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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二賴奕安：511預言之後，覺得世界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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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盃戰力強 5金6銀11銅 全國第八  

第十屆台灣北部大專院校港澳生運動會，本校港澳生在冠軍延長賽中擊敗台灣
大學，圖為本校選手奮力切入，台大選手防守不及。（攝影／區迪恆）

【記者謝佩穎、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港澳會日前參加第十屆台灣北部大專
院校港澳生運動會，在各校實力堅強的隊
伍中脫穎而出，不但擊敗去年的勁敵台北
大學及台灣大學，更在多項球類運動中獲
得佳績，其中籃球隊勇奪北區冠軍，而足
球及排球則得到季軍。
其中籃球隊教練及隊長資管四王子輝回
憶道：「去年輸給北大和台大，今年我們
總算打敗他們，最後比賽結束的那刻，真
的感動到馬上掉淚！」。
籃球冠軍賽中戰況十分激烈，第一天迎
戰去年亞軍台灣大學，可惜末場以兩分之
差落到敗部區，但本校港澳會並不因此感
到氣餒，仍發揮運動家精神，一路努力追

【記者陳昭岑、賴奕安、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
2011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校表現亮眼，獲得5金6銀
11銅，共計22面獎牌佳績，全國164所大專校院參賽學
校總獎牌數第8名，游泳隊更得到一般男子組團體總錦
標冠軍，是本校首次單一項目得到總錦標。體育室主
任蕭淑芬對今年戰績非常讚許道：「我們沒有單獨招
生體保生，又非體育性質大學，卻仍然能夠得到這麼
好的成績，真的很棒、很優秀！」
游泳隊囊括3金1銀3銅。男子400公尺混合式接力及
自由式接力金牌，而後者更刷新全校記錄。勇奪3面
獎牌的中文二黃新智表示，雖然比賽過程中有感冒發
燒，狀況不如預期，但在隊友與經理的鼓勵下，順利
贏得冠軍，「總算沒有白費平時的練習。」去年剛任
游泳隊新教練陳瑞辰改變訓練策略，除增加了訓練份
量和晨訓外，也讓選手為每次的訓練設定目標，以求
突破自我。陳瑞辰表示，這是一個吃苦耐勞、永不放
棄的團隊，比賽時沒上場的隊員，也都全力打氣或幫
選手按摩，展現絕佳的團隊向心力，致勝關鍵就是團
隊合作與相互扶持，並為這次的表現打了滿分。
擊劍方面，則拿下1金3銀3銅。法文三陳娟妮則榮獲

趕，連打三場於第二天再戰台大。比數持
拉鋸戰、不相上下，戰情一度陷入膠著，
第四節下半場台大以兩分之差領先，但因
對方犯規而有罰球機會，所幸離終場結束
剩40秒時，國企三曹啟豪同學兩罰皆中，
比數因此打平，雙方進入延長賽，終場38
比33，以5分之差奪得北區冠軍！這也是
淡江港澳會籃球隊成軍以來的第一座冠軍
獎盃。
一知道比賽結果，全隊興奮不已，當接
過獎盃的一瞬間，王子輝表示：「拿到獎
盃的瞬間我就哭了，這是我在籃球隊的最
後一年，希望學弟們能將淡大港澳籃球隊
延續下去，努力增進自己的實力，為校爭
光！」

俄文系好犀利 大俄盃稱霸三冠王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俄文系於7日在文化大學參加大俄盃，成績亮
眼，男女混排、女籃及三分球趣味競賽皆稱霸。參加混排及趣味競賽的俄文四潘芸
亘開心地說：「快叫我們三冠王！」
女籃隊長俄文二吳佩穎表示，和文化打冠亞軍時，一度落後到0比9，情勢相當緊
張，所幸靠著大家彼此加油打氣，最後逆轉勝，「贏的剎那超開心的！」
趣味競賽則以投三分球為主，投進則可以在九宮格內做記號，先連成一條線即勝
利；多次在最後關鍵進球，扭轉局勢的俄文四侯智堯滿心歡喜地說：「不管是嚴肅
的或娛樂性的比賽，我們都好厲害！看我最後一顆三分球，我覺得我是keyman！」
男女混排以一戰決勝負，隊長俄文二徐瑋婷說：「唷呼！壓倒性勝利真是開心。」

大傳系第２５屆畢展 曖昧豋場
人生劇展學生影展補助的影音劇情片
《外星爺爺》以阿茲海默症患者為主
題，內容逗趣又溫馨；行銷組與知名
女性單車Liv Giant、休閒運動鞋New
Balance及內衣EASY SHOP等5個品牌合
作，強化創意整合行銷與動態影像呈
現；專題組主題多元，有以紙紮為主
題的《Creation of Heaven》、年輕媽媽
的心路歷程《囍》等7部作品。想了解
淡江大傳第25屆畢業展覽最新資訊，
可於facebook搜尋http://www.facebook.
com/2011tkuaimer

音樂週

音韻悠揚

音樂性社團聯合主辦的「2011春江淡海音樂祭」於上週落幕，在
「晨光音樂會」展開一天美好的序幕；中午的音樂表演與「樂器體
驗」活動，點綴了海報街和福園；晚上則有音樂社團的成果發表及
校外樂團表演，讓整個校園隨時隨地有音樂相伴！更有跨領域的合
作演出，財經二吳念潔表示，第一次觀摩到眾多樂團的演出，「透
過音樂交流的方式，看到其他樂團的認真演出，感覺很不錯！」
（文／梁凱芹、李又如 攝影／陳芝嫻）

春江淡海音樂祭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大傳
系第25屆「搞曖昧」畢展校內展於16日
（週一）起至19日（週四），在黑天鵝
展示廳「曖昧」展出，並於21日（週
六）於信義誠品展出。
畢籌會總召大傳四邱致潔表示，傳播
產業正處於一個領域彼此匯流而曖昧的
年代，社會需要的是整合性的鬼才，而
我們要將這種曖昧特質發揮的淋漓盡
致，歡迎大家前往參觀。
本次畢業製作的作品分為影音、行
銷傳播及專題創作三組，有榮獲公視

金韶獎全國競歌

日文三 顏靜萱
資傳三 林易祺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本月6日第23屆金韶獎決賽於
學生活動中心盛大開唱。本次最大贏家為由淡江大學日文三顏
靜萱、資傳三林易祺共同創作的「Yet」，一舉拿下創作組冠
軍、最佳編曲和最佳作詞！儘管首次將規模擴展到全台大專院
校，但本校選手表現不俗，順利將大多數獎項留在淡江。
「Yet」主唱顏靜萱的嗓音與歌詞所產生的共鳴，配合著音
符營造出來的意境環繞整個舞台，負責填詞的顏靜萱表示，會
寫這首歌是因為當初日本大地震時，看到新聞轉播災區實況的
瞬間，覺得很不捨與許多的悲傷。
台灣大學機械四謝宗霖和工管四呂奕的「我是一隻小小
鳥」，以完美和諧的合聲和自己部分重新編曲的間奏從新詮
釋，在競爭激烈的重對唱組抱回第一名！這次創作組，有由電
機三林鈺堯運用中西合併樂器演奏，並以「傳統文學」為創作
主題的「墨香河斷」；英文三彭博以外公外婆為主題的客語創
作配上大提琴演奏，也都替今年金韶增添了許多不同的風采。
金韶歷史悠久，除了評審外，吉他社校友、知名藝人盧廣仲
也低調入座在觀眾席中，「很久沒有回來了！也趁著金韶獎這
個機會，回來看看現在的學弟妹！」。本屆金韶總監說：「這
次是第一次將規模從淡江擴大到全國，也是讓全國的創作人能
有平台可以分享交流自己的作品。」

橫奪三大獎

會計週活動精采多元 學子樂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會計系於11日舉辦「唱
會」卡拉OK歌唱大唱，參賽者踴躍且競爭激烈，最後
由會計三蔡謹薇獲得第一，現場並安排抽獎活動，炒熱
氣氛。會計系系學會會長王柔蘊表示，卡拉OK大賽已
經是會計系的傳統，希望能讓大家感受到會計系的活力
和暢快。4日至11日舉辦「會季」的會計週系列活動，
海報街現場擺攤遊戲，讓參與者感受樂趣。
10日晚上則進行「金融戰略王」分組對決遊戲，結合
時事、歷史事件及全球化的影響指標，讓參與者從中學
習到投資理財的判斷力。同時並舉辦餅乾棒傳情活動，
吸引近200人參加，藉此對心儀的人表達情感。會計二
柯翰宗表示：「活動很精彩，雖然沒有抽到獎項，不過
很開心能夠參與。」

網路

台北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5/16(一)~5/19(四)
08:00

諮輔組
B413

5/16(一)~5/20(五)
08:00
5/17(二)
12:00
5/16(一)
12:30 、18:30

諮輔組
B413
學生會選委會
福園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Cross-Cuture You and Me＂Workshop跨
文化適應與人際關係工作坊活動報名（限境外生）
網路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離線ONLINE～心理魔獸劇場
心理劇團體Ⅰ活動報名
第十七屆學生會正副會長候選人
政見發表會

5/17(二)
12:30 、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玩火的女孩」

5/17(二)
13:00
5/17(二)
20:30

大傳系
圖書館2F閱活區

製書新思維與常見問題

淡水校園

5/18(三)
12:30 、18:30
5/18(三)
13:00
5/19(四)
12:30 、18:30
5/19(四)
19:00
5/19(四)
19:0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大傳系
圖書館2F閱活區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西音社
B713
魔術社
活動中心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沒有耳朵的兔子」

LA Style
播放影片「鋼鐵人2」
「Tell us!妳最想知道的製書環節」
播放影片「葉問2」
「旺福小民想講什麼就講什麼」講座
魔幻三角洲
Body Balance
播放影片「慾望城市2」

國交處辦暑期英文練功房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為落實本校國
際化及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國際交流暨國際教
育處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將於6月27至30日，在
淡水校園舉辦2011年「國際視野」暑期生活英
語營，報名自即日起至19日（週四）止。
承辦人國際事務副校長室專任助理李侃諭表
示，英語營要讓同學有更多機會在日常生活中
說英語，對說英語更有信心。活動將以10人為
1組，並安排專題演講、分組工作坊等豐富活
動，且全程使用英語，增加對英語的興趣和
提升表達能力，藉由體驗文化差異增進國際視
野。錄取名單將於20日公布，報名請上http://
enroll.tku.edu.tw/。
另外，為幫助同學順利通過英外語檢定畢業
門檻，國交處配合教學卓越計畫，將於暑假
7月18至28日開設全民英檢中級班、多益班、
托福班，每班報名以100人為限，報名時間自
16日（週一）上午8時至19日（週四）下午5時
止。有興趣的同學可上本校「活動報名系統」
（http://enroll.tku.edu.tw/）報名。

國企四彭忠明贏得本屆金韶獎獨唱組
第一名。（攝影／林奕宏）

意涵深刻，也有諷刺填鴨式教育弊端的意味，老師
上課只為教而教，沒有顧及學生能否吸收，劇中隱
形的刀也讓觀眾深思，到底是誰殺死了學生。
另外，「院花、院草選舉」活動在同學票選下，
由法文二廖甜、楊永傑雙雙奪冠。外語之夜於12日
晚上在學生活動中心熱力登場，除了6系帶來一連串
豐富且性感的舞蹈外，紀佳松、戴愛玲與團體Dream
girls等知名藝人也與同學一起狂歡。俄文四呂欣剛表
示，德文系帶來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有別於女生
跳的性感艷舞，男扮女裝照樣吸引人！

資訊週展智慧生活 校友講座收穫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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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3日圓滿結束。會場展示多項資
工系學生的創意研究成果，前校長趙榮耀受邀開幕致
詞時勉勵表示，同學應向三大方向發展，包括創意產
業，智慧生活以及遠端計畫，並把令人感動的故事變
成數位內容。
學生的專題作品包括「無線遙控迷宮球」、「無線
感測情境燈」和遙控玩具車等，其中，利用手機藍芽
控制燈光開關的精美模型屋最受青睞，不少同學興致
高昂、動手體驗，經濟一甘雅倫體驗後說：「把手機
當作遙控應用在生活中的概念好有趣，但如果使用聲
控操作將會更方便。」
另外，邀請業界校友返校演講，資工三陳翰德表
示，聽完演講後，深深領悟到與工作伙伴保持良好的
友誼，才是讓團隊運作更有效率的不二法門！

蘭陽

淡水

5/19(四)
20:30
5/20(五)
12:30 、18:30

外語週戲劇公演獲觀眾肯定 外語之夜舞出妙性感

【記者梁子亨、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
戲劇公演於5日起在實驗劇場及文錙音樂廳展開，而
外語之夜則有戴愛玲等藝人表演性感熱舞。
各系在戲劇表演手法上不只求新求奇，也不乏反
思教育體制的表現。法文系演出由法國荒謬戲劇名
家尤金‧尤涅斯科所編寫的<課堂驚魂>；英文系則
以美國作家埃德加．愛倫．坡的驚悚作品<陰埋：末
日莊園>當作公演60週年的紀念；而德文系和日文系
對人性刻畫的演出，也深獲得觀眾青睞。法文系公
演導演法文三洪啟翔表示，選擇這套戲是因為劇本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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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女子組銳劍個人賽金牌。教練王順民讚許表示，
陳娟妮擊能突破個子嬌小的限制拿下金牌真的很不簡
單，「期許明年賽事有更突破的表現。」
跆拳道方面，共踢下1金2銀的好戰績，由機電四王
永勛拿下一般男子組87公斤以上金牌，指導教練王元
聖指出，今年作戰策略，把選手參賽的量級往上調
整，提高獲勝機會。「我們花了半年時間蒐集其他學
校的情報，回來再針對每位選手的動作、狀況做調
整。」空手道則由企管三趙謹、企管二黃沛然奪下2銅
的成績，隊長黃沛然表示由於賽前還要兼顧期中考，
對於比賽結果覺得還有發揮空間，「今年比賽大家都
比得很盡興，明年要以奪金為目標！」
網球隊則奪得男子與女子團體銅牌，男網隊隊長物
理所碩一王孝祖表示，球員大多都有發揮出平常練習
的成果。女網隊隊長會計三葉純妤提到，配合比賽場
地，六日也都會到新竹有紅土的場地練習，且教練會
模擬早上比賽時間，調整隊員體能與狀態，在比賽場
上得以完全發揮，桌球方面，則由國企四李欣倚及化
材四葉思樸組成的混合雙打贏得銅牌。

活動看板

實驗劇團獲戲劇節最佳女主角獎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實驗劇團
上月參加「第12屆青年才俊‧大學生競演戲劇
節」活動，以『再見，Des souvenirs』入圍了
最佳團體獎、最佳導演獎、劇本創作獎、最佳
男演員獎及最佳女演員獎等五項大獎，最後則
是由國企三羅湘茹同學榮獲最佳女主角獎。實
驗劇團舞監資圖三王律心同學表示：「能夠
入圍這些獎項就是一種肯定，下次我們會更
努力，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實驗劇團的表
演。」

性騷擾性侵害防治宣傳比賽

外語週戲公演，圖為德文系學生在劇中的逗趣演出。
（攝影／陳芝嫻）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公行系今日（週
一）至20日（週五）在商管大樓前擺攤舉行「公行
週」活動。活動中，只要憑發票，除可獲得學校附
近店家的折價券，還可進行闖關遊戲，只要連闖三
關，就可免費送你吃枝仔冰。另外還販賣手工香
皂、手工餅乾、茶香鳳梨酥等公益商品，還有義賣
心路基金會於7月2日舉辦的新路籃球公益表演賽入
場門票。公行系系學會副會長朱豫瑾表示，本次活
動以「公益」為主題，和心路基金會及喜憨兒基金
會合作，藉由募捐的方式，以發揮公行系的功能，
幫助更多的人。
此外，公行週舉辦公職相關活動，除可在海報街
現場諮詢外，還有專題講座。朱豫瑾指出，想知道
公職相關資訊的人，請踴躍參加。詳情請至公行週
攤位洽詢。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性騷擾、性
侵害防治」主題標語海報設計比賽活動開始
囉！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為讓學生更了解
性別尊重的價值，即日起開放報名至5月20日
（週五）截止，獎金最高3000元，得獎稿件將
協助諮輔組未來的防治宣導。諮輔組輔導員曾
瑋俐表示，這次活動是為了倡導身體自主權的
重要性，讓同學能更了解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
的正確觀念，歡迎有興趣參加比賽的同學，前
往諮輔組B413報名。

企管週邀朗祖筠談夢想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於16日起，
在海報街舉辦「鴨企人生」企管週活動。現場以夜
市為主題安排小吃、棒球九宮格及丟乒乓球等遊
戲，並邀請南山人壽、三商美邦等企業進行諮詢及
徵才活動；還有企管系系學會會長票選。企管系系
學會會長林志偉表示，本次活動安排的很豐富，歡
迎大家前往參與。
在商管大樓將有專題系列演講，邀請台灣永光化
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處副總廖明智，以
「樂活與樂學」為題，與大家分享如何快樂生活，
快樂學習。18日18時邀請全方位藝人郎祖筠，在
B712，進行「感夢行動，照樣精采一生」演講。
企管系系學會副會長林晏茹說︰「本次系列的演講
活動中，講者會以自身的經驗與大家深入分享人生
職涯方向，詳情請洽企管系系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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