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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害防制 本校獲教育部 國健局最高補助獎勵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及行政院衛生署國民健康
局共同主辦100年度大專校院菸害防制計畫甄選，共計有全國40所
大專校院參加，本校今年再次獲得全額最高補助金額5萬元整。生
活輔導組教官尤臺蓉表示，今年擴大舉辦反菸連署、反菸創意短
片和尋找萬人迷等相關活動，加強無菸勸導，以期讓公共空間完
全杜絕二手菸的污染。
尤臺蓉補充表示，去年計畫執行得到全國大專院校第3名的評
價，補助金額將全數投入各項菸害防治活動，希望持續透過舉辦
活潑、有趣的活動，凝聚反菸意識，營造無菸校園。
在校園推動菸害防制工作方面，目前除了軍訓室教官每日編組
自上午8時至晚間9時，分6個時段在校園內勸導與取締工作外，生
輔組也成立無菸害勸導隊，利用每日中午至校園內、外勸導，本
學期至目前為止共計有志工80人次，校內勸導276人次，大學城菸
害勸導339人次，並有116人簽署了無菸宣言，表示只在吸菸區吸
菸。
月初舉辦的菸害防制成果展計有665人次參觀，在回收問卷調
查結果顯示，其中認為校園菸害環境良好者只有26%，支持學校

化材系系旗設計 資傳三翁培軒獲獎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系舉辦系旗設計比賽，經該
系系友會、教師評選，以及化材系同學投票，結果出爐。資傳三
翁培軒從20多件作品中，以壓倒性的票數奪得第1名，獲獎金5千
元；化材碩二朱婉婷及化材三蘇雅涵則獲選為入圍，各得獎金1千
元。頒獎典禮將於31日中午舉行。翁培軒表示，沒想到獲第1名，
「能夠學以致用得到肯定，真是一件很令人興奮的事。」
該活動係化材系為慶祝創系40年週年。翁培軒的設計理念以化
材系的系徽為主，他解釋：「用復古的配色展現化材系既研究創
新又擁有長久歷史的形象，並利用五道光芒呈現化材系如太陽般
發光發熱的一面。」化材系系學會會長化材二李政勳表示，往年
大都以素面、簡單調性呈現系旗，而第1名的作品風格活力、亮
麗，很有陽光的感覺，讓人耳目一新，因此得到大家的青睞。

全面禁菸的有93%。尤臺蓉發現目前在大學城及水源街仍有許多
同學隨意抽菸及亂丟菸蒂，根據生輔組統計資料，在全校近3萬
人中，吸煙人數約1千人，比例不到4%；儘管問卷中有78%的同學
認為非吸菸者的權益受到影響，但在校園內看到違規吸菸者，僅
10%表示會前往勸導。
尤臺蓉呼籲：「菸害防制勸導需要師生們一同發揮道德勇氣，
拒吸二手菸，找回無菸害的公共空間使用權。」校規規定，檢舉
達9人以上，可以獲得宿舍床位及小功1支，作為獎勵。

2011全國大專盃馬術錦標賽 本校戰績輝煌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由中華民國馬術協會主辦、本校
馬術研習社協辦的「2011第一屆全國大專盃馬術錦標賽」，22日
於淡水山海觀馬術俱樂部熱鬧開賽。除了台大、清大與交大等18
校，共40位馬術好手齊聚一堂之外，比賽還出現了2位國手級的參
賽者，而本校在強敵環伺下，成績依舊亮眼，會計二曾美雲、日
文二吳妃如分別獲得馬場馬術B1級亞軍、季軍；日文三林嘉欣獲
得馬場馬術B2級季軍；機電三謝騰賢獲得難度最高的Preliminary
級亞軍。
其中，曾美雲和吳妃如皆為第一次出賽。曾美雲表示，會接觸
馬術是因為家鄉澳門沒有這項運動，覺得很新奇，想嘗試看看。
吳妃如則表示，大一才開始接觸馬術，每週有4天到馬場練習，比
賽前幾天還出了小車禍傷到腳，甚至擔心因此不能出賽，沒想到
很幸運地得獎了。初體驗就有好表現的她們笑著說：「之前的辛
苦的都值得了。」
障礙賽冠軍由來自台灣體育學院選手，同時也是2006年亞洲
盃、東亞盃國手黃駿傑獲得；而代表台北教育大學以及2010廣州
亞運國手的盧亭瑄，則獲得馬場馬術Preliminary級冠軍。兩位精彩
的表現為比賽增色不少。
在比賽中有2位本校選手曾不慎摔馬，現場氣氛頓時變的緊張，
所幸她們立即從紅土中站起，微笑著揮揮手表示並無大礙，表現
了運動家精神，觀眾皆給予熱烈的掌聲。

2011全國大專盃馬術錦標賽，本校選手戰績不俗，圖為
機電三謝騰賢，面對國手級競爭對手仍能從容應戰，並在
難度最高Preliminary級獲得亞軍。（攝影／林奕宏）

國樂社校友與在校生喜相逢 60多人接力演出

日本裹千家茶道名譽師範關宗貴女士(前排左4)於月中來校指導，與日本文化研究社
師生合影，並勉勵同學朝茶道的最高精神邁進。（攝影／洪聖婷）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文化研究社近期舉辦一系列活動，邀請日本裹千
家茶道橫濱支部幹事長名譽師範關宗貴來校，與社員交流茶道，其豐富深邃的涵養與
智慧，讓同學獲益匪淺。社長日文二蔡瑞廷表示，關宗貴女士同時也是社團茶具的贊
助者，對社團相當關心與重視。
蔡瑞廷表示，社團於去年10月加入日本裏千家海外大學茶道聯盟，因此，該場茶道
交流具有相當代表性的意義，關宗貴女士細心地指導學生每個製茶動作，一旁觀看
的同學聚精會神地學習，師生互動良好，關宗貴女士在課後讚勉道：「參訪那麼多
大學，淡江日本文化研究社是第一個穿著正式和服向我學習茶道的社團，我非常感
動！」期許社員們日後能朝茶道中最高精神「一期一會」，那種將每次見面都當此生
最後一次見面的心意，珍惜每個當下緣份的境界邁進。
另外，日本文化研究社也在20日下午，舉辦3週年成果發表會。除了展示茶具與和
服，現場也示範和服穿著與茶道表演。日文系助理教授暨社團指導老師廖育卿表示，
以往日本研究社是以日本舞為主，今年學習主題回歸茶道，主要是希望同學除了學習
茶藝與其中的哲理外，也能體認日本文化之美。

佛學展推廣素食 減緩全球暖化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正智佛學社與
教職員佛學社，於24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盛大的
成果展-『浴佛素素看』，透過免費齋菜與浴佛等
祈福活動，吸引許多同學參與。學術副校長虞國興
參與展覽開幕時表示，十分佩服佛學社推廣素食的
精神，吃素食能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可以減緩全
球暖化的速度。
資管一黃韻容表示：「現場氛圍與步置讓我的心
情頓時平靜下來，透過參與點燈、浴佛的活動，學
習到自省的能力，這是十分特別的感受。」正智佛
學社社長中文二謝璐羽表示，第一次嘗試以素食為
成果展主軸，希望藉由素食的分享推廣佛法的大義
和傳達環保的概念。

校園話題人物 希•雅飛動

學生會改選徐振傑 簡巧玳任正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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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5/30(一)
08:00

體育室活動組
SG301

全校撞球公開賽報名

5/30(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北國性騷擾」

5/31(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窈窕老爸」

5/31(二)
19:00

管樂社、弦樂社
學生活動中心

期末聯合音樂會「愛管弦事」

5/31(二)
19:3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有土、詩、有才」
-劉榮倉、黃培育、趙倩筠創作音樂會

5/31(二)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Nike Training Club

6/1(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嫌豬手事件簿」

6/1(三)
18:00

西音社
覺軒花園

西洋音樂社期末成果發表會之西音俠

6/2(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自由大道」

6/2(四)
18:30

詞曲創作社
覺軒花園

詞曲創作社完全創作成果發表

6/2(四)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ody Sculpt

6/3(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渺渺」

6/5(日)
18:30

舞研社
學生活動中心

舞研社成果展－戰舞

淡水校園

音籟之美音樂會 3日登場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僑
生輔導組將於6月3日晚上7時，在文錙音樂廳
舉辦「音籟之美」音樂晚會，特別邀請到多障
音樂天才廖庭澔演奏手風琴，以及全台首位罕
病街頭藝人張瓊玉獨唱，不僅邀大家一同享受
音樂，也希望透過他們的演出，將生命的力量
傳達給每個人。
廖庭澔雖全盲及多障，仍將上千首樂曲憑記
憶在腦海，突破多重障礙，用音樂走出生命的
藩籬。張瓊玉是國內第一位從事街頭藝術表演
工作的罕見疾病患者，前前後後經歷過八次手
術，然而這不減她對夢想的追求，以歌聲唱出
對生命的熱愛與強韌的意志力。僑輔組主任陳
佩芬表示，這次音樂會希望聽眾能夠享受天籟
之音，感受生命的屹立，讓心靈更有所成長，
歡迎全校師生一同來觀賞聆聽。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經過上週的投票
後，「第17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結果在26日
出爐！學生會正、副會長由財金二徐振傑及公行二
簡巧玳當選，將於7月1日交接。此次選舉共5208人
投票，投票率僅達到18.74％。簡巧玳表示，學生
會在未來會做好校方與學生之間的橋樑，並積極爭
取學生之權益。徐振傑開心地說：「感謝同學的肯
定，未來一年會更努力讓大家知道學生會在做什
麼。」學生會選委會主席資工三黃雅聖表示，投票
率低於往年，可能是選舉前批批踢上有人發黑函的
關係。黃雅聖也呼籲同學下一屆改選時，要更踴躍
參與投票，不要忽視自己的權益。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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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旺福樂團小民回校談創作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西洋音樂社前社
長，樂團旺福主唱兼吉他手小民回來了！西音社日
前舉辦「想講什麼就講什麼」講座，除了分享音
樂創作的經驗，面對現場同學的問題，更是來者不
拒！小民建議多接觸不同類型的音樂，「不喜歡的
東西越多，寫的歌就越單調；而你現在不喜歡的音
樂，說不定是你之後的靈感來源。」英文一夏君儀
最大的收穫，就是不要怕寫「芭樂歌」，想寫什麼
就去嘗試，「雖然小民是公眾人物，但是完全沒有
架子，相當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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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是在遙遠的台北出生！」未來所碩二希•雅飛動解釋自己的名字在達悟族語
裡表示「遙遠」，說明在故鄉遠方誕生的意思。身為海洋民族，他也自比為水，「就像
水一樣，我喜歡流浪的感覺。」
希•雅飛動替「430反核大遊行」設計宣傳海報，身為一位蘭嶼人的他表示，參與反
核活動，對他來說似乎不像是為了抗議核廢料囤放的使命感，而是一種場景召喚，甚至
是一種儀式，不像以往穿著丁字褲、弱於表達的抗爭前輩，希•雅飛動藉由美術設計的
才能，來追尋著他們的步伐，保護自己的家鄉。 大學時期接觸鄉野調查，體認到大多數
利益都不會回饋到當地居民身上的事實，他認為很多社會權力關係並不公平，於是開始
接觸社會運動，特別關心弱勢團體、種族及環境等議題。
將自己定位為傳統與新世界的橋樑，希•雅飛動利用自身的設計才能，以最直接的視
覺衝擊向社會說明活動的精神，亮黃色的海報中搭配著兩個身穿蘭嶼傳統戰士服，手裡
握著禮刀與長茅，顯示以傳統的力量與現代社會的抗衡。他認為社運應該更開闊，網羅
不同領域的人才，「我就是這種在社運體制之外可以幫助他們的人。」
談到作品與設計，他認為故鄉蘭嶼有一定的影響程度，從國小到國中成長過程的蘭嶼
印象，以記憶的型態醞釀出許多鮮明的夢境，而作品的用色及構圖靈感，抽象而繽紛的
筆法，就是他把夢境想像捏塑到現實世界的過程。
他身穿活潑的顏色，內心卻很穩重；身在台北讀書，心思卻牽繫著故鄉蘭嶼的一草一
木，他是希•雅飛動。(文/余曉艷、 圖/洪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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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子的旋律起伏，讓人想起童年的歡樂時光！
而當天也出現了第二代的傳承，謝子庭的媽媽宋
雲橋也是國樂社以前的成員；宋雲橋表示，因為
Facebook的出現讓歷屆校友有一個平台可以團聚，
才出現把校友們找回來一起表演的點子，雖然聯絡
過程和練習很辛苦，但是大家都願意挪出時間來，
讓她很感動。

蘭陽

淡水

大陸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位
於北京，創立於1978年，為大陸國務院批准
創辦的第一所研究生院，是一所專門從事
碩、博士研究生教育的新型現代化研究型高
等院校。該校與本校於1992年1月締結成為
本校在大陸的第1所姊妹校。
該校擁有3個教學園區，設有15個學院，
共3萬5千餘名學生、320餘位兩院院士；有
8100餘名碩博士生指導教授，直接參與研究
生的培養和指導工作，擁有以研究所為基礎
的高水準師資和一流科學研究條件。該校也
聘請世界一流的科學大師、學術巨擘授課、
講學，並與國內外學術界聯繫密切、交流頻
繁，使學生能即時獲知世界科技各專業領域
最新穎的研究狀況，以及各種學術動態。該
校副校長葉中華及教授代表呂本富曾於本校
60週年校慶時來校祝賀；本校管理學院研究
生並曾於2008年與該校進行MBA研究生交換
計畫。（江啟義整理）
圖片來源：http://souky.eol.cn/HomePage/index_1110.html
啟事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魔術社於19日在學生活動中心
舉辦第3屆成果發表會「魔幻三角洲」，入場前活動中心外早
已聚集了不少的魔術迷等待進場，其中不乏有附近住戶或家長
帶著小朋友前來觀賞。
除了流利的撲克牌魔術外，色彩繽紛的魔傘秀、魔力四射的
光環秀和巧妙奇幻的魔球秀也都相當受到觀眾喜愛，表演者們
隨著音樂的節奏展現出純熟流暢的表演，所有表演者中唯一的
女生，資圖二廖子揚帶來「魔法小女僕」，甫出場就引起台下
一陣騷動，甜美可愛的笑容加上俏皮逗趣的表演，讓台下觀眾
們忍不住大聲叫好！
「魔幻三角洲」活動除了吸引他校魔術社前來觀摩，也邀請
到台灣魔術界好手前來齊聚切磋，知名魔術師羅賓幽默搞笑
的蛋袋魔術，加上口技模仿秀，讓全場氣氛瞬間HIGH到最高
點，羅賓老師還偷偷透露給觀眾一招繩子魔術的技巧，讓台下
許多熱愛魔術的觀眾們紛紛拍手叫好，土木二陳奕帆同學說：
「羅賓老師的表演真是超有趣！一顆雞蛋居然可以在袋中憑空
消失，真是太神奇了！」社長資管四陳昱安欣慰地說：「今年
是我在魔術社的最後一年，看著所有人一路不畏艱辛的努力，
到今天可以站在台上表演，真的很感動。」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國樂社在校生與
校友20日晚間於活動中心「喜相逢」！適逢45週年
慶，特別邀請校友組團演出。結合在校生共60多人
接力演出約兩個小時，進行一場跨越世代、回溫舊
情的演奏交流，場面相當溫馨。社長保險二謝子庭
表示，這次國樂社期末公演真的是經過每位社員及
校友努力而來的，即使在缺乏練習時間的情況下，
大家仍努力不懈，期望能帶給大家最精彩的演出！
一開始由在校生樂團的＜豐收鑼鼓＞開場，接下
來是運管四朱吾雙、會計四童惠慧帶來多首默契十
足的協奏曲，充滿磅礡之感又不至搶了主奏風采。
而新生的表現也相當精彩，由保險一羅仁甫、歷史
一胡宗傑演奏活潑的＜雙笛協奏曲＞，兩人在表演
之餘還有逗趣的互動，初學的見習團也帶來耳熟的
＜望春風＞等曲子。接著壓軸的校友團表演4首曲
子，現場安可聲不斷，為此次公演畫下完美句點。
歷史三陳俊宇表示，最喜歡的是＜童年的回憶＞，

活動看板

本報825期新聞，全國大專盃劍道邀請
賽之主辦單位為體育室，參賽隊伍為本
校劍道隊，在此更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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