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大傳一李又如：神秘的高愛梅終於在上週現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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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代表座談 五虎崗安全受矚 發言踴躍   
日水運會當日有劇祖來校取景，在游泳館拍
攝青春校園偶像劇，女主角飾演一名淡江泳隊選
手，希望自己能實現母親年輕時未完成的冠軍
夢。 攝(影／林奕宏 )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於17日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99學年度第2學期二、三年級班代表
座談會」，由校長張家宜主持，與會班代表約130位，現場
並與蘭陽校園視訊同步連線。會中針對五虎崗停車場、體育
場館使用、校園無線網路、課程教學等讓班代表充分提問，
並由現場相關單位師長進行答覆。張校長更在座談會之初強
調，淡江時報是和學校溝通的重要管道，「希望大家都能養
成閱讀淡江時報的習慣。」
保險三林吉茂建議學校：「五虎崗停車場可加裝反光鏡，
使行車更安全。」總務長鄭晃二表示，感謝同學建議，將於
日後加裝；而保險二李崇佑提到，五虎崗停車場的死角多，
造成許多治安問題，盼學校可以改善。鄭晃二回應道：「周
邊已裝設有4支監視器，也會請警衛多加強巡囉。」資傳碩

二林長緯及中文三李祿鴻表示，傳播館、文學館的無線網路
訊號很差，資訊中心主任黃明達回應，「若遇到此情況，可
直接向網路管理組（分機2628）反應，會立即派人測試並改
善」，另外，也已於100學年度的預算中編列經費，欲汰換
老舊的設備。
中文二劉臻反應，體育館重量訓練室因使用頻率高，健身
器材常損壞。對此，體育室主任蕭淑芬表示，健身器材的
廠商不可能在機具損壞時立即修復，「考慮到重訓室的高使
用人次，已和學術副校長商議新增一間重訓室，或再添購相
關器材。」另外，關於最近校園內的熱門話題「社團學分
化」，有班代提出仍不清楚，學務長柯志恩說明：「已舉辦
過多場公聽會，而此方案會待100學年度下學期才會真正實
施，屆時一定會將資訊透明化，讓大家都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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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大經盃 男排金包銀 男籃勝台大 壘球創十年最佳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在東海大學舉辦「2011大
經盃」於15日落幕，在男排賽事中，本校經濟系及產經
系，先後擊敗清大和成大之後，自家人爭奪冠亞軍賽，最
後由經濟系技高一籌，贏得男排冠軍。此外經濟系還獲得
男子組籃球季軍、女子組排球殿軍、慢速壘球殿軍。
經濟四男排隊長程致綱說：「賽前抱著必勝的決心前來
迎戰，發揮了極佳的團隊合作精神，果然皇天不負苦心
人！」程致綱表示，感謝教練湯榮明帶領大家挺進關鍵的
這一年，與畢業校友葛良駿用心良苦的栽培學弟。經濟四
林郁宸表示，系排就像他們的家，除了每週2、3日利用清
晨或晚上練球，課餘時間隊員也會齊聚練習，同時培養出
實力與堅強的團隊默契。
男子籃球賽方面，經濟系在最後關鍵時刻上演逆轉勝，

以七分之差打敗台大農經進入前4強，最後從34支隊伍中拿
下季軍。經濟系男籃隊長經濟三戴志仰表示，今年陣容縮
小，讓隊員以更嚴謹的態度面對比賽，並且經濟四張德鈞
即使負傷仍堅持上陣，更加鼓舞隊員的士氣，讓大家凝聚
團結力以獲得獎項。
女子排球賽中，經濟系女排從23隊中獲得殿軍。經濟二
女排隊長宣函文表示，每週1、4晚上的練習和賽前的晨間
集訓，讓隊員皆卯足全力學習，並感謝教練陳佩琪辛苦的
技術指導。慢速壘球賽中，經濟系系壘自22隊激烈的纏鬥
中，獲得殿軍。
系壘隊長經濟四黃政昊說：「感謝系隊創始人暨系友林
育璿的力挺與無私的經驗傳承，讓我們締造了十年來的最
佳戰績，期望未來能再創新紀錄。」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由劍道社主辦的「第26屆全國大專盃劍道
邀請賽」於15日舉行，25所來自全國的大專院校，近300位選手在紹謨紀念
體育館展開激烈的比賽，今年本校再創佳績，不僅女子組在過關賽搶下亞
軍，男子組也各在得分賽及過關賽獲得殿軍。
女子組過關賽表現亮眼，一路輕鬆晉級，但在冠軍戰時，碰上交通大
學，雙方戰力不分上下，最後各派主將迎戰，卻以一分之差位居亞軍，劍
道社社長西語研一王珮如說︰「比賽時是需要一點運氣再加上平時的努
力，雖然最後不小心輸掉，但我們還是要以平常心看待。」並建議學弟
妹，上場比賽時，就是要抱持著會贏的決心，才能提高氣勢。
而男子組方面，在預賽時劍道社男隊長德文二李飛鵬以一打五，輕鬆打
敗龍華科技大學，順利通過預賽，但在決賽時每況愈下，最後在殿軍止
步，而過關賽的冠亞軍則被台北體育學院包辦。李飛鵬惋惜地表示，和去
年相比，雖然有些退步，但大家都已盡力，期許明年能爭奪冠亞軍。

全國日語辯論大賽 本校團隊第3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淡
江盃全國日語辯論比賽」於14、15日
在驚聲大樓教室及國際會議廳舉行，
全部賽程均以日文進行。參賽隊伍來
自文藻、東海等10所大專院校共80多
人參加，本校除了榮獲團體組第3名
之外，日文四羅崇偉獲得最佳反駁；
日文四王嘉淇獲最佳再反駁；日文四
鍾勵進、莊蓓樺也各獲最佳結辯等獎
項。
比賽論題為「在台灣國小英語教
育，是或非？」參賽者各個思路清
晰、辯才無礙；初賽以抽籤方式輪流
對辯，第一場辯論是「是」方，第二
場辯論可能就是「非」方，隊員們答
辯時必須細心琢磨，以免前後自相矛
盾，過程激烈緊張。日文四金瑋琦表
示，愈符合時事的議題，複雜度愈
高，「當我找到論點表達出來時，心
中馬上會跳出另一個聲音告訴我哪些

本校劍道社在第 屆全國大專劍道邀請賽中，女
子組勇奪亞軍，男子組贏得殿軍。 攝(影／張峻銓 )

全國大專盃劍道邀請賽 女子組亞軍 男獲殿軍

實驗劇團期末公演 從世界末日反觀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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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實驗劇團將於31日至6月3日晚間7時
在文館L209展開為期4天的期末公演，即日起至周五上午10時至5時在商
館前（靠近驚聲書城）開放售票，票數有限，售完為止。
每年公演都會造成轟動的實驗劇團，今年將演出「Death’s Knock」、
「嗚呼」及「世界末日的婚禮」三部戲碼。「世界末日的婚禮」，描述
一個悲觀男孩和一位樂觀女孩，在世界末日前的三個小時相遇，兩個極
端不同的人，將交會出怎樣的火花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前往購票。

外語戲劇公演圓滿落幕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外
語學院一連串的戲劇公演讓戲迷們
過足了癮！繼德、法、英、日等系
之後，俄文系及西語系也分別於13
日及16至18日在實驗劇場演出。俄
文系以灰姑娘為藍本，劇情輕鬆幽
默；西語系則探討盲人的內心世
界，帶領觀眾重新認識視障者。
西語系演出《熾熱的黑暗》為觀

不成立，那種矛盾感，我想就是辯論
最有趣的地方。」隊長日文四黃盛安
心有不甘地說：「去年拿第3名，今年
又是！希望學弟妹有所突破，拿到第1
名。」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會於
18日在H109舉辦「2011春季北區大學校際
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之受贈儀式」，募款
總金額為新台幣145萬8,505元，比去年多近
29萬元，是歷年來的最高紀錄。本次義賣供
邀請到327間廠商提供贊助，動員6校近400
位同學投入活動。
本校在這次義賣中，結合蘭陽校園共募約
80萬元；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說：「愛心是
無形的價值，今年募款金額的成長，是廠商
的幫忙、學生的努力及大家的愛心，希望未
來這種氣氛可以擴散出去。」

王志豪
物
人
題
話
園
校

【記者王育瑄、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第25屆畢業展覽「搞曖
昧」於19日圓滿結束。本次畢展中，以「高愛梅，我暗戀你很久了」為
主題，在書卷廣場的白色雕塑物貼上宣傳標語，吸引《蘋果日報》、
《東森新聞台》、《自由時報》等媒體報導，成功的創造新聞話題。校
長張家宜開幕致詞時讚賞，大傳系同學創造話題人物「高愛梅」帶動畢
展話題及創意。校外展21日在信義誠品6F展出，由BOMB U行銷團隊的
「心正妹的曖昧派對」開場，大傳系學生身穿馬甲和內衣進行素人正妹
內衣走秀活動，讓整個氣氛很熱烈，吸引眾人目光。
此外，影音組《外星爺爺》以阿茲海默症的老人，關懷台灣高齡化現
象，獲公視人生劇展學生影展等補助，統計二陳昱霈表示，「《外星爺
爺》讓人非常感動，演員演技細膩，劇情很讓人動容。」大傳系系主
任楊明昱表示，畢展的努力不是為了學分，而是每個人實現對自己的承
諾，出社會後期許大傳系學生永遠都要記得關心周遭的人事物。

商管學會會長企管三林佳璇表示，在名
人捐贈物品競標活動方面，共募得3萬4900
元，其中總統府提供的珠寶盒由本校校長張
家宜標得，前副總統呂秀蓮的蓮花對杯、
新北市長朱立倫的簽名書等5項物品皆由本
校學生標得。這次在校友捐款部分高達11萬
6834元，而活動前義剪券販賣也有11萬3760
元，義賣所得將全數贈給罕見疾病基金會、
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台東市偏
遠地區國小圓夢專案。林佳璇表示，這次事
先規劃將義賣所剩的物資捐贈給其他單位，
期許能幫助更多需要幫忙的人。

歡迎讀者提供校園話題人物的蛛絲馬跡!
請打專線:02-26250584或E-mail至ab@oa.tku.edu.tw

「只有踏出那未知的一步，才有機會感受到不一樣的東西。」保險四王志豪，
隻身旅行過印度、尼泊爾、中國與菲律賓長灘島等國家，是個標準的背包客，他
追求的是「刺激的冒險」，不害怕語言的隔閡，也不畏懼身處的環境多麼惡劣，
王志豪總是勇敢地去征服這些阻礙。
回憶起最難忘的旅行經驗，是在西藏，因為時間太晚無法回到拉薩，在茫然不
知道何去何從之際，剛好遇到一個趕著羊的牧民，「牧民看我自己一個人，也沒
有地方好去，就讓我先借住他家一晚。」牧民熱情的款待他，甚至也把床讓給他
睡，但最讓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看到早上的晨曦照著還沒融化的白雪，「那淡
淡的光映在雪上的美，讓我感到就算旅程再怎麼波折，最後都值得了！」
王志豪在旅行前的規劃，以「隨性」為原則，「我通常只會先查查大概的環境
狀況，之後一切都是按照心情決定行程。」家人也習慣了他愛好冒險的衝勁，放
手讓他去闖；之前和家人跟著旅行團去關島，「我真的受不了那些乏味的行程，
我只想自己去冒險！」在關島最後一天，自己脫隊去騎單車環島，結果晚上趕不
回飯店，在路邊一座小涼亭睡了一晚，隔天早上才趕回去搭飛機，「雖然免不了
家人一頓罵，但我也不後悔。」
日前參加師培中心舉辦的即席演講比賽獲得第1名，口才相當好的王志豪，以
從事旅遊節目主持人為目標，旅遊節目《冒險王》主持人宥勝，就是他崇拜的偶
像，「我希望能把我的長處跟冒險探索做結合，和大家分享我所經歷的每段旅
程！」（文／梁凱芹、攝影／張峻銓）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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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上了一堂視障教育課，劇中演員
對失明下了不同的定義，向觀眾道
出了視障者心中的所感所想，並在
結束時，播放引導視障者走路的教
學影片，喚起大家的關心。
導演西語四張家豪說：「希望
《熾熱的黑暗》可以讓劇組及觀眾
更了解盲生的生活狀況，向盲人的
世界再延伸。」

淡江達人出爐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誰能媲美淡江之最？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與樸毅青年團16日合辦「淡江
達人-WOW九厲害」決賽，經過一番龍爭虎鬥，選出
各領域達人，包括「紙與美術宣傳品達人」化材四王
政源、「娛樂性及魔術達人」化材四朱耿慶、「汽球
達人」資統三吳易儒、「服務達人」公行四曾珮京等
16人，詳細結果公布於生輔組網頁。吳易儒說：「接
觸造型汽球2年多了，很開心能得獎，未來將精益求
精，希望能在淡江推廣造型汽球。」
生輔組組長白怡昌表示，這次只是初步選拔，未來
將開放學生網路投票且歡迎同學來PK挑戰。16位達人
之後將再選出9位，在週會中分享學習成長歷程。

飢餓12 體驗 聲樂家鍾季霖獻聲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樸毅志工社主辦的
「餓鄰依依－餓是力」世界展望會「飢餓12體驗營」於15日
在淡水校園舉行，活動期間全面禁食長達12小時，吸引本校
30位同學參與，活動開始前，課外組組長主任曲冠勇及樸毅
志工社指導老師江夙冠也到場替同學加油勉勵，而樸毅志工
社也計劃捐出一半的報名費收入，供世界展望會作人道救援
之需。
活動負責人英文二柯筱凡強調，全球有多達9.25億的飢餓
人口，此次活動旨在讓同學能更珍惜身邊資源，並以實際行
動響應；在長時間不進食的狀態下，藉由大地遊戲、話劇發
想等一系列的活動來提振士氣，並在音樂晚會中邀請第五屆
台灣國際重唱大賽最佳獨唱鐘季霖登台演出，為體驗活動的
鬥士們畫下難忘的句點。法文二黃詩涵表示，從高中到大學
想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因此選擇參加這個活動，「雖然最
後大家都累倒了，但還是覺得很開心。」

活動看板
蘭陽

網路

淡水

台北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5/23(一)-5/27(五)
08:00
5/23(一)-5/27(五)
08:00
5/23(一)-5/26(四)
08:00
5/23(一)-5/30(一)
08:00
5/23(一)-6/3(五)
08:00
5/24(二)
19:30
5/24(二)
19:00

諮輔組
B413
諮輔組
B413
諮輔組
B413
諮輔組
B413
就輔組
B413
口琴社
文錙音樂廳
星相社
E301

離線ONLINE~心理魔獸劇場-心理劇團II
活動報名
捍衛我的身體主權-「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主題海報設計比賽活動報名

5/24(二)
08:30

圖書館非書組
U203、鍾靈化學館3F

汰舊期刊
教師及義工免費選取

5/25(三)
08:30
5/25(三)
09:00
5/26(四)
20:30
5/26(四)
09:00
5/26(四)
18:30
5/27(五)
12:00
5/27(五)
09:30
5/28(六)
18:30

圖書館非書組
U203、鍾靈化學館3F
中文系
SG319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台灣歐盟中心、歐研所
驚聲國際會議廳
鋼琴社
驚聲廣場
紹謨紀念體育館
SG245、SG246
台灣歐盟中心、歐研所
B302A
國際標準舞社
學生活動中心

汰舊期刊
職員及學生免費選取

淡水校園

電影賞析-生命的舞動活動報名
讓心田飛翔電影賞析活動報名
UCAN平台「職業興趣探索測驗」
測驗網址 Http://ucan.moe.edu.tw
成果發表會
塔羅占卜實戰

五虎崗文學獎決審會議
暨頒獎典禮
Nike Dynamic Yoga
歐洲多元文化論暨
第一屆歐洲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期末音樂會-「希臘神話」
體育教學知能成長研習會
「歐洲多元文化」論壇
第一屆全國歐洲研究生論文發表成果會
「五月映画」- 國標社成果發表

台北校園
5/24(二)
12:30
5/25(三)
12:30

圖書館非書組
台北校園5樓
圖書館非書組
台北校園5樓

汰舊期刊
教師及義工免費選取
汰舊期刊
職員及學生免費選取

學生會２４日起投票選舉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第十七屆學
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將於24日（週二）至26日
（週四），早上10時至晚上7時進行投票。第
十七屆學生會選委會主委中文二蘇敬媛表示，
此次改選雖然僅1組候選人，但採同額競選方
式，投票率必須達到全校學生的15％，否則將
必須面臨解散危機會，在此呼籲同學們踴躍投
票，支持學生會，捍衛學生權益。
學生會會長候選人為財金二徐振傑，副會
長候選人為公行二簡巧玳，皆參與舉辦過如
「忘春瘋」演唱會和藝術季等大型活動，也提
出了許多學生權益的政見，確立校務會議的合
法度，及爭取更多關於學生自治會議的學生席
次，並將更落實學生申訴管道的暢通。
參與同學記得要攜帶學生證，至校內各投票
區如新工館、商館二及三樓、驚聲大樓、文學
館、科學館門口等處進行投票。而蘭陽校園的
投票時間為24日早上10時至晚上7時，地點在
圖書館門口前。

佛學社成果展 免費素便當結緣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正智佛學社和
教職員佛學社將於24日至27日上午11時至下午
6時，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佛誕日浴佛活動暨
素食介紹─「浴佛素素看」，正智佛學社社長
中文二謝璐羽表示，除了有浴佛和展示活動
外，每天中午也準備上百份免費素食午餐，與
全校師生結善緣，藉此宣導素食的好處。
謝璐羽表示，希望讓從來沒有接觸過的同學
了解浴佛節的意義。此次成果展結合祈福活
動，現場將有酥油燈與吉祥籤，讓參加的師
生可以為自己求願，或是替日本311受災者祈
福，也可以求籤解惑，展期每日下午將有中台
禪寺的師父至現場為同學解籤及開示，歡迎全
校師生共襄盛舉。

運管週開幕 秀藍寶堅尼跑車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運輸管理系今
日(週一)至27日(週五)在海報街舉行「運管週」
活動。23日開幕現場由新北市交通局提供警用
重型機車、道路救援車進行交通安全宣導並讓
同學試乘，且現場展示藍寶堅尼跑車、nissan
節能車等多種環保車款提供。現場還有「交通
100問」活動，第1名可獲得3000元獎金。運輸
管理系系學會會長運管二吳孟宸表示，活動以
「擁抱無碳新生活」為主題，強調「環保」的
重要性，希望同學能從這次活動中，看到運輸
工具的演進。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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