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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誌
運管四曾煥元：原來，離開淡水是這麼複雜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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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暑期服務愛心跨六國 傳遞利他精神

跨文化之夜 營造奧斯卡風
為歡送即將畢業的外籍學位生及交換
生，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於8日在學生
活動中心，舉辦「TAMSCAR國際跨文化
之夜」。活動以奧斯卡為主題，融合淡江
「Tamkang」跟奧斯卡「Oscar」，組成
獨一無二的「TAMSCAR」典禮。來自不
同國家的外籍生們感情深厚，藉著這次活
動，在畢業前歡聚交流，個個盛裝出席，
現場湧入外籍生及本國籍生200多人，整個
活動中心熱鬧非凡。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與國交處主任
李佩華皆到場參與，李佩華勉勵將畢業
的外籍生：「畢業不是學習歷程的結
束，希望你們能謹記淡江校訓，有更成
功的未來。」現場除了國際大使團熱舞

論；樸毅青年團將與天恆文教基金會合作，至
淡水區新興國小舉辦「新興知我心」高關懷學
童品德教育學習營，藉由活動體驗讓小朋友們
學習在生活中實踐品德的精神；禪學社「生命
希望成長營」則將到新北市雙城國小，以「非
洲．連加恩」為主題，透過一系列的講課來增
加小朋友們的國際觀，也進而瞭解生命的意
義。
課輔部份，UNION海豚工作隊這次將與花
蓮校友會、原住民社合作，至台東縣東河鄉泰
源國小服務，輔導暑假作業、教導電腦應用、
科學知識等；種子課輔社將前進雲林縣梅林國
小，設計一連串有趣的課程，協助及教導小朋
友學業上的新知，社員中文二賴秋蓉說：「不
同於其他的育樂性社團，我們主要是以教育及
輔導性質為主，希望透過我們的幫忙，可以幫
助小朋友們完成學業。」
另外，大地環保工作團也針對淡水地區3到6
年級國小學生，在學校舉辦「流川楓我愛你」
活動，介紹河川生態保育等內容，讓小學生能
更了解保護大自然的重要。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蘭陽學生事務
處於1日舉辦的「淡生之舞衫歌散-展翼歡送會
暨畢業舞會」。「舞衫歌散」意指歡送第五屆
大二學生出國及慶祝第三屆學長姐畢業，整場
勁歌熱舞，由各社團獻藝演出，而掌中文學舞
藝社特別演出中英對白的布袋戲演出，逗得所
有觀眾哄堂大笑。
神秘嘉賓為政經系助理教授周志偉和語言系
助理教授黃雅倩，兩人登台表演Salsa舞，使現
場同學沉浸在熱情奔放的氣氛。
除了主要的搖滾演唱區外，在會場的另一
頭，則由男生宿舍共同布置的Lounge Bar，由
旅遊系提供調酒服務，現場則有悠然風格的表

演，讓即將畢業的同學與教授們齊聚一堂，在
輕鬆自在的氛圍下聊敘陳年往事，以及談談對
未來的期望，現場充滿知性與愜意的感受。
舞會的國王及皇后票選，掀起活動的高潮，
打扮最帥氣國王由資通四沈品勳獲得，打扮最
帥氣皇后則由旅遊四林雅雯獲得；美豔吸睛國
王由旅遊二林哲頤獲得，美豔吸睛皇后由旅遊
二蔡宜瑾獲得。語言三廖俊仁表示，「剛回台
灣就被邀請來參加這場蘭陽年度盛會，這次
的活動舉辦得相當成功，所有人都玩得很盡
興。」政經四高景瀚表示，「大家相處了四年
的時間，這離別前的最後一晚真令人感動。」

蘭陽展翼歡送會 舞衫歌散 笑談離別時分

「Burlesque」、法籍實習生尚古拿和管樂團
團員組成的銅管五重奏、外籍生歌唱及歡
跳太平洋地方舞蹈等精采表演，另頒發紀
念品給參與活動的外籍畢業生及交換生。
來自宏都拉斯的國企四羅塔莉（Natalia
Lopez Casco）、美國籍交換生國企一強尼
潘（Johnny Pang），與查德籍土木四伊狄
斯（Idriss, Dj Ibrine Saleh）則代表畢業生
上台致詞，其中伊狄斯特別以流利的中文
分享來台學習的心情點滴，他的家人朋友
也親臨現場為他加油打氣。伊狄斯表示，
在台灣不適應的地方因為有家人的支持才
能度過，「今天是個很感動、很開心的時
刻，也是我和家人紀念性的一晚。」
（文／梁凱芹、攝影／林奕宏）

舞研戰舞 驚艷四座

社團評鑑結果出爐 種子課輔社黑馬之姿奪特優

【記者陳昭岑、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99學
年度社團評鑑得獎名單於3日公布，今年共152
個社團參加評鑑，共9個社團獲得特優，其中
文藝性社團由美術社蟬聯第8年獲得特優，康
樂性社團由康輔社拿下第5度特優。課外活動
輔導組組長曲冠勇在社團之夜開場致詞時表
示，社團充滿了青春與活力，「淡江的社團都
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社團！」
今年的評分標準較往年不同，將原本的展場
佈置分數改為平時表現之一，社團評鑑執行長
航太四陳柏達表示，這項評分異動是希望讓社
團能更注重平日的執行效率，如準時呈交公文
資料、確實遵守學校場地與器材借用等相關規
定。
美術社第8年獲得特優，社長日文三施宜君
表示，這學年增加與其他社團、世新大學工管
系的合作，舉辦一些以往沒有的創新活動。種
子課輔社與如來實證社都是剛滿一歲的新社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今年淡江服
務隊的夏天充滿愛！暑假淡江共計有20支服務
隊、約260人出團，服務範圍橫跨台灣南北，更
遠征國外，如國際青年大使團將兵分四路出發
到多明尼加、巴拉圭、巴拿馬、薩爾瓦多等地
服務。課外活動輔導組也將於20日上午9時在商
管大樓B712舉行授旗典禮暨行前講習會，由校
長張家宜親自授旗，鼓勵出隊學生傳遞淡江利
他精神。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今年已是第五次出隊，此
次將服務天數增加為18天，並將電腦與中文教
學時間延長為全天候，拉長時間，增加課程次
數，讓當地的學生能夠學到更多的東西。課外
活動輔導組專員李美蘭表示，團員一定會盡可
能地將所學全部傾囊相授，並檢驗自己在教學
上的努力。
營隊方面，有康樂輔導社將到淡水區育英國
小，舉辦以天文科學為主軸的「星際探險」暑
期服務營隊；而中友會自組團隊回到家鄉台中
市清水鎮西寧國小，舉辦「我是小小科學家」
營隊，以輕鬆活潑的活動介紹複雜的科學理

團，便以黑馬之姿拿下特優，種子課輔社社
長財金二呂明蔘說：「這份獎是屬於全體社員
的，大家都很熱心投入，也很有向心力，雖沒
有學長姐幫助，反而讓我們拘束較少，發揮空
間多一些。」他期待社團的學弟妹能夠再深化
服務品質及更廣泛的面向。
蘭陽校園由淡蘭書畫社拿下淡藍閃耀獎第1
名，社長語言二欒婷婷說：「得獎很開心，不
枉此生了！我們社團在蘭陽是個不起眼的社
團，得獎讓我們更有上進心，也打亮了知名
度。」
社團之夜中跆拳社、康輔社與舞研社等8個
社團上場表演，由跆拳社打頭陣以劈磚破瓦及
女子防身術展現跆拳技巧，為社團之夜炒熱氣
氛。活動在最後頒發聯誼性社團時，許多得獎
社團成員都起身歡呼，最後樸毅青年團社長財
金三吳宗晏上台時興奮地說：「謝謝所有夥
伴，你們辛苦了！」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武器戰鬥不稀
奇，跳舞打仗才夠看！舞蹈研習社於5日在學
生活動中心，舉辦期末成果展「戰舞」，以
戰爭為背景，將10支舞融入爾虞我詐的鬥爭情
節，其中也邀請魔術社與極限舞蹈社串場助
陣。舞研社社長電機三王辰修表示，這次成發
特別把舞台換了方向，觀眾席也設計成扇形，
讓觀眾可以更清楚看到表演。表演融合Jazz、
Hip Hop、雷鬼還有武功等元素，舞蹈順序從
面對四面楚歌窘境的「舞破」；最後再由舞研
社全體幹部，結合LED燈舞出「戰舞」。
參與演出「暗鬥」的中文二陳韻婷表示，其
中2支舞要穿高達8公分的高跟鞋，還有1支舞
得耍棍，「上場前就一直擔心會不會跌倒，還
好正式上場時很成功都沒發生。中文二朱家瑩
表示，看了他們的舞藝，讓我下學期也想加入
社團跳Hip Hop！」王辰修開心地說：「大家
準備時的辛苦，到今天一切都值得了！」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學
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貫徹教學卓越
計畫，在3日舉辦「復刻回憶‧悸動
九九」社團薪傳座談會，邀請約250
位社團負責人參加，除了社團新舊社
長交接傳承，也讓同性質的社團彼此
交流，更安排了戲劇表演節目。學務
長柯志恩表示，淡江能蟬聯十四年企
業最愛，是因為同學們在社團內的努
力，學會時間管理、活動經驗、在課
業壓力下背負著責任等，正是企業需
要的能力。
而表演節目中，同學穿著花襯衫、
洋裝、吊帶褲與長襪等70年代復古裝
前社長將繫在麻繩的社團印章小袋解開，由新任社長 扮，搭配一曲「年輕不要留白」表演
接下，象徵責任傳承與回憶的復刻。（圖／課外組提供) 熱舞，並透過戲劇分享社團經驗。劇

中男主角劉煙斗為了社團盡心盡力，
但表現卻不受學長姊青睞，面臨家庭
不諒解，課業無法兼顧的困境，還好
有社團同學鼓勵「有投入才會深入，
有付出才會傑出」，讓他找到堅持的
力量。在場觀眾笑中帶淚，反應熱
烈，軟網社社長航太二賴哲毅表示，
這齣戲劇讓他有很大的共鳴，想起曾
經和社團夥伴經歷過的感動。
柯志恩補充道，100學年度社團學分
化是重要的里程碑，需要各位能力的
傳承，讓更多人來參與社團，提升自
己的能力。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許晏
琦表示，他們會針對活動中社團提出
的問題一一答覆，並於下學期公佈在
課外組的網站上。

社區服務學習座談會 與各方機構協商合作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於3日舉辦「99學年
度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期末合作機構座談會」，邀請與本校合
作機構如愛德養護中心、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及淡水無極天元
宮等參與座談。學務長柯志恩表示，感謝各機構提供給這麼好
的機會，讓學生們能有不一樣的學習經驗，希望能透過這次的
相互討論，使服務學習的內涵能做得更好、更完善。
99學年首次將勞作教育課程改為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
參與對象是大一新生及轉學生，其為必修零學分，並分兩學
期，包含校園整潔維護與社區服務兩種。此校園與社區服務學

習座談會為本校第一次舉辦，各機構及指導教官皆提出許多相
關建議。柯志恩表示，第一年以環境保護為主軸，未來希望對
弱勢族群更給予幫助，服務關懷淡水地區的老人，讓年輕人能
夠多認識長輩，了解這社會的不同面向。
淡水休閒農業協會理事孫國中表示，希望能夠給他們校內各
社團的聯絡方式，是否有個平台能做支援，方便邀請各社團一
同參與活動。另外，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教官王啟光表示，每次
到社區表演，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是否能將這樣有意義
的活動依時數做學分化。

營繕組擺設裝置藝術 Touch It

建築五錢青琳 創意新氛圍

諮商輔導室外的大理石椅穿上新裝，增加與空間的互動性（攝影／梁琮閔）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828-4.indd 1

資圖系高瑄鴻、中文系邵煥淳、歷史系羅文
林、資傳系任偉強、大傳系李明翰、財金系
王宗政、產經系鄭安廷、保險系李嘉彗、
國企系張育滋、經濟系王新慧、教科系姜則
維、建築系吳宣踰、機電系王士豪、土木系
張令杰、土木系陳俊雄、化材系郭怡嘉、資
工系張逸廷、航太系蔡耀釧、電機系王柏
崴、水環系張立瑋、法文系邱智婷、德文系
姜沛晴、日文系劉于涵、英文系廖曼琳、西
語系陳思迦、俄文系徐于芬、會計系王思
蘋、企管系何冠穎、決策系賴怡螢、資管系
李瑞元、公行系吳品萱、統計系邱冠華、運
管系劉姿君、語言系吳怡珊、政經系陳加
蓁、資創系蔡雨芳、資通系邱仕儀、旅遊系
林雅雯、化學系徐筱婷、化學系蘇仁屏、數
學系成澤仕軒、數學系李昱諍、物理系范力
文、物理系林培雯、中文系進學王志文、財
金系進學廖佩彣 、國企系進學鄭玉潔、資
工系進學林旻詩、電機系進學杜秉陽、日文
系進學吳詩婷、英文系進學王慈琳、會計系
進學黃亭穎、企管系進學翁詩涵、公行系進
學李文美、統計系進學盧金杰、景觀系謝玉
鳳、休閒系鄭太郎、服務系張其成、財金系
在職專班陳嘉均、國企系在職專班許安荻、
日文系在職專班謝雅雯

服務獎

物理系詹文成、機電系張芷瑀、化材系蒲清
華、航太系胡淳翔、航太系陳柏達、財金系
陳惟真、保險系王志豪、保險系褚王意毓、國
企系賴映晴、經濟系林佳璇、經濟系吳權
倫、會計系陳詩婷、統計系黃玠維、統計系
陳韻竹、統計系蔡幸慈、企管系朱汝欣、資
管系蔣竹翔、運管系林君恬、公行系林凱
鈞、公行系曾珮京、公行系陳頤華、公行系
陳碧宗、公行系潘彥璋、決策系曾斌榮、決
策系蔡偉碁、英文系潘彥睿、西語系吳敏
琪、西語系吳宜家、教科系李虹旻、旅遊系
黃鈺婷

資圖系張厚儀、化學系林鈺淳、土木系陳佳
琪、機電系林信騰、機電系王永勛、化學系
蔡宗恆、化學系賴靖容、航太系兵耿豪、
航太系葉建甫、國企系何冠樺、國企系馬佑
嘉、國企系阿別戈、國企系江志遠、國企系
李欣倚、國企系莊文婷、財金系許君盈、產
經系柯冠宇、產經系馬崇博、企管系高盈
婷、企管系黃壬暉、資管系陳威仰、資管系
姚孟宏、公行系蕭舜澤、公行系黃韋翰、決
策系顏楠樹、西語系車伃婷、法文系程于
恆、德文系歐陽萱、日文系張雅淳、教科系
廖婉清

操行獎
舞研社成果展上飾演女兵的舞者，施展性感
舞步，成功「魅惑」觀眾。（攝影／謝佩穎）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期末考後想來場放鬆心
靈的音樂饗宴嗎？合唱團及管樂社將分別於22日晚上7時
30分及23日晚上7時於蘆洲功學社音樂廳舉行期末公演，
歡迎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合唱團以「給未來」為主題，演唱現代創作風格的日
本合唱曲，以及多首富有強烈節奏的黑人靈歌；而合唱
團小團將演唱浪漫抒情的〈I'm Gonna Sing to The Spirit
Moves in My Heart〉、〈Rhythm of The Rain〉、〈千
言萬語〉等曲目，校友團除了將重現多首耳熟能詳的金
曲，並搭配肢體表演演唱音樂劇，節目精彩可期，合唱
團前任團長產經三袁麗葳說：「希望可以透過歌聲來傳
達我們對音樂的熱愛。」
管樂社則以「漫步，回憶的音樂」為主題，除了重現
今年在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拿到特優的〈給太陽的讚歌〉
外，也有4位應屆畢業的學長姊將演出協奏曲，社長土
木一周昱辰表示，「這場音樂會是大家一年來努力的
成果，希望大家能和我們一同回憶屬於自己的音樂故
事。」另外，管樂社也受邀參加由嘉義市政府文化局主
辦的「WASBE世界管樂年會」，將於7月5日晚上7時在
嘉義市文化公園舉行。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報四格漫畫「TKUING─阿
滬與阿蘭」，今天起將隨著作者教科四林子揚畢業了！
「TKUING─阿滬與阿蘭」從98學年度開始，以活潑有趣的
風格與大家見面，林子揚藉由漫畫中主角阿滬與阿蘭，畫出學
生校園生活的點點滴滴！他表示，阿滬和阿蘭是以淡水校園及
蘭陽校園來命名，創作靈感大多來自於班上同學發生的趣事或
話題；「平常就喜歡塗鴉，大三時在時報網站上看到徵求四格
漫畫創作，就自告奮勇地投稿，沒想到一轉眼已經過了2年，
就要畢業了；這段時間，我真的學習到很多，從一開始不太會
電腦繪圖，到現在已經能駕輕就熟，謝謝時報給了我這個展現
自己作品的機會。」

就學貸款償還注意事項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你有沒有發現商館4樓諮商輔導室
外，多了一個新的裝置藝術呢？這是總務處營繕組委託建築五錢青琳
所設計的創作，名為「Touch It」。錢青琳表示，學生可坐在上面休
息或等待諮商，「Touch It」的造型以金屬為主要媒材，但顛覆金屬
給人堅硬的印象，呈現軟性的質感；希望能藉由此作品，轉移待諮商
者的注意，轉化等待的時間。營繕組組長姜宜山說，希望能讓全新諮
商輔導室和周邊環境呈現一致性，使環境更美好。

學業獎

體育獎

合唱團 管樂社 聯合期末公演22日起

復刻回憶 悸動九九 新舊傳承不留白

畢業生
得獎名單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根據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統計，
本校每學期約6000多人辦理就學貸款，生輔組提醒學生各項還
款注意事項，以免影響個人之信用。
在職專班學生應於學業完成後開始還款，而一般生則於最後
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服完兵役或教育實習期滿）後，滿1年之
日開始償還並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就學過程中，曾
因故退學或是休學未繼續升學的同學，必須於退學或休學滿1
年後開始還款；如繼續就學者，得向銀行申請延後至學業完成
後償還。此外，計劃出國留學、定居或就業者，應一次償還。
還款相關問題請洽台灣銀行淡水分行。

資圖系鄭祺穎、中文系羅輊、歷史系洪銘
偉、資傳系楊漪雯、大傳系吳美琪、化學系
陳美靜、化學系王仁奎、數學系彭康睿、數
學系張博淵、物理系陳萬暉、物理系洪梓
堯、建築系黃弼晨、機電系張宇勝、土木系
顏詩庭、土木系邱義欽、化材系賴靖容、資
工系許俊彥、航太系兵耿豪、電機系魏昱
婷、水環系詹于瑩、財金系楊承倉、產經系
劉祐承、國企系林宣亞、保險系賴建勳、經
濟系林泓毅、會計系陳孝蓁、企管系周家
卉、決策系顏楠樹、資管系陳俊嘉、公行系
詹雅鳳、統計系陳怡婷、運管系江品瑩、法
文系劉宇庭、德文系舒建庭、日文系鍾季
耘、英文系郭芳綺、西語系李沂臻、俄文系
徐增平、教科系陳嘉文、語言系林奕岑、政
經系陳加蓁、資創系宋鴻邑、資通系吳瑞
琪、旅遊系尤銘敏、中文系進學陳又青、財
金系進學駱思潔、國企系進學蒲淳豪、資工
系進學林旻詩、電機系進學杜佳訓、日文系
進學陳安妮、英文系進學許哲誠、會計系進
學黃琪媛、企管系進學孫郁涵、公行系進學
蘇莉珺、統計系進學王詩萍、景觀系進學李
欣儒、休閒系進學郝興龍、服務系進學羅德
瑾、財金系在職專班邱美惠、國企系在職專
班許安荻、日文系在職專班游晉豪

蘭陽畢業得獎名單

勤學獎 語言系吳怡珊
才藝獎 資通系吳瑞琪
奉獻獎 資通系李鎮亞
開卷獎 政經系劉淑瑩
國際獎 旅遊系何家齊
創新獎 資通系呂佳叡
學分獎 語言系林奕岑
傑出獎 旅遊系黃鈺婷、旅遊系尤銘敏
服務系孫鼎元、休閒系郝興龍

台灣漫畫耆老訪談工作團 徵志工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圖像漫
畫研究室的「台灣漫畫耆老訪談計畫」即日起
開始徵工作人員，歡迎擁有採訪、編輯或影音
記錄等專長的同學加入團隊，計畫完成後授予
證明書。有興趣同學請至中文系網站(http://
www.tacx.tku.edu.tw/app/news.php?Sn=480)下
載報名表，填寫後寄至blue1988119@yahoo.
com.tw；或親至圖像漫畫研究室(L411)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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