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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黃雅雯、謝如婷淡水校園報導】學園團契社與英會社邀請
「木匠工具樂團」（CTI）於12日及15日兩天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演唱
會，共吸引約300餘人到場參與，座無虛席。整場音樂會的節奏由溫
柔漸而轉向搖滾，樂團忘情的歌唱與觀眾熱情的呼喊，為入秋的校園
注入一股暖流。

　「木匠工具樂團」（CTI）為八位來自美國及加拿大
的青年所組成的親訪團，以巡迴的方式在世界各地進行
演出。首先藉由悠揚的吉他聲伴隨著頌讀聖經進而轉以
輕鬆活潑的節奏，讓現場觀眾的心情為之跳動，隨著節
奏，盡情地打著拍子，陶醉於音樂歌聲中，進行到壓軸
歌曲時，全場觀眾起立鼓掌，隨著主唱擺動雙手，齊聲
高歌，樂團以激昂的搖滾音樂結尾，使全場high到最高
點，安可聲不絕於耳。
　現場演出除了搖滾、流行音樂外，還有團員分享個人
的生命故事與戲劇，希望觀眾在遭遇不幸時，能意識到
自己並沒有被放棄，神一直在我們的四周。在歌唱結束
後，所有觀眾高喊「安可！」樂團的成員也爽快的唱起
安可曲，到了問答時間，由主持人以淺白有趣的翻譯與

觀眾進行對話，另讓觀眾更與自己所喜愛的團員的照相留念，使觀眾
與團員更加親近。
　與團員拍照的日文一陳思穎表示，14日在美食廣場感受過CTI現場
的魅力，隔天再度聆聽這場饗宴，一同參與的西語一陳怡安說道，

「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地接觸樂團表演，感覺很特別」，尤其最喜歡
主唱Eric的表演，他具有爆發力的聲音讓我如痴如醉。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

之 14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Brandon University）位於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Manitoba），創立於1899
年，前身為布蘭登學院，與本校於1998年5月正
式締結為姐妹校，成為本校第44個姐妹校。
　該校為一所具有百年校史的大學，音樂及藝術
方面成就在當地首屈一指；校內師生約3000人，
共有5個學院，分別為人文學院、教育學院、健
康研究學院、音樂學院、理學院，另外還設有農
村發展研究和第一民族與原住民研究的相關課
程。其中以音樂學院最著名，為加拿大歷史最悠
久的音樂學院，高水平的課程及獨特的一對一指
導，使該學院享譽世界。

　布蘭登大學
為 加 拿 大 大
學 學 院 協 會
（AUCC）和
聯 邦 大 學 協
會 （ A C U ）
的成員，自
1960年招收

國 際 學 生 ，
具有長期交換國際學生的歷史，可提

供一對一的專業教學與研究。（林姍亭整理）

　 加拿大布蘭登大學。照片來源：ht tp : / /www2 .
brandonu.ca/physplant/building1.htm

　布蘭登大學
為 加 拿 大 大

聖誕節前  巧克力為您傳情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 報導】「2009巧克力傳情」將您滿滿
的心意傳給對方！嘉雲校友會與全國85所大學，和巧蕾巧克力公司合作，

提供多款巧克力與精美手提袋，並於即日起自10月30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
在商管大樓門口擺攤。想要在聖誕前夕傳達心意的你，要趕快把握機會喔！
　負責執行此活動的英文二曾于庭表示，今年有別以往的宣傳，廠商特別
安排試吃活動，讓同學親身體驗巧克力帶給大家快樂的魔力，「80幾所

大學中，只有少數幾所大學有舉辦試吃，我們學校就是其中之
一。」試吃活動於今日（19日）晚上6時45分在E311開放

進場，名額限制前150名，有興趣的同學可前
往參加。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十九日 星期一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僑生人數突破600
人！根據學務處僑生輔導組最新僑生人數統計與去
年相較增加127人，總計605人。僑生來自30個不同
的國家，其中以澳門271人（約占45%）、香港129
人（約占21%）和馬來西亞99人（約占16%）為最
多。
　僑輔組對僑生的照顧非常多元，除日常生活外，
每年定期舉辦迎新、各國僑居地文物展、中秋茶會
等活動，聯繫僑生之間的情感。來自印尼的國貿四

黃保勝分享他參與文物展的經驗：「來自不同國家
的僑生，展現屬於自己國家的文化，包含服裝、食
物、漫畫等，可以從活動中認識到不同的文化，很
新鮮！」而日文四陳欣蕊回憶起剛來台灣參加的第
一個迎新活動：「記得當時參加僑輔組舉辦的迎新
活動，讓我認識到很多人，較能因此互相幫助，心
裏也比較不緊張！」
　僑輔組組長陳珮芬表示，學校開設國文、英文和
微積分班，幫助僑生進行課後輔導，解決課程上的

疑問。因大一新生較有語言上的困難，透過與教師
及學生的互動，新生較能融入新環境。她同時指
出，為了解僑生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也對新生進
行分組約談，另也從「知性關懷活動」、「音樂
會」、「參觀社區改造」等各種面向的活動中，讓
僑生學習真善美，落實學務長所要求「從僑生的日
常生活深入關懷」。同時，僑輔組如同一個大家庭
般，僑生無論喜怒哀樂都會來這兒聊，這裡讓僑生
們不覺身處異鄉！

　企管一莊寶明分享學習心得說：「系上的課對於
不精通中文的僑生而言，授課速度太快，經過課
業輔導後，不懂的問題可隨時發問，學習效果較
好。」公行三王美景表示：「在澳門時，學校提供
大學資訊，發現淡江師資與設備都不錯，所以選擇
來淡江讀書。」相較我大一時剛進淡江，「現在買
早餐都會聽到有人說僑居地的話，好親切！」她笑
說：「感覺僑生在淡江，已漸成一股新勢力！」

財金二張能翔：商館中午下課的人潮，跳起來會被人群夾著走！

學聲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活動看板
台北 蘭陽 網路淡水

校友幫幫忙 商學院英語免費開課

 6校生            享優惠  淡特聯DM報你知

板書．即席演講賽 即起報名

CTI木匠工具來校演出　３００人蜂擁　安可聲不斷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師資培育中心舉
辦板書競賽及3分鐘即席演講競賽，即日起開放報
名，全校同學皆可參加。板書競賽報名至10月30日
截止，將於11月10日中午舉辦；3分鐘即席演講競
賽報名至11月30日截止，將於12月15日中午舉辦。
兩場競賽最高獎金3千元，詳細活動辦法及地點請
至師培中心網頁http://www2.tku.edu.tw/~tdqx/ed_
learn02.htm，或打校內分機2122、2124與承辦人林
雪馨洽詢。

緊急事故聯繫卡 有看有保庇
　【記者梁琮閔、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近日學校
附近發生襲胸之狼案件，日前已破案。軍訓室教官
王啟光呼籲，無論身處何地，同學必須隨時注意週
遭環境，白天也儘量不要單獨行動！
　王啟光指出，教官室備有「校園緊急事故聯繫
卡」，開學時已送各系發送全校學生，內容針對學
生在遇到緊急狀況的因應方式。他提醒，許多犯罪
是不定時、不定點的發生，除提高警覺，學校每學
期舉辦訓練活動，如：健康安全種子訓練等，針對
緊急包紮、防身術等教學，希望全校同學能踴躍參
加。
　住在巧克力社區的中文三田佑筑表示：夜晚隻身
走在暗巷時，總覺得害怕，開學時便拿到教官室所
提供的緊急事故聯繫卡，許多自救方式對於外宿在
外的學生滿有用的，讓我遇到此情況時不致過於慌
亂，其中以腳踢汽車，使其發出警報聲引起旁人注
意以便求助，「這是不錯的方法！」

　 【 記 者 江 啟 義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 一 卡 在
手，省錢無窮！」學生
會 將 於 即 日 起 發 放 優
惠DM，只要一張學生

證，就可以享有大大優惠。
 「淡水地區大專院校學生聯盟」（簡稱淡特聯）
由淡江大學、真理大學、台北藝術大學等6所學校
之學生自治組織策劃，於15日在台北藝術大學國際

會議廳舉辦「公開簽約儀式」，與會者有本校課外
組組長謝景棠、北藝大學務長詹惠登、馬偕專校學
務長張讚昌，及店家代表美麗華行銷副理張靜宜等
人，簽約後宣布「淡特聯」正式開跑。
　有鑑於往年「北區大專院校特約聯盟」效果不
彰，今年由淡水地區大專院校自辦，希望集結區域
力量，為更多同學爭取福利。學生會會長水環三陳
聖致表示，只要能對全體同學有益的，我們都會盡
力。謝景棠建議，除校外合作廠商外，校內的商店

也可優先合作，對聯盟的拓展有很大的幫助。
　學生會發放的DM上列有淡水地區38家合作廠
商，如美麗華百貨公司、生活工場及仁愛眼鏡等，
內容將詳述與店家合作細節，如店家位置及折扣方
式。蘭陽校園因特約廠商尚未完成簽約，預計將於
11月起發放合作廠商DM。合作DM詳細資料請上網
站台（http://www.wretch.cc/blog/DUSAL2009），
如有問題請洽學生會辦公室（SG203）公關部長財
金三戴嫚珊。（圖／學生會提供）

23日漫畫家大會　漫畫迷快來

「大學學習」 新鮮人各單位趴趴走

僑生人數破600 僑居文化匯聚淡江

北海岸導覽賽開跑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為加強研究生英文
口語表達，及強化溝通能力，商學院特地為院內研
究生，自16日起免費開設近3個月的英文口語訓練
班，以增進學術研究及未來職場的就業競爭力。
　商學院院長胡宜仁表示，本次開班費用全部由國
貿系系友鴻海集團副總裁簡宜彬的父親、宜順公益
基金會董事長簡進光全額贊助，以研究生為主，是
因為研究生常需要發表論文，或參加國際研討會，
希望透過這樣的課程，訓練研究生基本的口語能
力。英文口語訓練班的課程內容包括學術簡報、論
文發表、商務會議、產品簡報等實務會話演練，除
練習順暢表達外，也針對發音及語調加強訓練，對
沒有出國留學過的學生是一大福音。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漫畫迷有福了！本校中文系「圖像
漫畫研究室」與「臺北市漫畫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合辦「2009年國際
漫畫家大會」，將於23日至26日在淡水鎮圖書館舉行，邀請日本、韓
國、香港、大陸及菲律賓等國內外知名漫畫家共襄盛舉，國際知名的
日本知名漫畫家「天才小釣手」作者史口高雄、「無敵鐵金剛」原著
作者永井豪、「怪醫黑傑克」原著作者手塚治虫團隊，及被業界譽為
「漫畫博士」的洪德麟也將與會，精采可期。
　除漫畫家外，亦邀請產業代表馬來西亞彩虹漫畫有限公司執行總監
黃慶榮、澳門動漫產業協會理事長黃天俊等人，以「漫畫的教育傳承
與創新發展」為主題，進行專題報告。負責圖像漫畫研究室的中文
系副教授馬銘浩表示：「此為為台灣睽違十年後再次的國際性漫畫盛
會，十分難得，希望對於漫畫有興趣的同學可前往參與。」

　【記者潘桂君、張靜怡、柯俐
如、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新鮮人
「大學學習」課程開學至今進入第
6週。按照規劃由大一導師帶領新

生快速認識、適應學校環境，包含認識系所，另有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心理狀況檢測、圖書館及文錙藝
術中心的導覽，讓同學了解如何利用學校的資源。
　諮輔組於開學第4週替大一新生進行人格及生涯興
趣檢測，日間部大一新生已全部受測。大傳一蔡宜
君表示，藉由人格及生涯興趣檢測可多解自己，真
不錯！若檢測方式可以電腦方式完成更好。文錙藝
術中心行政助理張人方表示，文錙藝術中心準備2個
小時的導覽，為同學介紹藝術中心的環境，第一個
小時在文錙音樂廳看簡介影片，第二個小時由導覽
員帶領同學參觀所屬單位，如：海事博物館、書法
研究中心及展覽廳，希望由此方式讓同學更進一步

認識文錙藝術中心。
　圖書館為歡迎新生的到來，發送「圖書館新鮮
誌」，介紹圖書館的資源，如電子資料庫、期
刊、館藏資料等查詢。此外，在「圖書館新鮮
誌」手冊上附有九宮格連線活動，連成兩線就可
參加i-pod抽獎。圖書館參考組組長馬少娟表示，
4個小時的課程內容是希望同學能充分了解圖書
館的各項貼心服務。而有趣活潑的闖關的驗收學
習成果方式，是參考時下年輕人最能接受的上課
方式。
　德文一范于真表示，透過這門課讓我得到導師
傳承的經驗，而最近剛參觀圖書館，藉由闖關的
方式讓我了解圖書館各樓層可利用之資源，一邊
玩樂一邊了解校內資訊，真的很棒！產經一鍾宛
庭表示，藉由與導師的聚會除可知道系上許多資
訊外，還可拉近與師生的關係，感覺很溫馨！

　中華民國國際演
講協會淡江分會於
近年成立，主要培
養社員上台演說的
能力及邏輯組織的
表達，過去皆在台
北校園舉辦活動，
從本學期開始期待

更多淡水校園學生加入。
　以每位社員輪流擔任講師演講方式，訓練社
員的台風及英文表達能力，演講完畢，另有分
享會，針對課程進行分享及回饋。全程英文對
話，不設限任何英文能力，只要有學習的動機
皆可參加。
　負責人資管四楊莉莉表示，演講協會提供以
英語演說的學習環境，並增加認識朋友的管
道。此外，演講協會亦是全球性的組織，台灣
已有400多個分社，其有頻繁的交流活動！社課
時間為每月的第二個禮拜六在台北校園舉辦，
有興趣的同學可洽楊莉莉，電話：0961176561
或上網查詢http://www.toastmasters.org.tw（文 / 
陳韵蓁、攝影 /曾煥元 、陳怡菁）

98新社團登場

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淡江分會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
導】近日你是否常在校園中
看到一群醒目的高中生？一
張張快樂洋溢的臉龐，原來
這是高中制服日。穿起高中

穿制服回憶高中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及推廣國內
民眾對北海岸美景的認識，本校資訊傳播系與愛迪
斯科技公司、3所大學校院合辦「樂活漫遊@北海岸
景點數位導覽競賽」，即日起至明年2月20日受理
報名，歡迎參加。
　參賽主題須針對台灣北海岸之特定人文自然景觀
景點為主題，建置3D虛擬實境數位導覽，內容包
含當地的歷史介紹、地理位置、人文、自然景觀特
色導覽，及景點周邊等相關資訊。將以作品的創意
性（40%）、美術性（30%）及技術性（30%）進行
評分，意者請逕至活動網頁http://www.axis3d.com.
tw/content.php?cat=news&id=493查詢。

淡水鎮
圖書館

吃喝玩樂

制服，重溫往日羞怯的歲
月。走在校園中，不僅引起
許多同學側目，讓人想起過
去高中時期的青澀，同時也
使校園裡增添青春活潑的氣
息。（攝影／劉瀚之、林奕
宏）

點點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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