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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彩妝社於7日
舉辦「校園姊妹日」，邀請Choc雜誌顧問林
葉亭蒞校演講，傳授精彩的造型穿搭術，從髮
型、妝容、指甲彩繪、服飾及包款，吸引近90
位同學參與。彩妝社社長日文二巫珮瑜開心地
表示，「真的很高興看到大家能樂在其中，同
學們似乎都很喜歡我們提供的精美禮品！」
　會場除了提供流行資訊外，還貼心準備各式
點心、茶飲，國企二陳姵穎興奮地分享道：
「這次活動讓我體會到妝扮技巧，尤其是彩繪
指甲很新鮮，且彩妝社還提供美味茶點食用，
而讓我最驚喜的是每個人都有福袋可拿，真的
很開心！」

彩妝社邀林葉亭分享穿搭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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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記 者 盧 逸 峰 淡 水 校 園 報
導】101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於2
日、3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舉
辦。2日開幕式中，由舞研社以
動感的舞蹈表演揭開序幕，本
次評審群邀請東吳大學群育中
心主任蔡志賢等18位社團前輩
前來，各社團除了積極籌備、
展現實作外，亦藉此機會互相
觀摩成果。3日中午安排交流茶
會，讓新、舊任社團幹部傳承
經驗、交流心得，晚間則是進
行社團評鑑的重頭戲－頒獎典
禮，校長張家宜亦出席致詞。
　張校長表示，感謝學務長柯
志恩及課外組團隊在推動社團

業務上的辛勞，也恭喜學生會、屏友會在全國社
評拿下特優，且學生會是具有指標性的學生自治
組織，連續2年榮獲特優，實屬難得。張校長亦

感謝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召集人黃文智，「帶領
社團課程走完2年，因為這門課的推動，所以參
與社團活動的人數明顯增加，且本校擁有全國最
好的社團活動空間，希望大家能好好珍惜。」課
外組組長江夙冠則勉勵同學，在今年度社團盛事
中，大家將熱血青春展露無遺，且各社團可以透
過社評充分體現出團隊精神。
　本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共評選出8名特優、24
名優等及10名進步獎。課外組約聘人員劉彥君表
示，蘭陽社團在評鑑中表現傑出，總計有8個社
團獲獎，「其中瑜珈社更是一舉拿下特優，是蘭
陽校園在社團史上的首例。」她也提到，「美術
社連續10年拿下特優，實屬不易！而公行系學會
一舉拿下特優，也被譽為本次社評的大黑馬。」
在頒獎典禮中另安排雄友會、魔術社等社團表
演，炒熱全場氣氛，並頒獎予102全國社評獲獎
的學生會、屏友會、合唱團，以及救國團全國大
專優秀青年、招生宣導先鋒獎。
　公行系學會會長公行二黃雅琪認為，社評能一

舉贏得特優要歸功於大家集思廣益、經驗傳承，
以及向優秀社團請益的結果。評審對於短、中、
長程計畫給予高度評價，如未來規劃擴大舉辦
中、小學服務課程，教導孩童認識法律相關知
識。黃雅琪也提到，「未獲優等獎時，大家很失
望、難過，結果居然獲得特優獎，真的感到很意
外！」未來會統整評審建議，並將社團交流的想
法傳承給下屆。羅浮群社長土木三謝旻諺表示，
在製作社評前已先了解評審方式，針對要點進行
補強，且社團成立近40年，累積相當多的經驗可
供參考，使得這次社評成績能突破以往。他也認
為，雖然製作社評花費許多心力，但總算獲得好
結果，未來也將會吸收評審意見作為改善方向。
美術社社長會計三鄭捷提到，本學年策劃「帶動
中小學」的服務性活動在學藝性社團中較少見，
且組織章程、器材編列很詳盡、完整，都是本次
蟬聯特優的主因，感謝大家的協助。她也開心地
說：「帶領社團拿下特優、達到新里程碑，大學
生活可謂是無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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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是端午節，

大家記得玩立蛋、吃粽子！」
899期

　【記者吳佳臻淡水校園報導】鋼琴社於5日
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第49屆期末成果發表會－音
樂劇「Alice x Alice」，讓淡水的夜晚沉浸於輕
柔悠揚的樂曲中。鋼琴社社長中文二姚育函說
明，演奏會首度採用音樂劇的模式進行，劇本
概念改編自愛麗絲夢遊仙境，且配合演出精心
挑選多元化的曲目。
　首先，由配樂大師久石讓的「初戀」為整場
成發揭開序幕，社員們身著可愛服飾演出，成
功營造出與傳統音樂演奏會截然不同的氣氛。
社團指導老師、機電系講師戴權文表示，此次
發表相當用心籌備，美中不足的是觀眾較少，
但也可能是接近期末，若提早一週發表，相信
結果會更完美。
　發表會亦有多首耳熟能詳的曲目，如流行歌
曲〈心動〉、〈海灘男孩〉等，皆可見表演者
用心打扮，力求與曲目一脈相承。其中，航太
四孫亞婷以女海盜船長造型登臺，琴藝流暢、
動聽，帶給觀眾美好的視覺及聽覺體驗。此
外，古典樂也是演奏會中不可或缺的靈魂，英
文一馬韻瑜帶來貝多芬的〈C 大調第二十一號
鋼琴奏鳴曲－華德斯坦〉，精湛琴藝也獲得滿
堂喝采。英文一林韋廷說：「活動整體感覺不
錯，希望以後能多參與藝術類表演。」

鋼琴社成發上演音樂劇

社團評鑑211社大拚場 蘭陽瑜珈社首獲特優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校長張家宜
為獎勵在大專盃及全大運中贏得前3名的選手
們，於3日在富基婚宴會館舉行「102年宴請優
秀選手餐會」，與會貴賓有工學院院長何啟
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及蘭陽校園主任林
志鴻，並邀請100餘位選手蒞席。張校長致詞
時表示，「今年在10個運動項目中獲得8面金

校長午宴全大運贏家 讚選手發揚淡江精神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考
將於17日至23日舉行，考前開放B119教室提供
溫書；開放時間為10日、11日、13日、14日晚
上6時10分至10時；12日、15日、16日則為上
午8時10分至下午5時。考試時請務必攜帶學生
證（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
　若遺失學生證，須於考試前攜帶身分證及照
片2張至註冊組辦理補發；未帶證件者，須提
前申請臨時學生證。相關考場規則，請參閱網
站（http://www.acad.tku.edu.tw/CS/downs//
super_pages.php?ID=CS402）。

開放溫書教室 方便學生K書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102學年度日
間部及進修學士班轉學考報名開始，自11日
（週二）至26日止以網路填表方式報名。考試
日期：日間部轉二年級7月23日、轉三年級7月
24日考試；進修學士班於7月22日考試，歡迎
報考。詳細的招生名額、報考資格及考試科目
等相關事項，可至教務處招生組網頁（http://
www.acad.tku.edu.tw/AS/main.php）下載招生
簡章，或洽詢招生組，校內分機2513、2208。

轉學考11日起網路報名

檀國大學
　檀國大學（Dankook University）創立於
1947年，集結文、商、工、法律、藝術、
體育及醫學的綜合私立大學，位於韓國首
爾漢南洞，且設有京畿道竹田校區及忠清
南道天安校區。學校吉祥物為一隻黑熊，
以檀君神話為基礎，象徵檀國人承繼民族
的靈魂，學習忍耐和勤勉、獨立自主的勞
動及勇猛精神，該校與本校於1975年5月14
日締結為姊妹校。
　檀國大學的創校精神是以創立者的愛國
精神和民族精神為基礎，當時在日本統治
之下，創始人張炯先生和惠堂趙喜在女士
深刻體悟，若韓國要脫離日本統治，其首
要目的就是培育人才。
　因此，檀國大學以弘益人間為基礎，發
展出「救國」、「自主」、「自立」3項目
標，救國是國家觀、自主是民族觀、自立
則是世界觀，希冀每位檀國學生可以培養
獨立自主，且具有遠觀的個性，以及對社
會做出貢獻。
　檀國大學有優厚的獎學金制度，凡國際
學生入學，且父母國籍皆非韓國籍者，首
爾漢南洞校區可減免學費50%。該校畢業
校友眾多，享譽國際的水墨畫大師李奇茂
為該校榮譽博士，韓國團體BIGBANG團
員TOP、2PM玉澤演、演員河智苑等皆為
該校校友。（整理／楊蕙綾、圖片來源／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AA%80
%E5%9C%8B%E5%A4%A7%E5%AD%B8）

相關「姊妹校 On Air」介紹，請上淡江
時報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
點選姊妹校專區，就能搜尋到更多友
校資訊！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於上月
9日舉辦英語歌唱及拼字比賽，英語歌唱比賽
前5名為：會計二鄭雅慈、英文一蔡岱縈、西
語四孫嘉臨、法文二古梓歆、統計一鄭士榮。
英語拼字比賽由英文二洪培堯、英文四賈安
婷、國企一洪佑權、企管二陳文怡、英文一林
志安拿下前5名。
　鄭雅慈表示，這是她第一次參加英語的歌唱
比賽，當初看到海報街的海報，加上喜愛英文
歌，才決定參加。因為是英語歌唱比賽，所以
在練習的時候，會把自己的聲音錄下來，修正
不好的地方，讓自己的發音能夠更完美。
　洪培堯表示，當初看過有拼字比賽的電影覺
得很有趣，加上同學的邀約，因而決定參賽。
因為拼字比賽有限制時間，所以緊張感更強
烈，他說：「這次比賽沒有很多時間準備，不
過我用了英文系提供的字庫和拼字遊戲來背單
字，多虧了有拼字遊戲，讓這次比賽能獲得第
一名。」

英語比賽 要拼也要會唱

　101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於3日晚間在學生活
動中心盛大舉辦頒獎典禮。圖為吉他社得知榮
獲音樂屬性優等獎的一刻。（攝影／林俊耀）

　【記者沈彥伶、呂柏賢、陳嘉娜淡水校園報
導】德文系於上月25、26日在本校舉辦「2013
第三十一屆全國萊茵盃」。邀請政大、第一科
大、大葉、輔仁、文藻、東吳、文化7校與本
校德文系學生約600人參加。比賽包含朗讀、
演講、排球和籃球等項目，再加上戲劇觀摩，
比賽內容多元，寫下2天精彩賽事。德文一林
紘萱獲得一年級組朗讀第2名；演講由德文四
范于真拿下大四演講第2名；男籃抱回第3名。
　德文四范于真表示，很感謝主辦單位，這次
題目也很生活化，參加萊茵盃真正體會到，人
外有人、天外有天。她也說：「雖然我們生在
草莓族世代，但還是要秉持著芭樂般的堅毅精
神，去面對未來挑戰。」德文一林紘萱則表
示，參賽原本不在她的計畫中，所以能有如此
表現感到意外，且不能浪費拿到門票的機會，
因此她抱著平常心做到最好。
　男籃前隊長德文四謝茂傑表示，今年萊茵盃
在淡江，會有特別想為校爭光的情緒！男籃隊

德文系主辦全國萊茵盃奪3獎
長德文三劉杰也表示，外語盃進行一週後緊接
著萊茵盃，對大家的體力是個考驗。雖然第一
場輸給文化，但第二場贏了文藻，非常高興。
　德文系系學會長德文四蘇怡婷
表示，「從接下學會即開始籌
備，我們花費很多心力，希望可
以透過經驗的累積來改善活動規
劃。」近一年的籌備期，系學會
遇到不少難題，「最大困難在於
場地租借，因為需要大量且不同
性質的場地，但卻很難同時找
到，這點讓我覺得很可惜。」她
說：「比賽難免有突發狀況，如
今活動順利完成，且從中學習到
不少經驗，很謝謝德文教師協
會、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及歌
德學院的幫助，更感謝系學會及
工作人員，因為他們的努力這次
活動才能畫下完美句點。」

　德文系舉辦「2013第三十一屆全國萊茵盃」
，共邀請7校、約600人參與，比賽內容豐富。
圖為25日於體育館7樓進行的籃球競賽，由淡
江大學（藍衣隊）對戰文化大學（黃衣隊）。
（攝影／陳嘉娜）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攝影社於3日
至7日在黑天鵝展覽廳舉辦「攝癮」展，以
「在麻木中沉迷，在混亂中上癮，找回你的初
衷。」作為宣傳標語，展開為期5天的成果發
表。社長會計三鄭人豪說明，主要是希望大家
可以對攝影這件事上癮，並且拍出自己原始的
想法及意念。
　成果發表是透過徵稿方式募集社內成員的攝
影作品，最後約有20餘位社員入選，作品總計
有200張。鄭人豪說：「相較於往年，今年受
限於展覽場地，因此照片呈現的比例也變小，
且採用不規則的排列方式，藉此節省空間。」
現場也設有裝置藝術，以底片膠捲纏繞人型模
特兒，增添視覺效果。

　活動接近尾聲，由社團指導老師、資工系副
教授陳建彰及社團幹部們共同票選參展作品，
贏得第一名的物理一吳國禎謙虛地說：「感謝
攝影社的策展，當中也有很多高手參展，期待
明年的成發。」
　同時6日下午6時精心策劃「攝影狂之夜」，
播放〈安尼柏拉維茲的浮華視界〉記錄片，敘
述一個攝影師的拍攝歷程。最後現場則是從展
場回收的抽獎券中抽出10名幸運兒，並分別致
贈攝影類的相關書籍或雜誌。國企三曾子榕參
觀完展覽後說：「對於羅亦晽拍攝一系列人物
感到印象深刻，也體會到拍照能讓我們留下最
珍貴的回憶，且照片就是生活的點滴，看到他
們的作品，覺得很感動！」

　攝影社於3日至7日在黑天鵝展覽廳舉辦「攝
癮」展，吸引不少教職員生前往參觀。由於今
年受限於展覽場地，不僅照片呈現的比例縮小
，且採用不規則的排列方式，藉此節省展覽空
間。（攝影／劉代揚）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你瘦的健康嗎？為關心全校教職員工的身
體狀態及推廣健康樂活，體育事務處於4、5日在紹謨游泳館運動科學實驗
室舉辦「INBODY身體組成分析檢測」，特別商借昂貴的檢測儀器進駐校
園，吸引超過200位同仁前往，讓每個檢測時段皆場場爆滿，現場像是小
型體檢活動，還有專人貼心地分析檢測結果。擔任檢測諮詢與分析的專任
講師陳文和說明，「藉由檢測可以了解身體狀態，如果分數較低代表脂肪
量較高，且要看個人身體的肌肉組成量，而肌肉量較高者，代表基礎代謝
率相對也較高，所以千萬不要有『看起來瘦就是健康』的迷思。」
　本次參與檢測的體育長蕭淑芬開心地說：「我覺得參加檢測活動相當值
得，不但可以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且經由分析後了解到該如何保有完
美的體態及健康的身體，所以掌握均衡飲食和規律的運動真的很重要。」
淡江時報秘書王嫡瑜體驗完檢測後提到，「有專人提示自己身體的健康狀
況，解釋及分析得非常仔細，讓參加檢測的同仁們都獲益良多。」

INBODY分析儀 吸引超過200人檢測

　校長張家宜（前排右三）為獎勵全大運贏得前3名的選手們，於3日
舉辦「102年宴請優秀選手餐會」，邀請100餘位選手蒞席，並由張校
長親自授獎。圖為排球代表隊開心地上臺領獎、和校長一同合影留念
。（攝影／賴意婕）

最後能站上舞臺演出，真的很感動！」
　第二天由「Azure Haze」樂團開場，主唱胡
君毅以震撼的歌聲搭配誇張的肢體動作，一連
帶來5首歌曲、渲染力十足。日裔社員英文二
石居望特別邀請龐克樂團〈懦夫救星〉合作，
組成〈日系懦夫救星〉，帶來日本樂團「Hi 
standard」的〈My first kiss〉及「銀杏BOYS」
的〈援助交際〉，隨興地玩音樂，配上絢麗燈
光，精彩詮釋日式龐克、吸睛效果十足。壓軸
登場的〈劉光Chin〉樂團，由元老級社員組
成，鼓手資管四劉光辰和貝斯手航太四王泓為
即將畢業，這次演出可謂是再見舞臺。觀眾法
文二陳苡瑄開心地說：「感覺得出來社團耗費
很多心力才能辦得如此生動、精彩，且現場表
演超有熱情、活力，讓觀眾陶醉在自由玩音樂
的魅力。」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西洋音
樂社於3日、4日在覺軒花園表演廳舉辦
「西音俠成果發表二連發」，由17組樂
團接力演出。總召企管三孫立蓁說明，
主題除了富含趣味性外，還有更深層的
意義在於，「首日幾乎是學弟妹及初次
表演樂團，且以〈西音那波登大人〉為
題，隱喻表演者從青澀蛻變為成熟的感
覺，第二天則由學長、幹部群領軍，因
此也有了〈西音奶奶的逆襲〉的突發奇
想。」她亦表示，社內有很多成員畢業
在即，大家都很珍惜練唱時光，「也
很開心能和大家一起度過玩音樂的日
子。」社長公行四曾名浩說：「一直很
鼓勵大家組團表演，且從喜歡音樂進而
能親身體驗最好，看到很多新進成員到

　西音社於3日、4日舉辦「西音俠成果發表二連發」
，由17組樂團接力演出。圖為V.F.T樂團帶來精彩的演
唱。（攝影／黃禹程）

西音俠成果2連發 天馬行空玩出搖滾魅力

　由淡江時報主辦「走廊攝影展」，5日開始
在傳播館走廊及滴咖啡展出「22X27 淡江女
孩」、「淡江一百種角度」雙主題攝影展，首
度打破展演空間，將攝影作品注入校園生活
中，展期到15日，歡迎全校教職員生在校園中
發掘滿溢的藝文氣息。

　運管系校友、曾任本報攝影記者的王文彥曾
獲國際攝影大賽「J'ai 20 ans dans mon pays」
臺灣區第一名、臺灣新聞攝影大賽等大獎，以
27位22歲淡江畢業的大四女孩為主角，透過觀
景窗捕捉即將踏出校園的青春尾巴，顯現出她
們面對未來有著許多想像與期待。作品以黑白
方式呈現，王文彥表示，「目的是減少顏色的
干擾，表現出女孩最原始的自然樣貌。」而傳
播館門口最吸睛的地板照，則是希望以拼貼的
方式來營照不同的視覺感。他笑著說：「攝影
像是用照片去認識女孩，且每位女孩都有不同
的個人風格及特色，此次則呈現整體最單純的
樣貌。」

　傳播館走廊左側， 是淡江時報攝影記者的
攝影聯展，結合本報7位資深攝影記者出任務
時，因局限於版面空間，無法全數刊登，攝影
記者國企四謝佩穎表示，「透過攝影展，可一
覽不同攝影記者的拍攝風格，更可藉由動與靜
的畫面看見淡江多元面貌。」（文／黃怡玲、
攝影／余浩鉻）

走廊攝影展 凝結22歲瞬間

攝影社攝癮展 帶你找回原始初衷

牌，且在練習過程中，團隊精神的培養對運動
選手來說是首要之務，也是淡江學生秉持的精
神，僅管天分很重要，但是苦練才是成敗的關
鍵，希望明年能再創佳績。」
　體育長蕭淑芬開心地說：「今年的好成績歸
功於教練群的付出，選手們也將最佳狀態發揮
到極致，希望藉由餐會讓選手感受到學校對他

們的嘉許。」餐會氣氛
十分歡樂，各組優秀團
隊上臺領獎，並與張校

長合影留念。在眾多優秀校隊中，今年全大運
的最大贏家是跆拳道，堪稱奪冠王，而跆拳道
選手機電碩二王永勛即將畢業，在校6年總計
奪得5金1銀佳績，他說：「我一直告訴自己最
不能輸的就是今年，也希望學弟妹能夠加油，
每一年都是新的開始，不管輸贏都一定會有收
穫。」擊劍校隊在全大運中贏得一般男子組擊
劍軍刀團體賽金牌，隊長航太三黃皓偉說：
「去年成績不理想，所以今年抱著奪冠精神，
加上隊員們都很努力，因此獲得好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