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七日 星期一 公行四賴冠儒：拜託老天爺讓我可以順利畢業！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5/7(一)

08:00

諮輔組

信箱投稿

「 『 揮 灑 性 別 色 彩 』 電 影

觀 後 感 徵 稿 」 活 動 報 名

（tkub413@hotmail.com）

5/7(一)

08:00

樸毅青年團

海報街

溫馨五月天-我不願讓你一個

人

5/7(一)

08:00

海事博物館

海事博物館1樓

「海事博物館導覽員」登

記報名

5/7(一)

10:00

慈青社

圖側
我愛故我在，共創V世代

5/7(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奧斯卡媽媽」

5/7(一)

18:00
日文系

實驗劇場

戲劇季/Fun劇場 

劇目：當天使閉上雙眼-

你還幸福嗎?(The angels 

with closed eyes)

5/8(二)

12:00
職輔組

Q409

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LV)公

司徵才說明會

5/8(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聽媽媽的話」

5/8(二)

19:00

法文系

實驗劇場

戲劇季/Fun劇場 

劇目：愛情與偶然狂想曲(Le 

jeu de l’amour et du hasard)

5/09(三)

10:30

歐盟中心

文錙音樂廳

歐盟週開幕音樂會Opening 

Ceremony

5/9(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 放 影 片 「 余 命 ： 為 愛 而

生」

5/09(三)

16:00

商管學會

淡江校園

五月聯誼月趣味競賽之校園

Running Man

5/9(三)

18 :00

諮輔組

ED107
籠裡分享會

5/9(三)

18:00

日文系

實驗劇場

戲劇季/Fun劇場 

劇目：當天使閉上雙眼-你

還幸福嗎?(The angels with 

closed eyes)

5/9(三)

18:50

星相社

O306

中華民過易經學會理事余學

金 手 面 相 講 座 「 愛 情 ‧ 婚

姻」

5/9(三)

20 :0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ODY STEP

5/10(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眉山：卡桑的回

憶」

5/10(四)

17:30

商管學會

淡江操場
第22屆校園迷你馬拉松

5/10(四)

19:00

德文系

實驗劇場

戲劇季/Fun劇場 

劇 目 ： 謎 樣 的 雕 像 ( D i e 

Mysteriose Statue)

5/10(四)

19:00

慈青社

Q306

志工精神講座-師姑紀靜暘

無子西瓜的奧秘

5/10(四)

19:00

尋寶社

L417
Life? or life!

5/11(五)

12 :00

職輔組

B216
CVHS職涯探索

5/11(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搶救老媽大作戰」

5/11(五)

15:0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ODY STEP(複習)

5/11(五)

15:00

諮輔組

B413
生涯列車工作坊

5/11(五)

18:00

日文系進學班

實驗劇場

戲劇季/Fun劇場 

劇目：那人十九歲的春天(Pick 

pocket)

5/12(六)

11 :00

法文系

師大法語中心
戲劇比賽

華人星光大道海選 找尋明日之星

班代表座談會發言踴  
　【記者藍硯琳、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於1日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行「100學年度第2學期二、三年級班代表座談會」，
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主持，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教學行政相關單位與班代表約140人一同出席，蘭陽校園同步視
訊。會中針對獎學金、週會、校園安全、圖書建構等問題提出建議，
師生共商解決之道。虞國興表示，「學校十分重視與學生溝通的機
會，踴躍發言可增進彼此間的連結。」
　會中多位班代表針對週會的必要性及內容規劃提出意見，如演講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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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難以吸引學生注意、週會人數過多且吵雜、請假手續等
問題，希望能予以改善。生輔組組長李進泰說明，開週會
時會發正式的調課名單，按照正常的請假模式辦理即可。
學務長柯志恩轉達校長之意，表示週會是淡江的傳統，但
週會形態改善有商討空間。
　學生關注的獎學金議題也受到重視，其中數學三陳俞安
說，「各系所修課難易度不同，導致獎學金申請門檻不平
均，建議校方能修改申請的條件及增加名額」。資工二
謝東良則針對獎學金的分配提出意見，希望能平均分配獎
金給與其他申請者。學務長柯志恩回應，學校每年提供約
2000萬的獎助學金，整體的運作有一定的比例分配；而申
請條件，可向各系所反應。至於分配問題，強調獎學金發
放的出發點是獎勵原則，並非分配原則。公行二李永立提
出學雜費是否調漲的疑問，財務長顏信輝表示，「油電
雖雙漲，含101學年度第1學期學雜費、宿舍費用將不會調
升。」
　 而校園環境方面，國企三李孟臻指出，「校園內車輛過

多，有安全上的疑慮。」總務長鄭晃二回覆，現正陸續擴
大人行道，將加強管理車輛行進；水環二施蘋芬提到，希
望在五虎崗停車場搭建遮雨棚，鄭晃二表示，五虎崗為承
租地，要添加設備需與地主協調，「故目前無法有太大的
變動。」日文三林瑋則對游泳館的安全措施提出質疑，體
育長蕭淑芬提到，未來可能於置鞋區加裝監視器，也強調
置物櫃密碼設定不可太簡單，使用者自身需防範於未然。
企管進學三林景恆認為，「學校無線網路不穩定且收訊範
圍太小。」資訊處則表示，無線基地臺易受干擾，若發現
訊號不良的情況，將逐步改善。數學三陳俞安針對宮燈教
室常有蚊蟲，影響上課品質，希望可以使用殺蟲劑撲滅，
鄭晃二基於學生健康著想，不建議噴灑殺蟲劑，「將安裝
紗窗、捕蚊燈預防蚊蟲干擾學生上課。」
　蘭陽校園部份，語言二謝岱穎希望能取消點名系統。 蘭
陽校園主任室說明，「自律」是學生應盡的本分，且蘭陽
校區規定住宿，因此確認學生是否準時到校，是校方對家
長負責的立場。

MOS競賽 北區狂撈4冠 力拚全國賽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2012世界盃電腦應用
技能競賽臺灣北區初賽，本校勇奪4冠！英文二朱智
楷等21人於上月28日在中華科技大學與5百多名學生
一較高下，其中朱智楷獲得MOS Word 2007 Expert
及MOS Powerpoint 2010 Expert2項冠軍，財金四曾莛
雅、運管四張復志分別在MOS Word 2010 Expert及
MOS Word 2010 Expert項目中拔得頭籌。另外，在
MOS Word 2010 Expert項目，本校包辦前10名，成績
相當亮眼，職輔組組長朱蓓茵表示，未來將繼續加強
培訓選手，為淡江爭光，更希望能為臺灣爭光！
　本次比賽相較過去，在各科難度都提升成Expert等
級，首次參與競賽即得雙冠的朱智楷表示，模擬題與
本來想像中的難度大不同，練習時感到很挫折，「但
由教練陳智揚循序漸進的帶領下，對於解題的恐懼
就減少很多了。」面對全國賽將在6月底舉行，題目
擴增到沒有範圍，曾經參與2次世界總決賽獲獎、今
年再次上戰場的曾莛雅表示，將全力以赴多做各種題
型，希望能爭得更好的名次。
　培訓選手的主力教練陳智揚連續5年帶領出隊比賽
皆獲相當優秀的成績，已指導出數位世界冠軍，他表
示，以自己的豐富經驗且假設出題者的心態盡力教授
學生每個步驟及訣竅，但全國總決賽因考題無範圍，
學生必須要有一定水準，對於題目更要能舉一反三。

網球社睽違2年 再攻全國賽資格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北區
13校網球聯賽，本校網球社於上月29
日在中央大學參加北區13校聯合賽，
力抗臺大、清大、中原等13所學校，
讓沉寂2年皆傳敗北的淡江網球社大
反攻，奪得亞軍，獲得全國賽資格。 
　男子雙人和男女雙人皆對上臺、清
2支勁旅，初賽過程中，比分一路僵
持不下，雙方攻守兼備，然而在比賽
尾聲我方突如其來一陣連擊破網一口
氣連得6分，將比分拉開拿下勝利；
女子雙人則在此次比賽時較不順利，
面對強敵因緊張而表現失常，抱憾而
歸。
　網球社社長企管三林晉宇表示，
「賽前大家都抱持著必勝的決心，常
常練習到凌晨12點非常辛苦，比賽有
輸有贏，同學都盡了最大的努力，立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由詞曲創作社協辦的第2屆華
人星光大道校園海選會最終場在上月29日舉行，共吸引90餘名
選手在學生活動中心一展歌喉，結束了華人星光大道為期5個
月，全球40多場的海選比賽。
　詞創社社長財金三謝汶權表示，這是本校與華人星光大道的
首次合作，籌辦過程十分順利。第1次參加的大型賽事的教科
一吳東翰說，他曾拿過國中歌唱第1名、高中第8名的好成績，
但仍謙虛地說：「希望比賽拿出平常最好的水平就滿足了。」
選手中，年僅11嵗的胡見宇拿著吉他自彈自唱，曾獲得民視
超級童盟會年度總冠軍，一出場就明星架勢十足，他表示：
「去年就很想參加星光大道，可惜和另一個比賽的總決賽撞期
了。」自從7嵗開始，他便開始和爸爸學唱歌，而蕭敬騰、嚴
爵和Bon Jovi是一直推動他不斷進步的偶像。

School of Rock校園巡演 淡江首站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School of Rock 
校園搖滾巡迴演唱會第1站，在淡江大學覺軒表
演廳登場！上月28號，詞創社首次協助School 
of Rock舉辦演唱會，邀請印象派鉛筆、Mercy is 
for the weak、夢想生活、粉紅吉他拖比兔和熱
春天5個樂團，在大雨中散發無限搖滾熱情。  
　School of Rock的成員小手表示，School of 
Rock起源於3年前和機動現場樂團的合作，「希
望透過學校之間的串聯，成為常態的活動，給
予學生展示自我的平臺。」企管進學一陳榮祖
分享，最喜歡印象派鉛筆的〈一起做夢〉，
「希望以後能多舉辦這樣的活動，擴大演出範
圍，並且讓更多的社團參與。」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編曲像衣服，
旋律像身材，詞就像你的個性。」西洋音樂社於
上月26日舉辦「姚小民音樂創作課後輔導－恁老
師沒教寫歌，我教你」講座，分享創作詞曲的心
得和技巧，除了想知道創作的訣竅，不少人也為
了一睹偶像真面目專程前來。
　小民分享作曲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找到自己的
「Sweet Spot」，例如在公園、咖啡廳等地方，
找到最適合自己的環境隨想旋律；再來就是要
「Focus」，小民認為專心在寫歌時是最重要的，
「寫歌時也盡量不要開電腦，因為可能錄
完一句就停下來，移動滑鼠看別的東西，
就完蛋了！」，並以「Easy」為主，不用
擔心寫出來的歌跟別人很像。另外，自己
的次要計劃「B-side」越多越好，「寫歌
有時候都是靠生活的其他計劃，或者
是朋友對話才有的靈感，所以別忽
略了這些『B-side』。」
　搭配旋律的作詞上，小民建議
可以邊聽，做初步的詞組分段，
「想訓練寫詞說故事的話，可以
多看百老匯裡面的歌詞，因為裡
面的歌詞都是配合劇情，所以很
有畫面。」喜歡旺福的大傳一楊
庭薇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民的生活態
度，「生活要保持玩心，偶爾要幼
稚一下，才會快樂。」

旺福小民老師 教你寫歌很Easy 

暑期英文營 報名
　【記者吳文凱淡水校園報
導】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將於6
月19日舉辦「認識淡江、認識
淡水」暑期英語營，活動報名
即日起至16日止。營期由外籍
輔導員帶領，學習國際禮儀
及接待外賓，並以英語參訪淡
水老街等景點。詳情請上報
名系統 ( http://enroll.tku.edu.
tw/ )，或洽國際處，校內分機
2795。

  「願我心底陽光傳給你，指
引你安全前行；用我暖暖陽光
感動你，快樂陽光路上行」，
就如同這首自創曲〈陽光路上
行〉所言，在盲資中心的小天
地裡，只感受到中文四楊郭玴
溫暖的笑容和樂觀的態度，就
算外頭因梅雨季節刮起的大風
大雨，絲毫吹不進被陽光照耀
的心。開朗的楊郭玴喜歡唱
歌，用音樂散播歡樂。即使她
不懂得任何樂器，亦不精擅作
詞作曲，楊郭玴仍以隨身帶著
的錄音機，為她身體不適、學
習受挫的身障朋友，自行錄製
了〈陽光路上行〉一曲，藉此
鼓勵大家其實我們身邊隨時都
充滿著陽光，「只要願意跨出
第一步，就能感受到它的溫
暖。」
  楊郭玴相當積極參與社團及
學校事務，除了學園團契社、
最近的無障礙週，以及盲資

楊郭玴陽光天使

中心的各項活動，她亦被友人推薦參加周大觀基金會的活動並擔任講
師，幫助大家更了解身心障礙者，此活動也能認識更多外國的朋友。
她總隨身帶著2個法寶「閃電小陽光」和「小天使」行動，楊郭玴笑著
說，即使是一般人眼中的輪椅和拐杖，但有了如此輕快活潑的稱呼，
彷彿擺脫世俗的枷鎖，才能和這2個好朋友開心度過每一天。不因自己
的腦性中度麻痺向命運低頭，她期許要成為「最強悍的弱女子！」楊
郭玴說，這個稱呼，來自於某位牧師父親鼓勵自己生病的女兒，受到
這個故事感動的她，決心向這對父女看齊，「要以充滿感恩的心勇敢
面對人生。」不過這樣堅強的楊郭玴畢竟也只是個普通的女孩子，會
有愛撒嬌的一面，她喜歡蒐集擁抱，「因為抱在一起的感覺很溫暖，
會很有力量，尤其是軟綿綿的肚子抱起來特別舒服！」她開玩笑地
說，得到一個擁抱就像是獲得了一隻豹，因此她常幽默地問朋友「今
天幾隻豹了？」
  從基隆來到淡江就讀，楊郭玴表示，因為淡江的女宿環境和週邊設
備較佳，交通設施也很方便，「我常搭公車下山和朋友去逛街呢！」
她鼓勵有些不太敢遠行的朋友「拋開心底的顧慮，只要事先規劃好路
線，熟記附近的地圖，就能安心出門。」日前，她和朋友2人一起籌
備茶會，楊郭玴爬上全校各館一層樓的樓梯拍成影片並在會中播放，
以「謝謝你們愛我的每個人－陽光路上行，走路發表會」為題，感
謝貼心的盲資中心輔導老師鄭景仁，和幫助過他們的每位師長無悔的
付出。如今畢業在即，楊郭玴已參加了身障特考，想爭取一般行政五
等之職位，家人都很支持她，未來繼續以服務社會大眾的目標邁進！
（文／歐書函、攝影／林奕宏）

與業界角逐坎城影片競賽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大傳四張莘慈日前與
臺灣藝術大學新媒體研究所學生吳文琪共同組隊，參
加2012年坎城影片青年創意競賽臺灣代表隊選拔賽，
獲得第3名，也是參賽隊伍中唯一的學生隊伍。資傳
系兼任講師，也為坎城國際廣告節臺灣官方代表的賴
治怡表示，比賽採「馬拉松」的方式分為2輪進行，
每輪要參賽者在48小時內，從主辦單位所發布的英文
簡報中抽絲剝繭，找出關鍵方向並拍攝剪輯一支60秒
的廣告作品。第1輪的主題是以維基百科為客戶，告
訴大家撰寫維基百科共同創作知識的特性和內涵；第
2輪則替經濟部推動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對消費者
推廣綠色行銷的重要。
　在第2輪比賽中，兩人的作品「be HERO」被評審
認為是解析方向最正確的一組，第1次參加校外競賽
的張莘慈說，整場比賽最困難的是要如何正確解析全
英文的題目，並創意的發想，「參加這個比賽，就像
短時間體驗廣告的業界模式，雖然就像個殘酷舞臺，
但會讓你快速成長！」

　　彩妝社於1日與彩妝品牌玫琳凱〈Mary Key〉合
作，舉辦體驗唇部保養「彩妝巴士」活動。教你唇
部保養外，還能拿防曬脣膏，就連男外籍生也不放
過體驗機會！（文／林俞兒、攝影／林俊耀）

　　大雨「嚇」得措手不及！ 2日梅雨抵臺，讓淡水雨
下得快又急，校園成了水上樂園，克難坡更變身「克難
瀑布」，引發同學爭相拍照，在網路上瘋狂轉貼，直
呼，「太誇張了！」（文／呂柏賢、圖／余浩鉻提供）

　　「社團超人英雄」你是否見過呢？課外活動輔導組福園快
閃宣傳，「衝吧！社團超人英雄－淡江大學100學年度社團課程
成果主企劃」活動，即將於14日至17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一樓
熱鬧登場，更廣邀全校修習「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的學生加
入社團活動企劃書徵文比賽，即日起至11日截止，欲參加者請
上活動報名系統( http://enroll.tku.edu.tw/ )報名並上傳。參賽的
企劃書將於「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公開展示，供全校師生投
票，比較人氣高低取特優獎1名、優勝獎、佳作獎各3名，得獎
者頒發圖書禮卷以資鼓勵。（文／盧逸峰、攝影／黃資詒）

　另外，這次本校比賽選手有13位化材系學生組隊參加，在化材
系助理教授許世杰的鼓勵下，由他和陳智揚一同培訓同學參加
比賽，也獲得相當不錯的成績，朱蓓茵表示，由各學系來推廣
證照且鼓勵學生參與相關比賽，未來或許可將考取證照變成加
分或抵免學分的制度，這是一個可實行的方向。

誓接下來要挑戰政大全國賽。
也特別感謝課外組大力支持，
延長網球場開放時間，以利練
習。」

寄張明信片到異鄉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國際青年交流
團「瑪莉喬與彼得胡的小約會 」小小明信片寄
發活動於4日在商管大樓前舉行，將自己的期許
寫在明信片上，交由參與「AIESEC海外成長計
畫」人員，將明信片傳遞到印度、埃及、俄羅
斯等國家，可寫下生活點滴或是理想願望，與
海外青年朋友互相交流，藉此推廣「AIESEC海
外成長計畫」，對於文化教育、環境保育、愛
滋宣導相關議題交流意見，期盼招募更多青年
利用暑假一同參與成長計畫。
　執行長公行二鄭煜青說：「首次舉辦明信片
寄送活動，讓同學不用出國也能和外國朋友
交流。」寒假隻身赴印度參與計畫的他表示，
「真是大開眼界，拓展了格局與視野，讓我
學習到很多，也交了很多外國朋友，非常值
得。」西語一張瑋庭則說：「期盼能和收到明
信片的波蘭人成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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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早餐最Rock！衛生保健組及膳食督導團於1
日，一連2天，早上7時20分在小小麥、月亮咬一口等
處發送免費早餐，不到2小時就發送一空，就連工友
伯伯也來吃早餐、顧健康！（攝影／湯琮詰）

社團超人 邀你參加成果展

大傳四
張莘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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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身為陽光天使的楊郭玴，以積極
的態度面對人生困境，用樂觀感染他
人。

學雜費抗漲 
宮燈加裝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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