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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四謝孟席：我真的要畢業了嗎?

體育交流 女網隊參訪廈門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女
子網球隊於上月28日先後前往廈門大學
與香港中文大學，除與兩校女網隊進行
交流友誼賽外，也參訪當地的人文古
蹟，體育室體育活動組組長陳逸政表
示，原本在學期初便已規劃到日本姊妹
校進行體育交流，因碰上311大地震與海
嘯，而改往廈門及香港中文大學。
女網隊在去年打敗北區20多所大學贏
得冠軍，今年獲得前往姊妹校進行體育
交流的機會。教練體育室講師范姜逸敏
表示，女網隊在友誼賽的表現良好，只

是在信心的部分需要再增強些，實力才
能正常發揮；她認為，女網隊每週都有
固定練習的時間和場地，加上每位隊員
都肯吃苦，私底下會去做重訓和體能檢
測，訓練有素的成果下，贏面自然比廈
門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都還要大。
范姜逸敏表示，這次友誼賽大家都能
抱持著平常心，因此可以充分發揮、贏
得勝利，希望未來每位隊員在正式比賽
的時候，也可以嚴謹準備、輕鬆面對，
不要被緊張的因素影響，「增強信心是
我們淡江女網隊還需要改進的部份。」

隊員財金四許君盈表示，廈大的同學
很熱情，校園場地很大，還有秀麗的湖
光山色，而香港中文大學曾來校交流，
因此都還蠻熟悉的。這是她第一次到大
陸，開闊視野，收穫良多。
本校校隊今年在大專盃表現優異，如
游泳隊創下有史以來的最佳戰績，而足
球隊全國制霸；陳逸政表示，校長為了
鼓勵校隊選手能精益求精，曾允諾讓冠
軍隊伍到姊妹校進行體育交流，目前體
育組有在評估規劃相關措施，爭取出國
進行友誼賽交流的機會。

淡水老街駐唱的唱遊人阿杰，道出街頭藝人的演藝歷程與心
聲。製作影片的組員之一，日文進四李柏萱表示，街頭藝人並
不單只是為了生活而表演，更是為了對夢想的堅持及對表演的
熱情；希望能讓觀眾對街頭藝人有更多的認識與支持。
「傳遞幸福的郵差先生」則記錄了郵差的工作點滴，與收信
人看到郵件時，所感受到的幸福。一幕又一幕溫馨的趣事讓觀
眾不禁會心微笑。現場有不少日文系三年級學生前來觀賞，日
文三羅世琪表示，影片內容做到了與觀眾心靈上的互動，但如
果能更詳細介紹影片的創作靈感及心得會更棒！

管樂、弦樂期末愛管弦事 掌聲中落幕

英文四蔡宜儒身穿和服，以長笛演
出，令人耳目一新（攝影／林奕宏）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
弦樂社聯合期末音樂會「愛管弦事」於上
週二圓滿落幕。整場音樂會兩社分別演出
7首樂曲，其中管樂社有4位應屆畢業生擔
任獨奏者。管樂社社長產經二鍾晉豐表
示，「每年都會讓大四的學長姐演出協奏
曲，這是一種傳承的感覺。」
上半場管樂社帶來多首精彩的合奏曲
目，並重現今年在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拿
到特優的〈給太陽的讚歌〉，莊嚴的樂
音令人動容。協奏曲則包括：英文四蔡
宜儒身穿和服，以長笛演出傳統的日本
安眠曲〈子守歌〉，令人耳目一新。統
計四聶勻方用2根琴棒，在馬林巴（低音
木琴）上敲打出俏皮可愛的〈Concertino

for Marimba and Winds〉；資圖四王創宏
以上低音號「唱」出〈我親愛的爸爸〉，
資訊四許俊彥演出典型英國進行曲風味
〈Concerto for Alto Saxop〉。
下半場由弦樂社首先便以布拉姆斯粗
曠、活潑的〈第五號匈牙利舞曲〉作為開
場，約瑟夫‧史特勞斯〈撥奏波卡舞曲〉
及德利伯〈撥奏舞曲〉皆讓觀眾看見弦樂
以撥弦的方式，呈現樂曲中的故事情節。
最後在長達30秒的掌聲與安可聲之後，由
管、弦樂一同演奏知名的愛爾蘭踢踏舞曲
〈火焰之舞〉，曲畢便起身鼓掌的產經二
彭健竹說：「現場觀眾一起拍手，融入相
同的節奏中，很感動。」這樣熱鬧的氣氛
為音樂會劃下完美句點。

舞動青春 永遠不回頭 熱舞社成果展真有看頭!
【記者湯琮詰、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熱舞社成果展
於上月29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第15屆成果發表會，展
示過去一年的練習成果，並邀請了文化大學、台灣大學
熱舞社及知名職業舞團，如「Lumi All Star」、「Merry
Monarc」、「Booty Pop」等舞蹈團體參與表演，吸引了
近300位同學到場欣賞。
表演間的串場是由社員扮演蝸牛和蠶寶寶賽跑，搭配校
園民歌「永遠不回頭」，為熱舞表演製造反差效果，觀眾
欣賞到不同風格的表演，報以熱烈的喝采聲，甚至起立叫
好，熱舞社社長航太三郭力文解釋，為了讓觀眾在觀賞下
一段表演之前有沉澱心情的時間，期間會不時穿插經過巧
思的小短劇來串場，蝸牛和蠶寶寶賽跑的短劇從去年沿用
至今，在娛樂觀眾之餘，也象徵了熱舞社對在「跳舞」道
路上永不放棄的堅持。
活動執行長財金二李倩儀則說，這次表演有達到預期要
給觀眾的「遊樂園」氣氛，表演得也很開心！資圖二楊雅
婷表示，她最喜歡的表演是由大一社員「無敵風火輪」的
表演，整齊又充滿活力的步伐。日文進一張皓宇表示：
「我對Lumi All Star的表演最有印象，因為高中上過他們
的課，還蠻喜歡他們跳有點類似芭蕾的舞風。這次的成果
展營造得很有氣氛，社員們的表演也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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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6/7(二)~6/10(五)
08:00

師培中心
Q303

史懷哲服務團報名

6/7(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華爾街-金錢萬歲」

6/8(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艾蜜莉的日本頭家」

6/9(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男人百分百」

6/10(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型男飛行日誌」

淡水校園

舞月映画 魅力奔放!
國際標準舞研習社28日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期末成果展『舞
月映画』，此次成果展以「卡通風」為演出主軸，如配合灌籃
高手、OPEN小將、數碼寶貝等音樂展現國標舞技，現場吸引
了吸引近200位觀眾來一睹風采。
國標社社長法文三何念臻表示，這次活動籌備將近一個月的
時間，社員們都十分的認真策劃與練習，有別於傳統國標舞表
演，串場時由舞者扮裝為月光仙子、花媽、兩津勘吉等熱門卡
通模仿秀，帶動全場氣氛，觀眾的目光。另外，由社員模仿舞
棍阿伯的橋段，更是讓現場氣氛Hight到最高點。木木三王冠
瑀表示，這次的演出很精彩，像是鬥牛舞和串場的卡通模仿秀
等演出，都讓我目不轉睛。（文／藍硯琳、攝影／羅廣群）

童軍技能檢定 馬公國中遠道而來喜奪冠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由財團法人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
主辦、本校童軍團協辦的「第11屆剛毅盃童軍技能競賽」，於上
月22日在淡水校園熱血展開。活動總召資管三蔡依雯表示，本次
活動主要是考驗同學在急救、搭帳、方位判斷等各項技能，展現
平日學習的成果。
該活動邀請多所國、高中的童軍團前來參與，競賽分為兩種賽
制，其一為「全方位闖關活動」，考驗同學在雙旗、架帳、繩結
等技能；從澎湖來的馬公國中童軍團，在競賽中獲得了全方位
組的冠軍。本校行義蘭姊聯隊，則在最短時間內完成了長寬約2
米，高約3.5米的瞭望台，資深女童軍團主席機電三顏翊婷表示，
這些可不是欣賞的裝置，都具有實用性質。
五虎崗童軍團群長航太三康舒涵表示，藉由童軍技能競賽活動
的舉辦，激勵青少年發揮創意、勇於挑戰，並且在參與的過程中
培養群育及團體生活技能，履踐「做中學、學中做」之精神。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6月7日（週
二）為配合「淡水清水祖師爺誕辰平安遶境」
民俗活動，淡水區將於上午10時至下午10時進
行交通管制，指南客運相關班次發車將會有所
變動，請本校搭乘公車的教職員生留意，往捷
運站之「紅27」接駁車將視替代道路許可，不
定時發車；學生專車停駛， 「 2056北門--淡
大」路線車僅行駛至淡水捷運站，亦改至淡水
捷運站發車；輔助專車可在紅樹林捷運站改搭
「紅23」，至北新路口下車步行到校。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濃郁的香味撲
鼻而來！上月28日10位在中山女高修習法文課
的高中生蒞臨本校，參加法文系在B408舉辦的
「法式早餐」活動，與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及
系上同學，一同享用美味的異國風餐點，並藉
此增進法語會話能力。
早餐內容超豐盛，有剛出爐的新鮮可頌、堆
疊成小山的各式各樣麵包及吐司；楊淑娟說
明：「在法國的星期日早餐，品嚐可頌是一種
高級享受！」參加的學生一邊開心地吃早餐，
一邊以簡單的法語自我介紹，並和法籍實習生
尚古拿相互交流，體會多采多姿的法國文化。
另外還安排同學演唱法文歌曲，以輕鬆詼諧的
方式練習聽力和口說的技巧。法文一王婕妤表
示：「享用美味料理的同時，還能多學幾句法
語，真是生活中美好的享受。」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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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系畢展 Ctrl+S 凝聚再出發!

熱舞社成果展活動精采，舞者與觀眾互動佳。（攝影／李又如）

西音社下課十分鐘表演活動，讓趕堂的同學也能稍微喘口氣，享受現
場演奏才有的音樂感動。（攝影／曾煥元）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誰是西
音俠？西洋音樂社於上週一在福園前舉
辦期末成果發表「給我十分鐘」，由8
組樂團在每節下課輪番上陣，吸引不少
剛出教室的同學佇足在福園四周聆聽，
大傳二陳荷茜表示，很難得看到福園前
面有這麼有趣的活動，「下課時間可以
這樣聽聽音樂，是很棒的享受！」
西音社並於上週三在覺軒花園舉辦
「西‧音‧俠」期末成果發表會，現場
共有「西音俠的初戀」、「槍與菊花」
與「絕對樂團Je t'aime」等11組樂團開
唱，不少觀眾配合音樂節奏恣意擺動。
西音社社長西語二陳以聖表示，這次
發表會展現社員一年在音樂上的成長，
「也希望這次活動可以讓喜歡搖滾樂的
風氣更盛行。」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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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祖師爺遶境 公車改道

日文系畢業專題 用影像紀錄感動樂章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於2日晚上6時在I201舉辦
「第三屆日文系畢業專題影像製作發表會」。由修習日文會話
課的大四學生，取材於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製作成專題影片。
活動全程以中日雙語進行，主持大會的應屆畢業生在台上說得
一口流利的日文，展現學習後的豐碩成果。指導老師日文系助
理教授堀越和男表示，希望影片能帶給觀眾心靈上的感動。
共有4支影片參與發表，包括「街頭藝人」、「傳遞幸福的郵
差先生」、「阿嬤，我回來了」及「活－曾經遺忘的樂章」。
其中，「街頭藝人」介紹在台北街頭表演的藝人，並採訪常在

活動看板

【本報訊】本校建築系將於11日至25日在台北迪化街127公店，
舉辦「淡江建築43屆畢業典禮暨畢業展」，活動主召集人建築五
劉家豪表示，畢展主題「Ctrl + S」是電腦儲存的快捷鍵，代表
涵義是分享淡江建築第43屆，在五年的學習與鍛鍊，凝聚成新的
「Ctrl + S」作為基石，向未來的建築路邁進。
展出作品約70件，每件作品均歷經6次的評圖，與不同組別的
同學、指導教授交流意見，改進後的創作結晶。
建築五謝慈慧的作品為「心靈角落 77棵樹 16個故事」，以本
校的藝文空間創造為主軸，她認為，牧羊草坪區域是很好的空
間，學生卻不一定都會去，她希望以打開邊界、整理道路的方
式，打造一個完整的區塊，「歡迎大家來參觀，並認識建築系學
生所學。」

實驗劇團公演 透視存在的深邃幽謬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實驗
劇團於上月31日起，展開為期4天的期
末公演，幾乎是由新的劇組和演員擔
綱演出，呈現出不同的戲劇風貌。
「Death Knock」劇情描述一位事業
有成的女強人，在人生的巔峰時期遇
上了俏皮無俚頭的小死神，就在死神
即將取走她的生命時，女主角居然和
死神玩起紙牌遊戲，賭注為再多活1
天！導演公行二王璽雯表示，希望以
輕鬆嬉鬧卻又帶著些許嘲諷的手法來
看待人們對於「死亡」的態度。
「嗚呼」中，由被困在積木城裡的
雞、狗和人的對話為開場，從角色之
間的互動中緩緩說明其不為人知的悲
慘過往，導演航太四賴正晃解釋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應該會有想要反省
及自白的過往，透過在積木城中角色
間的衝突和獨白，可以表達出萬物的
懺悔和反省。」
「世界末日的婚禮」演出時特別安
排兩組不同風格的演員輪番上陣，
導演國企三朱庭儀補充表示，除了呈
現出更多樣化的演出方式，並以歌舞
劇的方式來增加整齣戲劇的音樂性。
畢業將至，資深團員教科四邱庭媛表
示，在劇團中可以學到不少的實質
經驗和生活態度，學習如何互助和關
懷，「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劇團裡
的每一個人都可以隨時保持著對演戲
不變的熱情，讓實驗劇團繼續發光發
熱！」

巴黎第四大學又稱索邦大學，創建於13
世紀，在法國大革命期間曾短暫關閉，直
到拿破崙一世在位才又重新開學，人稱歐
洲大學之母。2000年11月8日與本校簽訂
姊妹校合約，並與本校進行雙學位合作計
畫。2009年西語系副教授林盛彬便透過兩
校雙學位合作，取得本校中文系及法國第
四大學雙博士學位，為兩校雙聯學制寫下
新的里程碑。
巴黎第四大學前身是索邦羅勃神父設立
附屬教會的學生宿舍。學校位於著名的拉
丁區中心，在法國的高等教育具有中心指
標地位，目前是巴黎大學的藝術與人文科
學的重心。該校沿著一條斜坡而建，呈現
比例極為懸殊的矩形，即使從該建築的後
方走過，亦可感受大學殿堂的神聖感。該
校擁有17個教育與科研單位，相當注重綜
合知識與專業學習間的協調。其法國語文
課程已有超過60年的歷史，更是世界各地
學生指名前往的名校，其中，最熱門的課
程為「法語＆文化課程」、「密集法語課
程」及「暑期密集法語課程」。目前已有
多位學生至該校交換學習，兩校交流互動
良好。（陳思嘉整理）
圖片來源：http://www.fea.usp.br/conteudo.php?i=72&u=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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