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國企二鍾小喬：到底還要做幾份報告才能放暑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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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疏散演練 週二全校師生總動員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防護
團將在10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17時30分，
於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工學大樓前廣
場、蛋捲廣場等周邊區域，實施100年度防
護團「防災應變暨基本訓練」，並於下午3
點以後，舉行首度「全校性大型的防災疏
散演練」，讓師生透過實際的體驗，才能
從容不迫地應付突來的災害。
軍訓室教官夏紹俊表示，此次訓練課程

除了防火、防震、緩降梯、CPR、逃生避
難等實務訓練外，有鑑於日本大地震所引
發的海嘯、地震等複合型災害，還邀請核
能一廠課長邱吉陽、新北市消防局等專家
進行災害防救講座，教導教職員對複合型
災害防救常識；此外，下午3時到5時期間
全面停課，該時段上班上課的師生，將透
過分組輪帶、設站過關等方式，認識與防
範複合性災害。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6位男網隊選手上月30日在彰
化員林運動公園參加「2011第二屆第一金控正新瑪吉斯盃全國網
球團體錦標賽」，並從大專乙組46隊強勁對手中，脫穎而出，取
得冠軍！男網隊教練張嘉雄說：「隊員都發揮了團隊精神，也付
出了大量時間，而且對於打球的觀念都更成熟了，身為教練，很
開心！」
在冠軍賽中，男網隊和成功大學打成1：1平手，兩方陷入拉距
戰，只要任何一方再拿下一局即為勝利，本校選手發揮極佳的臨
場反應，最後，由土木四許家綸揮出致勝的一拍，奪下今年冠
軍。男網隊隊長物理所碩一王孝祖表示，當時真的很緊張，「所
以在贏得冠軍的那一刻，我們都高興得跳了起來！」
王孝祖表示，今年冠軍的關鍵在於每個選手的平均實力都提高
許多，去年5強飲恨，今年增加晨練時間，教練和隊員6點就起床
練習，跑山路鍛鍊體能、並充實對打經驗，隊員們在球技、體能

配合此次防災疏散演練，覺生紀念圖書
館前停車位將自5月9日上午7時起至10日下
午5時止關閉使用。凡是完成訓練認證且
當日繳回學習單的教職員，便可得到研習
證明書。此外，日本地震所引發的輻射問
題，軍訓室會即時發佈輻射監測值，提供
完整的資訊以供參考。

上都更加精進，使選手上場比賽時，都能完全發揮實力，並從正
修科技大學、高雄醫學大學手上贏回去年輸掉的比賽，王孝祖開
心的說：「復仇了！」
男網隊屢獲佳績，王孝組說：「這是我們長期以來的努力，希
望有第一次，還會有第二次、第三次，大運會在即，我們會持續
努力，代表我們是真正有實力的！」

財金系壘球 大財盃亞軍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財金系壘球隊日前參加由國
立中央大學主辦的「2011第20屆大財盃」，自26隊激烈競賽中，
勇奪亞軍。財金系系壘隊長財金三陳維民表示，隊員們以「想
贏全國大賽」的決心克服任何困境，每周2、3日利用清晨或假日
練球，比賽甚至增加到4日，練習時間每次至少3小時。在平日勤
奮、紮實的練習，再加上學長無私的經驗傳承，讓他們在全國大
專院校受邀的隊伍中，在初賽、複賽一路過關斬將，締造了財金
系近十年的最佳戰績。陳維民表示，感謝系主任對球隊的傾囊相
助與系上的大力支持，讓大家的努力能有了美好的結果。

童軍團辦捐血活動

春暉週暨菸害防制成果展中，提供CO檢測器為同學檢測體內的
一氧化碳含量。（攝影／張峻銓）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度春
暉週暨菸害防制成果展「陽光星球，無菸漫
遊」於上週圓滿落幕。4日於覺軒花園舉行
開幕式，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總教官陳國樑等師長也蒞臨現場；董氏基金
會終身義工陳淑麗表示，看到本校春暉社為
反菸所做的努力，就像在守護自己家人一
樣。
活動一開始即以春暉社同學拍攝的短片開
場；由校長高舉「我反菸」的宣示牌，與現
場所有人一同宣誓，表達本校堅強的反菸意
志，「無菸害的校園環境是全校未來共同努
力的目標。」張校長並讚許春暉社對成果展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五虎崗童軍團主辦、資深
女童軍與羅浮群協辦之捐血活動於10日（週二）至12日（週四）
展開，台灣血液基金會所屬的台北捐血中心將派兩台捐血車於商
館大樓及海報街前，時間為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台灣去年的總捐血量位居亞洲之冠，而淡江學生的愛心亦不落
人後，經常獲頒績優表揚獎狀，去年共捐約1200袋至台大和榮總
等58間醫院。而以往活動期間的捐血量約600袋左右，五虎崗童軍
團社長康舒涵表示，由於捐血的間隔期至少需達2個月以上，若已
參與3月愛心義賣的捐血活動，為保護同學們的健康，請下次再一
起做愛心，希望未捐過血的同學，一起捲袖參與這次的活動吧！

的用心。
春暉社指導老師軍訓室教官尤臺蓉帶領春
暉社同學，表演一齣「非廣告」的小短劇，
把平時勸誡同學不吸菸的景象搬上舞台，詼
諧又不失宣導意義。最後因應母親節，春暉
社同學貼心地向師長獻上一朵康乃馨，表達
感謝之情。
陳淑麗當天稍早在鍾靈中正堂分享自身戒
菸和加入志工行列的心路歷程。她表示，每
6秒就有1人死於菸害，學習環境不能存在菸
害，學校可以幫助吸菸同學找到內心真正的
需要，而不是藉由菸來逃避現實。

航太週紀念商品熱賣 飛行罐比賽超夯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
的航太週於上周在新工學館大樓3樓中庭舉
行，除展示的作品頗受好評外，搭配航太系
40週年，推出的航太週紀念服與飛行前拆除
吊飾等紀念商品也非常熱賣；闖關活動更是
熱門，共有500多位同學響應，活動現場不時
傳來同學們的歡呼聲。
活動總召航太三邱竣凱表示，展示的作品
中，以逼真、壯觀的1比400桃園機場模型最
受矚目，參觀同學無不讚嘆連連；還有歷年
航太系參加「全國無人飛行載具設計比賽」

媽!最近好嗎?

的得獎作品，如「ASTA」是2000年的冠軍之
作；而展場中最大架的「KATE」，則是今
年穫得最佳耗油率獎，以及最佳設計獎第3
名的作品。
另外，小遊戲「飛行罐」受到同學熱情捧
場，航太系同學利用回收的廢鋁罐改裝，使
其可以飛行，環保又有趣，航太三詹博硯表
示，這個遊戲其實有點難度，「我丟了20次
也沒丟進」。邱竣凱表示，舉辦這次航太週
的過程，雖然遇到許多困難，一度很沮喪，
但受到同學熱烈迴響，相當有成就感。

無法回家沒關係，一通電話也溫馨！學務處生輔組
日前舉辦「母親節前夕免費撥打國際長途電話」活
動，同學透過3分鐘的電話，欣喜地表達對母親的感恩
之情。（文／梁凱芹、攝影／林奕宏)

YOU CAN DO IT! 生涯測驗活動開始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
「You Can Do it！」生涯測驗月活動開跑囉！報名時間
至11日截止。透過UCAN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檢測同
學的興趣及能力，並於當天請專業老師分析結果。
諮輔組輔導員曾瑋俐表示，希望讓在校的學生或即將
離校就業的學生，能因此在職業選擇上有所參考，協助
學生及早做出更明智的生涯規劃。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至
商館大樓B413諮商輔導組，洽曾瑋俐老師報名。

全國大專院校俄語競賽 俄文四黃麗蓉獲第一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俄文四黃麗
蓉、王則驊日前參加，由中華民國留俄同學會在
政治大學舉辦的「2011年中華民國大專院校俄語
競賽」，分別獲得第1名和第3名的好成績，並得
到獎金3萬及1萬元。
參賽學生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俄文相關系所。
比賽項目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即興寫作；
第二部分則類似百萬小學堂輪流答題，考題涵蓋
俄國風情、文化、歷史、科技等時事；決賽則是
看完俄文新聞後，寫出自己的觀感。奪下冠軍的
黃麗蓉說：「比賽過程都籠罩在緊張的氣氛中，
所以參賽者之間彼此反而不是敵人，而是一同奮
戰的戰友。」
黃麗蓉表示，她平時會多接觸和俄文相關的東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大傳系與
5校傳播相關科系共同舉辦「第17屆溜校回顧影
展」，分別於11日（週三）、12日（週四）下
午7時在鐘靈化學館水牛廳C103，上映各校精
選的學生製作影片。本次影展負責人大傳四楊
婷嵐表示，下午6時20分起開放排隊入場，前50
名的同學還能免費享用奶油焦糖爆米花；並於
影片播放後舉辦抽獎活動，有機會獲得日新威
秀提供的院線片電影票。詳情請上facebook查詢
「電影啾一夏 溜校回顧影展」活動。

外籍生體驗客家文化 土窯 麻糬 農村樂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國際
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於上月30日在桃園活
力健康農場舉辦「活力健康農場野趣之
旅」，135位來自馬來西亞、賽爾維亞、
越南等地的外籍生、成人教育部華語中
心學員及國際青年大使團成員，挽起袖
子親手疊土窯、手染布，體驗台灣客家
農村文化。
當天雖飄著綿綿細雨，但學生們一點
也不減興致，同心協力地將土窯完成，
放入地瓜和全雞，等待悶熟後，撥開土
窯散發出香氣的剎那，一度讓現場人員
來自馬來西亞、塞爾維亞和越南等地的外籍生，前往活 陷入瘋狂，來自越南的華語中心學員丁
力健康農場體驗客家農村文化，同學們正在合力搗麻糬。 文俊豎起大拇指直呼：「太好吃啦！」
來自馬來西亞的中文四翁柔妍表示，她
（攝影／林奕宏)

有接觸過客家文化，喜歡客家美食，尤
其對炒米粉情有獨鍾，「吃再多都不嫌
膩！」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每年舉
辦類似的活動，讓外籍生互相認識、聯
誼，此次選在富有台灣風味的客家農
村，目的是希望大家能走出城市，多親
近大自然，透過堆土窯、滾鐵圈、踩高
蹺等，感受農村豐富的文化；他也談
到，平常在學校跟外籍生對談的機會比
較少，若透過國交處安排懇談則略顯嚴
肅，藉此活動，讓彼此能在最輕鬆的
氣氛下聊天，了解他們在本校的適應
情況，「這是我每年最期待的活動之一
呢！」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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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除了看小說、雜誌、上網看俄文報紙外，也
喜歡自己動手做俄國菜，另外，若發現不錯的俄
國電影，會興奮地去訂購DVD，可以練聽力也
能了解俄國電影的市場走向。她說：「得到第1
名是非常大的肯定，大學4年所學的知識在比賽
中被應用出來，感到很有成就感。」俄文系系主
任張慶國表示，這次比賽得到這樣的好成績，非
常的驚喜，對系上更是種鼓勵，希望同學未來多
參加活動及報考檢定，平時增強實力，當機會來
了，好好把握就夠了。

外語週登場 各國美食＋趣味競賽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6系舉
辦的「花’s UP」外語週活動登場囉！今天（9
日）11時在海報街舉行開幕典禮，外語學院院長
宋美璍將到場剪綵，表演活動由日文系、西語系
分別帶來阿波舞及佛朗明哥民俗舞蹈。
活動將由6系在海報街販賣各國美食，像是烤
麻糬、布朗尼、黑麥汁等。每天中午會有各式
各樣的趣味競賽及表演，包括吃西瓜大賽、有
獎徵答等，各系選出的系花、系草會帶著同學
們同樂。「外語之夜」則於12日（週四）晚上6
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邀請到知名藝人戴
愛玲、Sigma等到場演唱，蔡明傑說：「表演之
餘，還有帥哥、美女走秀選拔，我們將票選出院
花及院草，歡迎大家一起來投票喔！」

活動看板
蘭陽

網路

淡水

台北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9(一)~5/16(一)

諮輔組

08:00

B413

5/9(一)~5/10(二)

諮輔組

「Open Your Mind！」

08:00

B413

團隊溝通訓練營活動報名

5/9(一)~5/11(三)

就輔組

「職場新星」工作坊活動報名

08:00

B421

（可網路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5/9(一)~5/12(四)

諮輔組

心際大戰系列－決勝咫尺之挫折復

淡水校園
活動名稱
幸福100圖文徵稿活動報名

09:00

B413

原力工作坊活動報名

5/9(一)~5/20(五)

諮輔組

「性騷擾、性侵害防治」主題
標語海報設計比賽活動報名

09:00

B413

5/9(一)~5/13(五)

諮輔組

心際大戰系列－

09:00

B413

讓心田飛翔電影賞析活動報名

5/9(一)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5/10(二)~5/12(四)

歐研所

12:00

圖書館門口

5/10(二)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5/10(二)

體適能有氧社

20:30

SG246

5/10(二)

體適能有氧社

20:30

SG246

5/11(三)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5/12(四)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5/12(四)

國樂社

19:30

文錙音樂廳

5/13(五)

圖書館非書組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5/13(五)

通核中心

19:30

文錙音樂廳

5/15(五)

內家武術社

09:00

學生活動中心

播放影片「華麗年代」
有獎徵答活動
播放影片「天龍特攻隊」
Body Step

NIKE Dynamic Yoga
播放影片「蘇西的世界」
播放影片「社群網戰」
鄭勳琦二胡獨奏會＜狂想＞
播放影片「約會喔麥尬」
余道昌小提琴獨奏會
武術觀摩表演

淡海音樂祭 悠揚校園聆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第3屆淡海
音樂祭」於9日（週一）展開。12日（週四）
以前，每日上午10時開始，在海報街有管樂、
國樂、吉他等樂器體驗活動。管樂社社長暨音
樂總監產經二鍾晉豐表示，為了讓同學在上課
途中也能有音樂相伴，今日起至13日（週五）
早上7時45分在小小麥前，將進行「晨光音樂
會」，中午12時則在海報街及福園，歡迎全校
師生前往聆聽。
而13日晚上6時在驚聲廣場，本校11個音樂
性社團將聯合展演，管樂社將帶來「法國組
曲」，口琴社將表演4首輕快的樂曲〈粉紅
豹〉、〈修女也瘋狂〉，還有詞創社與弦樂社
合作演出，串連多首膾炙人口的國語歌，表演
〈流行音樂金曲〉，更多活動資訊請至「淡江
大學音樂週」facebook或海報街攤位查詢。

資訊週開跑 華碩等大廠參展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由資訊工程
學系舉辦的「2011資訊週」自今天起至13日
（週五）開跑！將在新工學大樓3樓中庭展
出學生專題作品，以及全校大一近400組學生
組隊進行資訊競賽，經初賽評選出的優秀作
品，資工系系學會會長資工三蔡名富表示，
今年報名情況熱烈，作品精采可期。
開幕式將於11日（週三）上午10時30分在
新工學大樓3樓中庭舉行；參展廠商包括華碩
電腦、中華電信、神通科技，Microsoft等，
其中，華碩電腦將在12日（週四）下午2時10
分進行經驗分享及新品Eee-Pad讓大家搶先體
驗。
演講方面包括研究所甄試、考試經驗分
享、就業說明會、生涯規劃、就業、面試座
談會、資訊證照說明會等，另有資訊競賽人
氣作品票選及驚喜的抽獎活動，蔡名富表
示，活動充實、獎品豐富，各項新奇的電子
產品盡在資訊週，精彩內容千萬別錯過喔！

吧研社調酒音樂Party 微醺藍色夜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吧研社於
上月29日在宮燈教室舉辦「期中亮眼制服
PA」活動，現場有花式調酒及飲料供同學
暢飲，特殊的燈光氛圍加上西音社DJ播放
熱門音樂，以及古典吉他社和吉他社所帶
來自彈自唱live表演，感覺相當輕鬆自在！
另外，現場也有精彩的調酒講解和花式調
酒示範，像是藍色礁湖、北極星和綠色惡
魔等，藉由活潑的搶答方式，讓同學品嚐
社員們的調酒。日文一管紀為表示：「是
第一次來參加吧研社的活動，覺得蠻好玩
的。」社長鄭閎仁表示，期望讓大家更了
解調酒！

吧研社社員專注地調配出風味奇佳的調酒。（攝影／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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