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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誌
中文三莊旻嬑：發考卷的時候，幾家歡樂幾家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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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運會授旗 張校長勉奪冠隊伍可望出國交流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體育室於上月27日在體育館舉行
「10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授旗典禮，校長張家宜親自授旗鼓
勵所有運動員為校爭光，並表示未來將安排機會，讓贏得冠軍的代
表隊出國比賽，以及到姊妹校進行友誼賽，這份驚喜大禮讓現場響
起熱烈的掌聲與歡呼。
今年大運會將於5月6日在中興大學舉辦，主題為「百年興起點，
擁抱全大運」，本校派出田徑、游泳、柔道、跆拳道、空手道、擊
劍、體操、桌球、木球、羽球和網球共計11支優秀隊伍參賽，體育
室主任蕭淑芬說：「今年比較特別的地方是首次有木球和空手道組
隊參賽。」並透露游泳代表隊每天早上六點集訓，期中考也照常訓
練，屬於實力堅強的「硬底子」隊伍，而女網隊是去年冠軍，因此

蕭淑芬充滿信心補充道，「希望今年全國獎牌總排名能超越去年第
17名的成績，目標第12名。」剛在北區大專校院木球錦標賽獲男子
個人組第3名的國企二葉韋佑表示，「我一定要全力以赴，畢竟能
跟國外學生交流是很難得的經驗。」

校園馬拉松 商管盃球賽開放報名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由商管學會主辦「商管兩院5月聯
誼月」報名活動開跑囉！報名時間至2日（週一），而「校園馬拉
松」報名時間至11日。包括商管盃球類比賽與校園馬拉松，商管
盃將於8日（週日）豋場，除商管兩院學生外，也邀請校友返校參
加，詳情上商管學會網頁http://www.wretch.cc/blog/tkbmisg查詢。

新諮輔中心落成啟用 環境媲美商務艙

金曲歌手殷正洋於上週在文錙音樂廳獻唱，悠綿柔
長的嗓音，讓現場師生印象深刻。（攝影／曾煥元）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
處諮商輔導組於上月29日上午10時，啟用
商館大樓B409新諮輔中心，此次開幕式由
校長張家宜、學務長柯志恩、總務長鄭晃
二及總教官陳國樑蒞臨剪綵。
張校長致詞表示，近年來，諮商輔導組
的重要性越來越高，對所有學生提供諮商
及治療資源的功能亦不容輕忽，另一層
面，在性侵害及性騷擾之議題，也希望能
透過諮商輔導組與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的
合作，達到更完善徹底的教育與宣導。
全新的諮商室空間規劃分為心理測驗、
初步諮詢及接待室3個區域，並另設4間獨
立的諮商室，搭配完善的隔音設備及舒適

的沙發及燈光，以暖色基調融入花草自然
之中，提供一個更柔和的諮商輔導空間。
總務長柯志恩表示，這次設計主題是以
「自由之鳥」的概念，創造「家」的溫馨
感覺。

【記者張靜怡、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慈濟
青年社上週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時代青年廣
行環保，淨化人心由我做起」成果展，相較於
往年展覽更多元充實，也展示了寶特瓶回收
製作的科技產品，藉此推廣慈青精神及環保概
念。慈青社社長機械三田力仁說：「人類為了
滿足慾望，一昧的開發；唯有減少慾望才能真
正做到環境保護。」
今年主題延續慈濟一貫的樸素風格，路口處
擺設原木格狀屏風與青竹盆栽，營造讓人易於
沉澱、體悟的氛圍，並邀請參觀者自定吃素的
餐數，貼上樹梢，以具教育性亦不失趣味的
互動來闡述理念。統計四李俊歷表示，看完展
覽，希望能透過自己奉獻，凝聚小力量，以期
塑成大行為。
上週四晚上「『殷』樂有愛」音樂會一開
始，由慈青社社員手持蓮花燈表演手語歌〈心

燈〉。而金曲獎歌王殷正洋則現場演唱慈濟歌
曲〈如蓮心願〉、〈慈悲的心路〉，並演唱經
典老歌〈孤戀花〉、〈新不了情〉。他除了分
享慈濟歌曲與背後的創作故事外，也特別指出
台灣目前的電視媒體充滿許多的亂象，期望透
過這場音樂會的分享，能夠帶給同學對台灣社
會更多正面的想法。
最後在Q&A時間，中文三楊郭玴表示曾將自
己創作的歌曲〈陽光路上行〉投到大愛，希望
用這首歌鼓勵身心障礙的朋友，但卻從未得到
賞識，讓她感到挫折。殷正洋請楊郭玴現場演
唱，並針對她所創作的歌曲給予指導建議，也
鼓勵她繼續創作。楊郭玴事後表示：「很多朋
友聽了我的創作都表示鼓勵，但並沒有人可以
像殷正洋直接告訴我哪裡有缺點必須改進，今
天能夠聽到他的這一番話，我覺得很開心，也
會繼續加油！」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及弦樂
社聯合室內樂之夜－「簧金年代」於上週三圓
滿落幕，此次兩社首度合作室內樂音樂會，表
演節目多達23組，內容豐富，相當精采，管樂
社社長產經二鍾晉豐表示，「第一次辦將近3小
時的音樂會，雖然很累，但是看到大家努力的
成果很值得。」
節目安排多元，從獨奏、長笛、豎笛四重奏
到木管、銅管五重奏、小號七重奏應有盡有，
上半場有活潑俏皮的豎笛四重奏〈Rossini〉，
豎笛首席經濟二古瓊宇表示，「大家現場進步
很多，都超越了原本的程度。」
輪到打擊組出場時，全場燈光暗了下來，

正當觀眾錯愕之際，4位打擊手伸出帶著螢
光手套的手，搭配著鼓聲，帶來名符其實的
〈Shock〉。上半場最後由弦樂社3個樂團作壓
軸，演奏如〈Love Story〉、〈Air〉等多首耳熟
能詳的曲目。
下半場的演出更是熱鬧，其中，由機電三朱
哲民、決策一吳芃樺所演奏的長號協奏曲頗受
好評，朱哲民說：「這首曲子很不簡單，從開
始練習到演出便歷時將近8個月。」而小號七重
奏的〈塞爾維亞的理髮師〉表現出原同名喜劇
中的浪漫愛情，博得滿堂彩，最後在法文系實
習生尚古拿自創的銅管五重奏〈Prestige〉劃下
完美句點。

管、弦樂社合體 演出三小時

校園話題人物
譚翰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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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自己的音樂記憶，大傳四譚翰駿認為國、高
中參加管弦樂團與合唱團，奠定了他的音樂基礎。
大二更決心要把音樂當成畢生的行業，甚至為了學
習吉他休學一年，到樂器行工作，並苦練吉他，以
實際行動克服父母的不諒解。
曾組過「Brainroller」、「Un-tone」樂團，在南
海藝廊、關渡爐鍋咖啡廳等地表演，他將「組團」
比喻成結婚，「看到許多人因為不夠堅持而退團，
這樣終究會離婚的。」因為相處的時間長，團員之
間的溝通相當重要，由於每個人對音樂熱忱的程度
不一，是組團最大的問題，他說：「有些人把組團
這件事情當成興趣，但我卻是整個生活的重心都放
在樂團。」
「人的生命，太過於擁擠，犧牲了太多東西。」
這是出自去年作品「五月雨」的歌詞，說明現代
人快速的生活步調，無形中錯過許多美好的地方，
「這是我獨立填詞、作曲的一首歌，完成的時候，
心裡的雀躍到現在還忘不了！」譚翰駿以堅定的神
情表示，希望作出讓大家共鳴的音樂。
譚翰駿曾以「搖滾精神」當畢業專題，讓他對未
來更加了解，不再疑惑。儘管前方的路可能不好
走，他說：「各行各業都有辛苦的地方！」將音樂
視為表達自我存在的方式，譚翰駿義無反顧地走在
夢想的道路上！（文／張友柔、攝影／曾煥元）

療檢查、洗澡清潔、餵食和送養安置，目前
已安置了10隻以上的流浪貓狗，由社團的社
員或是愛心媽媽代為照顧，社團宗旨是以認
養代替購買，節育代替捕殺，因此需要定期
舉辦講座和義賣來籌措經費，以期收容更多
需要照顧的動物，避免流浪貓狗被送至會執
行安樂死的坊間收容中心。
關懷動物社呼籲有愛心的同學能踴躍認
養流浪貓狗，給這些流浪動物一個溫暖的
家。詳細資料請搜尋淡江大學關懷動物社
facebook。

資傳系第十屆畢展 源塑Originating 創意登場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資訊傳播學系
第十屆畢業成果展「源塑Originating」將於今
日（2日）12時30分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行開幕
式，並展至6日（週五）。本次畢展以「新媒
體創作」、「行銷應用」以及「論文研究」三
個主題呈現，共14組同學參展，以生活中各種
元素來當作題材。
資傳系系主任劉慧娟表示，「隨著資訊科技
的進步，媒體應用也越廣泛成熟，現在的學生
是跟媒體科技一起成長的，因此本次作品的用
心值得讚許的。」
畢展總召資傳四莊惟婷表示，本次畢展以生
活中各種元素來當作題材，發揮創意或結合
實務，表達所要傳達的理念。她補充道：「親
情、愛情、友情，甚至是人與人的接觸，樂活
的態度，都可以視為一種元素。」
展覽期間，只要填寫問卷就可參加抽獎，有
機會可獲得iPodTouch等獎項。另外於3日中午
12時舉辦限時福袋搶購活動，只要29元就能得
到市值200元的超值獎品；莊惟婷表示，校外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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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可至服務台索取飛行船票，進行闖關遊
戲。菸害防制講座分別於4日上午8時10分至
10時，陳淑麗將在鍾靈中正堂（Q409）舉行
「陳姐與你談情說愛」；而蔡梅瑛將於12、
13日跟你分享「無菸青春Yes,We Can！」。
展覽現場將有淡水鎮衛生所提供的CO檢
測、戒菸諮詢，以及馬偕醫院健檢與體重控
制工作坊招募等服務，凡參加活動填寫問卷
最高可獲價值6千元的相機及隨身硬碟等多
項獎品，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前往共襄盛舉。

關懷動物社義賣花草 拯救流浪動物遠離安樂死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關懷動
物社上週舉辦的愛心義賣花草活動圓滿結
束，現場也有流浪動物的相簿並提供認養服
務，吸引許多同學的詢問，此外，這次義賣
活動的全部所得將投入流浪動物暫時安置計
畫，以實際購買行動支持的資傳二劉汶臻表
示：「這些盆栽賣的本來就不貴，得知這個
義賣活動是要幫助流浪動物之後，我覺得更
有意義了」。
社長公行三歐連昇表示，社團每週一在淡
水地區捕捉流浪動物，並為流浪動物進行醫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5/2(一)～5/5(四)
08:00

諮輔組
B413

「Open Your Mind！」團隊溝通
訓練營活動報名

5/2(一)～5/13(四)
08:00

諮輔組
B413

校園人際關懷之「犀利麻
吉」俱樂部活動報名

5/2(一)～5/13(四)
08:00

諮輔組
B413

「人際關懷」主題圖文徵稿
與實用文宣品活動報名

5/2(一)
10:00

學園團契社
商館3F門口

媽媽卡了沒

淡水校園

5/2(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大遷徙：千里跋涉」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5/3(二)~5/5(四)
10:00

春暉社防菸成果展 闖關送相機隨身碟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和春暉社將於4日（週三）至6日（週
五），在覺軒花園展覽廳舉辦99學年度「陽
光星球，無菸漫遊」春暉週暨菸害防治成果
展。將邀請董氏基金會終生義工陳淑麗、講
師蔡梅瑛分享菸害防制的經歷，並於4日上
午11時的開幕式中，表揚反菸績優人員及志
工。
會場將布置成5個星球，展出這1年來學校
菸害防制的成果及春暉社舉辦過活動花絮，

日期/時間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生活輔導組於
4月初進行校園內十大最（不）受歡迎行為網
路票選活動，即日起將舉辦「來到大學城、勸
勸吸菸人，尋找萬人迷先生」，生輔組將以鼓
勵方式，勸導大學城吸菸師生發揮大愛精神，
多走幾步路至校內吸菸區吸菸，同時鼓勵吸菸
同學簽署「健康無菸宣言」，簽署即可換取隨
身碟及環保袋等獎品，詳情請洽生輔組網站或
B401尤臺蓉教官。

學園團契社於上週在海報街舉辦「媽媽卡了沒」活
動，免費幫同學寄母親節卡片回家（攝影／鄭雅文）

展將在台北市中山公民會館舉辦，展出時間為
13日至15日，歡迎全校師生蒞臨參觀。

網路

台北

健康無菸宣言 尋找萬人迷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 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將於3日至4日上午10時到下午4時，舉
行『母親節前夕免費撥打國際長途電話』活
動，於商館大樓右側和松濤館門口，各架設6
組國際電話線路，提供全校教職員生每人3分
鐘的連線時間。生輔組教官傅國良表示， 此
次的活動讓無法返家的同學，能藉此將思念之
情，透過聲音的遞送，傳達給母親。

蘭陽

淡水

5/3(二)
20:30

遊子思親 國際電話免費打

慈青成果展圓滿落幕 殷正洋獻聲指導 學子收穫豐

活動看板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Free Style Dance

諮輔組
「準備好了沒」便利貼圖案
商館前攤位
設計比賽投票活動

5/3(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大遷徙：繁衍生息」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5/4(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大遷徙：分秒必爭」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5/4(三)
19:00

福智青年團
E787

感恩之夜

圖書館非書組
5/5(四)
播放影片「大遷徙：覓食求生」
5F多媒體室
12:30、18:30
5/5(四)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ody Balance

5/6(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大遷徙：科學看遷徙」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學生會正副會長候選人登記 今日開始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第十七屆
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候選人開放登記，於
今日（2日）至下週一（9日），早上10時到
下午6時皆可到第十七屆選舉委員會辦公室
（SG203）登記參選。選舉委員會主席資工三
黃雅聖表示，只要是本校在學學生、非補修
生，並且能保證當選後在位一年者，皆可登記
參選。欲知詳情請至網站http://www.wretch.
cc/blog/tkusa16th查詢，或洽選舉委員會主任
委員中文二蘇敬媛，聯絡電話是0922137416或
0973675804。

師培中心演講比賽 教育問題即席講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師資培育中心
日前舉辦「3分鐘即席演講競賽」，共有16個
人參加，演講主題以教育時事為主軸，讓參賽
者就當今教育的現況評析，並以3分鐘為限。
第1名由保險四王志豪獲得，擔任評審的三芝
國中教務主任陳玉鶴表示，學生的素質普遍都
很好，但演講內容可以再多跟時事新聞連結或
另外舉例，以增加演說的豐富性。
其他得獎選手分別是第2名資管四劉珮辰、
第3名大傳一劉昱余，以及3名特別獎國企三郭
家琦、英文三蘇彥如與英文三李芃同學將於6
月20日（週一）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公開表揚。

保險系學會成員 白沙灣淨灘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保險系系學會
25位成員於上月27日至白沙灣，進行近4小時
的淨攤活動。活動執行長保險二黃梓銨表示，
開始的出發點只是想去海邊玩，但因為發現沙
灘蠻髒亂的，於是決定召集系學會的成員一同
淨攤。雖然有點辛苦，但邊聊天邊淨攤，大家
都很開心，而且很新鮮。他說：「大學的生活
不外乎就是讀書、on-line或社團，以前不懂淨
攤義工的心態，現在有了親身體驗，發現為地
球做環保，是很特別、很有成就感的經驗。」

小丑搶竹筷!
再送環保筷?
上週資傳系同學於水源街
某餐廳表演行動藝術，推廣
多多使用環保筷。一名打扮
成小丑的同學走進餐廳裡搶
走同學的竹筷，換成環保
筷，並當場發放環保筷給其
他在餐廳裡同學，宣導竹筷
含有二氧化硫等危害人體的
物質。希望以輕鬆的氣氛來
傳達健康與環保的議題。
(文／洪聖婷、攝影／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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