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公行三吳嘉寧：終於把足球冠軍抱回淡江，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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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足球隊在全國大專
聯賽上，表現團結積極的態
度，連專業人士也佩服不
已。︵攝影／區迪恆︶

本校足球隊強韌團結 全國大專聯賽冠軍
【記者陳颐華、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今年大專院校足
球聯賽總決賽，於本月7日在台北市立田徑場舉行，本校足
球隊憑著絕佳的體力、向心力，終場以4比1，擊退台北醫
學大學，奪下男子組冠軍！體育組組長暨足球隊教練陳逸
政說：「比數落後也不會氣餒、不責怪，發揮了極佳的團
隊精神，連外面的專業人士也佩服！」
今年足球隊如入修羅地獄，與眾多實力堅強的球隊爭
冠，尤其在對上中山大學時，陷入苦戰，在終場平手後，
再力戰2次延長賽，一直來到每一球都能關鍵著勝負的PK
賽，就在最後輪到對方進攻的時候，全隊都屏息祈禱著，
來自澳門的守門
員財金四陳凱傑
表示，當下心中
只有一個信念，
「我想出去慶
祝！絕對不能
被 對 方 進
球！」副
隊長保險
三季明君
描
述，當
陳 凱
傑 撲
下進攻

球的那一
陳逸
都 必 須
己 ，
放

刻，全隊都感動到哭了！
政表示，他們在前面的比賽
保持體力，並小心保護自
順利晉級冠軍賽後，就是要
手去拚，把全部的體力、能力
發揮到極致。為此，教練甚至
決定在最後20天的空檔，都挑
中午12點左右做體能訓練，
以配合決賽的時間，讓球員
能在該時段迅速進入戰鬥狀
態。公行三吳嘉寧表示，雖然
訓練過程很辛苦，但是心裡只
想著冠軍，怎樣都要硬撐下
去。球場上，來自薩爾瓦多
的隊長國企四阿別戈總會
不時的激勵鼓舞，也維持
了
全隊的士氣，西語三曾伯
恩
說：「聽到隊長的精神喊
話，感
覺態度也變得更積極了！」
去年在
亞軍止步的足球隊，今年換上校
色 之 一
的紅色球衣，順利開出紅盤！陳逸
政在冠
軍賽後分析，就整體戰力而言，他

們較北醫大稍嫌弱勢，但這些選手還是發揮出向心力、不
放棄的精神，並採用「專員緊盯對方主攻選手」的戰術，
壓制火力，成功拉開比數。
阿別戈回憶道：「拿到冠軍的那一刻，心中還處在不可
置信的狀態，能在大四這年拿到冠軍，沒有遺憾了，我以
這個團隊為榮！」吳嘉寧興奮地說：「很開心！就像拿回
自己的東西，這是努力的成果，更是團結的結果！」季明
君也感性地說：「感謝教
練、領隊，也感
謝隊員們，今年大家
都比往
年賣命，而且場上
選 手
跟場下候補球員
不分
彼此，一起為
比
賽加油，帶
動了我們
的氣勢，
讓 我 們
有機會奪
冠！」

本校田徑健兒 馬拉松比賽傳佳績 校園話題人物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田徑隊於
4日參加「新北市三重區全國馬拉松比賽」成
績不俗！水環碩一蔡尚嘉在21公里項目，自近
千名選手中奪下分組第1名；教政所碩二常硯
鈞在8.4公里的項目，拿到分組第2名，以及德
文一牟羿達在3公里部份獲得全組第4名。教練
陳天文表示，田徑練習需要許多時間及耐力，
這次可以拿到好成績很為選手們開心，期許之
後可以繼續突破極限，再接再厲。
大三便加入田徑隊的蔡尚嘉表示，自己每週
至少晨跑三天，三年來幾乎未曾間斷，在比賽
過程中，蔡尚嘉始終領先其他同組的選手，

在獲得冠軍時，他高興到甚至跳起來歡呼，很
高興能透過這次比賽印證了過去的努力沒有白
費，「這對我是個很大的肯定！」
而拿到8.4公里組第2名的常硯鈞表示，自己
很感謝學長及教練的鼓勵，讓他更篤定地練下
去，「馬拉松讓我的生活規律，重視飲食，更
重要的是學習到堅持到底的精神！」
第一次參加比賽的牟羿達只加入田徑隊半
年，每週兩天，每次練習五小時，在嚴格的訓
練下，初試啼聲就獲得佳績，「這個獎牌對我
而言是很大的鼓勵，它讓我對於田徑更有興
趣！」

樂團溫柔又具穿透力的歌聲，也震懾了許多觀
眾。而「娃娃」魏如萱以隨性的風格登台，現
場還開放點歌，財金四陳惟真甚至忘情地大
喊：「娃娃我愛你！」當樂團Tizzy Bac唱到耳
熟能詳的「鞋貓夫人」時，觀眾幾乎都跟著搖
擺，雀躍不已；主唱陳惠婷說：「今天是愚人
節，所以我們還沒有要退場，我們要跟下一組
合體！」因而與壓軸的旺福樂團合體，即興表
演，現場頓時High翻天！主唱姚浚民還幫即將
面臨期中考的學弟妹打氣，在演唱會以〈飛向
你飛向我〉畫下尾聲。從蘭陽校園搭車過來欣
賞演唱會的政經四沈維哲表示，整場演唱會毫
無冷場，超精彩！
陳綺貞（左圖）與旺
福樂團（右圖）等歌手忘
情獻唱，讓全場觀眾有個
抒情又搖滾的夜晚。（攝
影／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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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別戈
「Come on, come on! We can do it！」，足球隊隊長國
企四阿別戈總不時會激勵著每位球員，身為足球隊的靈
魂人物，他的存在總能讓隊友安心。談起這位來自薩爾
瓦多的隊長，隊員無不對豎起大拇指表示，沒有人能比
他更勝任了！
今年足球隊勇奪全國第一，阿別戈獲得被推薦為「最
佳球員」殊榮，面對這個得獎機會，他主動向教練婉拒
了，並建議教練將這個獎頒給其他球員，此舉讓教練驚
訝不已，對不居功的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責任感」是他覺得身為隊長最重要的，雖然隊友來
自各個國家，語言不盡相同，但當隊友踢球動作有問題
時，他仍會試著想辦法讓隊友了解如何改進，分享自己
的經驗。串起整隊的向心力，他希望每個人在球場上都
能抱著不放棄、堅持到底的心面對比賽！從國小就開始
踢足球，大學四年也全心投入足球隊，談到若沒有踢足
球會如何，他不假思索地說：「I will die！」，這次率領
全隊贏得全國冠軍，阿別戈在大學生涯中無疑踢出了一
記好球！ (文／張友柔、攝影／湯琮詰)

忘春瘋演唱會 陳綺貞 旺福魅力四射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第六屆忘春
瘋演唱會「春喚想」於1日在活動中心熱情開
唱！演唱會當天早上，欲搶先入場的排隊人潮
竟綿延到游泳館。日前徹夜排隊買票的企管進
學四張祺萍說：「能看到綺貞唱歌，一切都值
得啦！」
藝人陳綺貞不負眾望，率先登台演唱〈九份
的咖啡店〉，乾淨的歌聲及簡單的吉他旋律，
掀起全場第一波高潮；還得趕場的她似乎感受
到大夥的期待，陳綺貞溫柔地笑道：「天還沒
黑，我還不想走，讓我忘了趕場這件事吧！」
並接著獻唱〈太陽〉、〈吉他手〉等歌曲，
迷人的風采讓全場觀眾為之傾倒。爾後熊寶貝

足球隊員們在場上圍成圈，討論戰術
並互相勉勵打氣。（攝影／歐迪恆）

資工系所學生展創意 企業青睞 獲銀獎肯定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訊工程
學系系所同學日前組隊參加財團法人育秀教育
基金會主辦的「第八屆育秀盃創意獎」，從全
國200多個組別的激烈競爭中，打敗台、清、
交、成等知名大學，以作品「樂活•飆新衍
生」獲得軟體應用類行動裝置組銀獎的殊榮，
於8日獲頒獎金6萬元及獎牌一座，並因此獲得
企業實習的機會。
獲獎的資工系「TKU WMNL」團隊成員有
資工博二陳正昌、碩二陳文彥、碩一謝嘉濬、
陳治溦、劉冠廷、資工四王德仁，其作品以手

機無線連接「多網控制閘道器」，來做控制訊
號的轉換，達到「如何用手機控制家電」的目
的。指導老師資工系教授張志勇表示，得獎原
因是貼近生活、市場性強、符合主題等特色，
而這項技術更受到許多擔任評審的企業主青
睞。陳正昌表示，硬體整合與軟、硬體間的配
合是此作品成功與否的關鍵，過程繁複且辛
苦；當他們嘗試以手機操控家電卻不會動時，
是以環節測試的方式，分工一步步找出問題，
因此更體會到團隊合作的可貴。

資傳三王俐婷 許甯甯 獲校外網頁設計比賽亞軍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資傳三王俐
婷、許甯甯日前參加獎金獵人網站所主辦的
「獎金獵人網頁視覺設計&角色設計徵稿大作
戰」，獲得視覺設計組第2名。許甯甯表示，
「希望藉此磨練自我技巧並累積經驗，對未來
出社會做準備。」
獎金獵人網站是專門收集比賽資訊，以及與
網友互動的網站。在本次競賽中，主要是由主

淡江大鼓隊表演北加州僑胞熱烈迴響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位在美國北加州校友會的淡江大鼓
隊，於2日應邀參加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海外慶祝表演活動，前往加州
庫比蒂諾市迪安薩學院佛林特中心，以「擊鼓百響賀中華，萬鈞雷
嗚慶百年」為題，其整齊劃一的擊奏，震撼人心的鼓聲，獲得僑胞
熱烈迴響。
北加州校友會於1991年成立後，便從台灣運來刻有淡江校訓「樸
實剛毅」的4個大鼓，成立淡江大鼓隊，活躍於海外僑胞各項活動表
演。讓現場觀眾除欣賞力與美的精采演出，也在表演者的鏗鏘有力
的呼喊聲中，感受到聲音與節奏的藝術之美。
宋韶華表示，雖然台上只有短短4分鐘，卻表現出大鼓隊的專業與
敬業；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台上的每一分鐘，都是汗水和毅力
的結晶，凡走過必留痕跡，凡痕跡必存在意義，「希望我們的鼓隊
日益茁壯，『鼓』出更多的精采與價值。」

辦單位設定好主題內容，再由參賽者發揮創
意，依據主題提供網頁設計作品。王俐婷表
示，在規劃作品時先大量參考現有的網站，最
後經討論後決定以復古風為整體的設計理念。
一開始時，為了設計主題、架構和頁面呈現
等事宜，投入相當多課餘的時間，王俐婷欣慰
地說：「不過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得獎後也非
常開心自己的作品受到肯定。」

春之北京 兩岸師生互動佳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在俄文系助理教授蘇淑燕的帶
領下，43名外語學院學生於2日至9日，與台大、政大等8所學校
共300多位師生，前往大陸北京外國語大學，參加「北京之春─
外語教學研習營」交流活動。
外語學院院長宋美璍表示，北外大以實務教學為主，因應全
球化的趨勢，很高興讓本校外語學院5系一同參加此活動，多
種語言交流融合，如何加深本身的專業、擴展各領域的廣度，
都是這次能獲得的收穫。除了親身體驗對岸上課方式、文化講
習、兩岸學生座談外，另參觀了長城、頤和園、故宮、鳥巢
等知名景點，感受老舍茶館的古色古香 。此外，兩岸學生在開
幕時各秀絕技，北外大以一連串古裝秀、樂團演奏、各國民族
舞蹈等精彩表演，迎接台灣學生；而本校學生也以舞蹈「淡江
bobee」回應，引起現場歡聲雷動。北外大俄文三張雨表示，對
充滿熱情、活力的淡江印象深刻！

北京之春參訪活動，本校學生與當地三合院
古厝的主人合影。（文、攝影／洪予揚）

淡江之聲電台招生 不限科系 新聲百匯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之聲廣播電台即日起開始「新
聲百匯」招生活動，凡是大一即將升大二的學生，不限科系皆可報
考。本月28日及5月4日兩天將於18：30在傳播館O303舉行招生說明
會。淡江之聲電台助教何嘉敏表示，歡迎有興趣的學生別因被科系
所限，可先參加招生說明會，了解電台的運作和實習的內容。如有
疑問可洽淡江之聲電台O302。
本次招生活動分為兩階段甄選活動。初試會先請同學改寫新聞稿
後，並將自己改寫後的新聞稿內容，直接進錄音室試音。經審查進
入複試，將由系上教師、電台主管及工作人員進行面試。在甄選的
準備上，何嘉敏建議除了常聽的音樂性節目外，可多聽綜合性電
台，如中廣流行網、news989等，藉由談話性節目內容來關心時事；
如果對口語表達擔心的同學，也可以念報紙的練習方式，來增加錄
音時的信心。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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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兩岸大學師生台灣
社會文化體驗營」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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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中的閱讀」主題書展
08:20
2F閱活區

強力徵選 畢業生致辭代表 淡江達人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想在畢業典禮
中留下不一樣的回憶嗎？99學年度應屆畢業生
致辭代表選拔開始囉！凡應屆畢業生可個人
或組隊（3人以下）參加，自即日起至29日21
時止，錄製個人自我介紹及3分鐘致辭內容短
片，並燒錄成光碟，連同報名表繳至商管大樓
B402。甄選將於5月6日下午2時至4時在SG319
舉行，評分包括儀態、咬字清晰度、流暢度、
創新性等。相關問題請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最
新消息網頁查詢，或洽生輔組組員林泰生（分
機2817）。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身懷絕技卻無
人知曉嗎？生輔組與樸毅青年團合辦「淡江達
人-WOW九厲害」活動，徵求達人現身，包
括「最會考證照達人」、「最多獎盃、獎狀高
手」、「多國語言之我會說」等項目，屆時由
全校師生票選出來的15名達人，可獲獎金2千
元、獎狀及小功獎勵。
初選將於5月2日至6日在海音咖啡館前舉行
投票，由全校師生選出100名入圍者，並於5月
16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決賽票選，當天將有
靜態展及動態表演，日後達人們也會受邀至週
會分享學習成長歷程。報名方式及活動細節，
請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網站最新消息查詢。

世界未來學年會參訪甄選結果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未來學研究所
日前舉辦「2011WFS世界未來學年會大學部甄
選活動」，由企管三許逸王亭、資圖二陳德雯與
企管三蔡雨耘取得資格，將代表本校於7月8日
至10日到加拿大溫哥華，參與2011WFS世界未
來學年會。
此行將由公行系系主任黃一峯與未來所副教
授陳國華帶隊。陳德雯表示，英文能力是獲選
的重要條件，她在轉系到淡水校園之前，曾於
蘭陽校園多元文化與語言學系就讀，「全英文
的上課內容，訓練我的英文報告技巧，幫助很
大！」她表示，希望藉此見識國外學者、專家
的學識，並和不同國家的人交流想法。

英文演講及歌唱比賽 最高獎金三千元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主辦的
第1屆英語歌唱比賽，將於5月3日下午6時30分
在文錙音樂廳舉行，最高獎金3千元。即日起
至27日報名，全校大學部學生可參加；英文系
助理張瑜玶表示，「希望讓學生以較開心的方
式學英文，打破英文枯燥乏味的迷思，並激發
創造力！」詳情至英文系網頁http://www.tflx.
tku.edu.tw/main.php查詢。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將於
28日晚上6時3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英
語即席演講比賽。報名至25日截止，全校大學
部的同學均可參加 。比賽將錄取前5名，最高
獎金3000元，得獎者將有機會代表本校對外參
賽。詳情請至英文系網頁的最新消息「活動與
演講」項目查詢。

品德教育徵文 得獎名單出爐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由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舉辦品德教育圖文徵稿之「徵文章」活
動已於上月24日結束，第1名由運管二廖志桓
〈提升品德，從生活做起！〉獲選，2、3名則
分別是經濟三林柏廷〈動物悲歌〉、亞洲所碩
三江佩諭〈一陣風雨飄搖之後〉。
廖志桓談到作品表示，「文章的靈感來自於
對日常生活的反思。」文中提到應該從小地方
去捍衛品德，並舉例一位學生在考試當天必須
回家奔喪，老師把考卷交給學生自行回家作
答， 而學生誠實作答的例子，廖志桓認為，
「這樣的誠實信用及自主自律很值得我們學
習」。
第2名的作品以「尊重生命」為主軸，描寫
種種人類殘害動物的行為，相當寫實，林柏廷
表示，寫作時查了許多資料，但愈寫愈心痛，
「動物和人一樣都有活著的權利，牠們的生命
不應被忽視」。而江佩諭則分享自己前往八八
風災災區當志工的經驗，談及珍惜生命及環境
的重要，「幫助別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往往
都有意外的收穫。」

五虎崗文學獎延期至25日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為讓藝文同學
能更有時間準備，由文學院主辦、中文系承辦
第27屆五虎崗文學獎－「花甲少年」，延長收
件時間至25日截止。
本次活動負責人中文二魏亦均表示，因許多
人反應徵件時間太短，為了讓大家有更充裕
的時間創作，特地延長收件時間，「希望大
家能踴躍參加。」相關資訊請洽中文系系辦
（L514）或http://www.tacx.tku.edu.tw/news/
news.php?Sn=251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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