二楊世安說：
「聽現場的感覺就是不一樣，可以感受
到整個樂團的氣勢！」

跆拳道社一金六銀 劍道社力戰突圍

　法文系上週與文化大學共同舉辦「淡江
文化法語戲劇校際合作成果展」，請來法
國劇場導演Guy Magen親自指導，上月
24日於實驗劇場演出《繆塞劇院：愛情的
顏色》，演員以精湛的演技，成功擄獲觀
眾的心。經濟二鄒孟庭說：「每位演員都
將劇中人物的心境表演得很傳神，就算不
懂法文，也能從演員的表情和語氣，感受
到故事人物的喜怒哀樂。」
　戲劇結束後，Guy Magen讚譽同學們
說：「繆塞作品裡的愛情很難詮釋，但同
學們卻能在排演中發現自我內心的聲音，
進入繆塞的感情世界，相當有實驗精神，
值得佳許。」
（文／張靜怡、圖／曾煥元）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上月30日「淡江第
一屆武林大會」在活動中心熱鬧登場，各社團的實
戰表演，讓觀眾能近距離欣賞一場場精采刺激的比
賽。「破瓦大賽」的優勝者還被封為「淡江瓦哥」
或「淡江瓦妹」的稱號。
　開場由空手道社打前鋒，緊接著八極拳社、合氣
道社、陳式太極、跆拳道社、內家武術、柔道社、
國術社及自由搏擊社上場表演自家武術。其中，合
氣道還模仿某中醫診所廣告，讓現場觀眾看得哈哈
大笑。而在「破瓦大賽」男子第二組優勝的財金四
潘明杰笑著說：「難得有機會可以體驗到破瓦片的
樂趣，還意外得到聽起來就很厲害的稱號。」
　另外，而活動尾聲，獻上武術戲劇結合的「武林
大會前傳」，特別邀請到體育室助理教授王元聖參
與演出，逗趣的表演讓現場笑聲不斷。

第一屆武林大會圓滿落幕　淡江瓦妹瓦哥 驚動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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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北京理工大學

之

　大陸北京理工大學（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位於北京海澱區，創立於1940
年，為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理工科大
學，與本校於2010年11月締結，成為本校
在大陸的第30所姊妹校。全校設有17個學
院，共有學生5萬2千餘名，是一所理工為
主，工理管文協調發展的大學。
　北京理工大學為大陸首批16所國家重點
大學、15所進入國家211工程，以及第10所
進入國家985工程的大學；該校以機械工
程、工程力學、飛行器設計、物理電子學
等學科聞名，2008及2009年，獲逾10億人
民幣的科學研究經費補助，居大陸高校前
10名。2010年，在英國TIMES公佈的亞洲
大學排名第132名、大陸第17名，學術地位
很高。該校校長胡海岩曾於去年至本校參
訪，並參加由航太系舉辦的「第七屆海峽
兩岸航空太空學術研討會」。
（江啟義整理）
圖片來源：http://www.bit.edu.cn/index.htm

　【記者莊旻嬑淡江校園報導】2011春季北區
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在296位義
工攜手幫忙下於海報街熱鬧舉行，前副總統呂
秀蓮於上月29日到場支持，並自掏腰包購買新
竹特產。
　本次共有311間廠商參與，較上次多39間，
截至上月31日在本校共募得近48萬元，將於日
後舉行「受贈儀式」，將所有募得款項捐給受
贈單位。義工保險三陳家彬表示，這是第三次
參與這活動，而擔任義工能幫助別人，他笑著
說：「可以跟人群互動也是很難得經驗。」
　開幕當天排福袋的人大排長龍，100個福袋
發完後，商館學會還另準備小禮物，不讓同學
空手而回。中文三陳欣蘋表示，活動商品多且
價錢不高，讓人可以有更多元的選擇。

前副總統呂秀蓮買特產  挺義賣  
淡水蘿蔔季 服務課程學生評價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
首度開放全國大專院校報名的
「第23屆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
賽」，經過12小時的激烈較勁，
入圍獨唱組10組、重對唱組6組、
創作組10組，將於5月6日在學生
活動中心進行決賽。
　去年獨唱組冠軍國企四彭忠
明，今年同時入圍了獨唱組及
重對唱組的決賽，特別是他與
陳冠宇共同演唱黑人歌手Cee Lo 
Green的＜Fuck You＞，輕鬆詼諧
的曲風加上逗趣表演，令全場觀
眾拍手叫好。重對唱組部分，最
受人矚目的水環三詹宇庭、產經
三董兆怡及日文三顏靜萱的合聲
演出，一曲＜King of anything＞

後，全場熱烈掌聲，順利取得晉
級決賽的門票。來自世新大學的
李筱涵與輔仁大學的嚴巧穎也以
＜聽！是誰在唱歌＞闖入決賽，
李筱涵表示，之前就曾參加過多
項歌唱比賽，「第一次到參加金
韶獎，才發現這裡的水準真的很
高！」
　原訂只取23組入圍，因競爭激
烈到連評審都直呼難評，最後決
議每組均增開1組名額，讓決賽
更精彩可期。吉他社指導老師林
建和表示，以往顧及到開放全國
報名會造成作業上的不便，如今
採網路報名變得十分便利，除有
助於選手實力提升和視野開闊，
也讓更多人知道淡大金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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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一)～4/25(一)

09:00－17:00

諮輔組

B413
便利貼徵圖比賽

4/11(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玩具總動員2」

4/12(二)

12:00

就輔組

Q409
「統一資訊」公司徵才說明會

4/12(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玩具總動員3」

4/13(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貓狗大戰：珍珠貓大反撲」

4/14(四)

12:00

就輔組

Q409
「鼎新電腦」公司徵才說明會

4/14(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9：末世決戰」

4/15(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夏日大作戰」

校內亂吸煙 列十大不受歡迎行為

力，「希望有抽煙的同學能看到這個票選結
果，並發揮自律精神，決定自己要成為萬人
迷或顧人怨。」完整「十大受歡迎與不受歡
迎行為」，請上生輔組最新消息網頁查看。

參賽選手奮力一擊，瓦片頓時破裂四射。參賽選手奮力一擊，瓦片頓時破裂四射。
（文／陳思嘉、攝影／林奕宏）（文／陳思嘉、攝影／林奕宏）

春暉社同學為反菸創意短片徵選活動宣春暉社同學為反菸創意短片徵選活動宣
傳。（文／陳思嘉、攝影／陳芝嫺）傳。（文／陳思嘉、攝影／陳芝嫺）

回聲樂團主唱吳柏蒼媚惑般的嗓音風靡回聲樂團主唱吳柏蒼媚惑般的嗓音風靡回聲樂團主唱吳柏蒼媚惑般的嗓音風靡回聲樂團主唱吳柏蒼媚惑般的嗓音風靡
全場全場（文／梁凱芹、攝影／林奕宏）（文／梁凱芹、攝影／林奕宏）（文／梁凱芹、攝影／林奕宏）（文／梁凱芹、攝影／林奕宏）

法式愛情劇　學子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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