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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國標社主辦
「第六屆淡江盃大專國際標準舞競賽」於上月24日
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本校表現亮眼，共拿下23獎
項，其中化材四蔡孟翰、中文四黃馨誼獲得大專
單項恰恰第1等7個獎項，是淡江參賽選手中最大贏
家，大一即接觸國標舞的蔡孟翰表示︰「比賽只要
拿出平常心、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就能將舞技表
現到最好！」
   本次淡江盃報名極為踴躍，報名學校總數為歷年
最多，除往年參加的輔大、世新、政大之外，今年
加入師大、長庚、華梵等共11所學校，93對一同角
逐，競爭相當激烈。而本校表現不凡，蔡孟翰、黃
馨誼共報名7項競賽，7項賽事都受到評審青睞，分
別獲得大專單項恰恰第1、大專拉丁四項第2、大專
拉丁三項第3、大專拉丁雙項第3、大專單項森巴第
3、大專單項倫巴第4、大專單項倢舞第4，表現相
當搶眼！表現亮眼的還有統計四林暐翔、國標社社
長會計四藍婉綺，在大專單項森巴獲得第1，另外
大專拉丁四項第3、大專拉丁三項第4、大專單項恰

恰第3。
  黃馨誼笑說，剛開始學舞很緊張，「還經常撞舞
伴的鼻子呢。」但經過一年半的訓練，與舞伴相互
協調、溝通，從不敢看他的眼睛到現在默契十足！
此外，黃馨誼及藍婉綺同時表示，除了練舞，也加
強訓練自己的肌耐力、速度感及拍子的定點。使自
己的舞姿更加活潑、順暢。黃馨誼特別指出，我們
經常以伏地挺身，訓練肌耐力，並加強各項儀態基
本功。她笑說，當然最重要的是「跳舞時一定要陶
醉在其中！」
　藍婉綺表示，國標社今年的成績較去年表現更為
優異，參賽同學較以往投入更多時間加緊練習。她
說：「未來將可能每學期舉辦一次競賽，讓許多愛
跳舞的同學有機會一同交流切磋。」 她表示，在練
舞的過程中，需要花很多精神與舞伴溝通，除了比
賽獲獎，「會讓自己變得更有自信。」她建議未來
想學國標舞的學弟妹，「堅持到底，並相信自己一
定做得到！」（圖／國標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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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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淡水蔡孟翰 黃馨誼舞藝精湛 淡江盃獲7獎項

卓

越

電影社3日青春影展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EMBA第二屆
超級盃卡拉OK大賽上月24日在台北市校外場地舉
辦，共有160餘位師生、校友共襄盛舉。全球華商
碩專班一年級林信蕙以一首「熱情沙漠」勁歌熱舞
的精采表現，奪得冠軍及獎金3000元。
　林信蕙台風穩健，高歌之餘不忘與台下評審觀眾
互動，許多觀眾皆起立唱和、忘情尖叫，現場氣氛
high到最高點。林信蕙表示，這次參賽，從事前規
劃、選歌練歌、連夜採購道具，班上同學還一起趕
製班服、排練啦啦隊隊形，「這些難得經驗，讓
全班的向心力更加凝聚。」EMBA執行長林江峰表
示，此次的活動極為成功，謝謝各位師生、校友們
的支持，希望往後能舉辦更多活動，連繫校友與在
校生的感情。

EMBA卡拉OK賽林信蕙奪冠

就輔組職涯諮詢 專家帶你探索未來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就業輔導組
配合教學卓越計畫，辦理「職涯指南」諮詢服務，
讓同學更清楚暸解自己的興趣與未來適合從事的行
業。針對這次的諮詢服務，就輔組邀請中崙諮商中
心心理師李予澄及台北善牧安心家園諮商師郭若
蘭，協助學生探索職涯。
　諮詢內容包含：職涯規劃、就業諮詢、生涯心理
測驗解析、興趣量表等服務。李予澄表示，淡江學

良師傳承撇步  24對交流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你的夢想是成為
一名老師嗎？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配
合教學卓越計畫，即日起至28日，將招募10名種
子教師，大學部三、四年級及研究生皆可報名參
加，培訓課程免費且不限修習教育學程的學生，
只要是喜愛自我挑戰和對教學有興趣的同學，皆
可藉此機會累積教學經驗。
　培訓結束，可將培訓時數列入個人學習歷程檔
案，試教合格者，即可在學發組舉辦的教學工作
坊從事教學及支領鐘點費，並於學期末頒發教學
服務證明書乙紙。曾於上學期在教學工作坊擔任
種子教師的中文碩二顏嘉儀表示，種子教師培訓
不只獲得教學技巧，更能在實體教學後，從同學
的回饋問卷中檢視自己的優缺點。意者請將簡歷
及上學期成績單e-mail至pennywu@mail.tku.edu.
tw，或親至I405洽活動承辦人吳美華。

體育館可望24小時開放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度社團負責
人座談會於上月28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主持，學術副校長陳幹男、國際事
務副校長戴萬欽頒發社團評鑑特優及優等獎牌，並
與蘭陽校園視訊同步進行會議。
   高柏園表示，創辦人張建邦及校長張家宜雖未與
會，但相當重視社團活動，張創辦人期望社團邀請
校友回校，進行演講座談；張校長期許社團在三環
五育的課外活動中，培養學生抗壓性及變通能力，
同時多參與社區發展合作，創造雙贏。
   各社團提問相當踴躍，弦樂社、古箏社、實驗劇
團提出表演場地、設備等相關問題。在場師長針對
提問一一回答，其中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謝景棠表
示，為維持學校附近住戶安寧，社團活動音量在65
分貝以下者，皆可申請表演場地。在設備更換方
面，總務長鄭晃二表示，學校會評估再著手改善。
體育館使用方面，謝景棠表示，課外組評估未來可
望體育館開放24小時進出，但有兩點務必要同學配
合，1、晚上10時後禁止在校園，特別是體育館四
周喧譁。2、妥善使用體育館資源，離開社辦及練
習場地要關閉所有電源。

學發組召募種子教師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英語會話社於
上月26日舉辦萬聖節派對，當天特別準備豐富
的點心、飲料供大家品嚐，現場有人貼上假鬍
鬚、戴上眼罩，假扮成海盜，或頭上帶著自行
製作的南瓜帽，利用黃色的燈光讓大家感受到
萬聖節的氣氛。今年參與人數爆增盛況空前，
連三間的覺軒教室擠滿一臉期盼的新鮮人！
大家利用湯匙和刀子七手八腳合力製作南瓜
燈。西語一林詩芳說：「場地的布置精緻、有
氣氛，讓不是在國外長大的我也能體會外國節
慶。」（攝影／曾煥元）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
SBL台銀職業籃球隊於上月27日

中午，與本校校隊在體育館進
行一場精采的友誼賽，吸引
兩百多位師生為球員加油。

　台銀籃球隊總教練賴良
忠 率 領 1 5 位 球 員 再 次

來到淡江，球迷熱情
相迎，而本校籃球校

隊一進場也獲得滿場歡
呼。校隊隊員公行三
王二儀興奮地表示，

這次以球會友讓他在球技上很有進
步，賽中球星十分有親和力，「在
擦撞後還會扶你一把！」賽程中雙
方球員多次出現灌籃等炫技，讓場
邊球迷直呼過癮。除友誼賽外，還
有趣味遊戲及握手簽名會，SBL忠
實球迷保險二游依婷自告奮勇參加
投籃遊戲，「能夠這麼近距離貼近
球星，又是在學校的體育館，真是
太不可思議了。」電機二黃嘉弘表
示，雖然輸給台銀，「面對職業選
手，校隊表現已經很不錯。」

福智青年社今真相展
　【本報訊】福智青年社於今日（2日）在黑天鵝
展示廳，透過真相展讓全校師生對自我生活及環境
健康有更進一步的認識，真相展介紹主軸為食品添
加物、農藥化肥、洗劑用品、電子廢棄物等對環境
及人類的影響，希望透由真相展深化全校師生惜福
愛物的習慣。
　活動內容包括，福青社社團介紹區、影片放映
區、好書介紹區、回饋單區、食品站等。其中透過
影片的放映，片中人物的親生經歷分享，讓大家更
深入體會飲食習慣對我們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藉
由海報與實物的陳列、社員們的解說，以及現場做
實驗的方式，讓同學了解每天吃進了多少化學添加
物，並在選購時注意到食品中的成份，而不只是追
求美味。另外，現場填寫回饋單將會抽獎送小禮物
哦！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想看免費電影
又拿好康嗎？為了增進同學對電影藝術的興趣
及了解，由iLook電影雜誌主辦，電影社承辦的
「2009iLook青春影展」，將於3日（週二）下午
在海報街及B712熱鬧開場。
　活動當天下午2時至5時30分在海報街擺攤，現
場除了可以玩遊戲拿贈品，更可以免費索取當天
晚上6時在B712播映的《戀夏500日》電影入場
券。電影社社長德文二柯姵宇表示：「去年同學
對青春影展的反映相當熱烈，今年除了現場有小
遊戲以及送贈品的活動，同學還可搶先看到未上
映的電影，對全校同學來說是一大福利！」心動
的同學千萬別錯過這次機會喔！

日本駒澤大學

之 16

　日本駒澤大學（Komazawa University）位於
日本本州世田谷區。該校創立於1882年，名為
「曹洞宗大學林專門本校」，於1925年改稱為
駒澤大學，與本校於1999年11月正式締結為姊
妹校，該校共有16649名學生，大學部共有7個
學院，共17個科系；研究所共有7個學院，共
14個系所。
　駒澤大學自2001年與本校開始交換學生，該
校學生也於2002年至本校修習學分。駒澤大學
目前與全世界9個國家15所大學締結姊妹校，
進行學術交流。該校是一所佛教學校，並提
供坐禪課程供同學修習，教學理念以「行學一
如」為基礎，以佛教教義教育學生。此外，駒
澤大學棒球社於1947年成立，分別於1962及
1964年封王，截至98年，該校棒球隊25次於東
都大學聯盟第一部封王，6度於大學錦標賽稱
冠，3次於明治神宮大會優勝，已經成為日本
棒球名校之一。（江啟義整理）

生最大的特點是「很活潑又主動！」，這項特質對
於釐清自己未來的方向很有幫助。「諮詢服務將依
據同學所提的問題，協助同學找出符合志趣的方
向，如：各系所未來的出路。」就輔組組長朱蓓茵
表示，目前諮詢地點在諮輔組的諮商室，未來期待
有專屬的空間持續為同學提供職涯諮詢服務，讓更
多學生受益。想探索未來職涯者，可於2天前電洽
就輔組（校內分機2350）預約此服務。前來諮詢過
的決策三蔡偉碁說：「一開始對未來很茫然，報名
諮詢後，藉由專業的諮商老師，讓我清楚明白在未
來不同階段，應該做什麼事情，才能順利的找到屬
於自己的職業。」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組，為協助新進教師儘快適應本校
教學環境與文化，推動「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
（Mentor and Mentee）已邁入第二年，截至目前為

止，今年共有24對參加，由Mentor帶領Mentee進行
教學、研究、輔導等工作。
　「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由資深教師帶領新聘教
師，以個別面談與團體活動進行，彼此交流互動，
建立經驗傳承管道。連續兩年擔任Mentor的資傳系
系主任劉慧娟表示，這項活動對於新進教師有很大
的幫助，可以讓新進教師快速認識學校，了解教學
與行政制度，是相當好的經驗傳承。由劉慧娟帶領
的資傳系助理教授賴惠如表示，透過良師益友的活
動，幫助她更快了解學校的特質與文化，「劉老師
會提供學術研究和學生輔導方面的實質建議，幫助
了解淡江學生的特質，有助於教學的進行！」 
　另外，為強化教師專業教學的知能，自97學年度
起推行「淡江大學學術一級單位辦理教師教學專業
成長研習計畫」，去年共有文、理、工學院及體
育室等8個院室參與，今年加入教育、國際兩個學
院，擴增為10個院室，將邀請校內外學者專家以專
題報告、綜合座談、論壇等多元方式進行。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由春暉社與軍訓室
主辦的第三屆陽光大使選拔，於上月29日在海報街
舉行決賽，經過激烈比賽後，日文一黃正宜以第1
名之姿同時獲得人氣王與陽光大使寶座，第2、3名
得獎者是日文二彭梓安與英文一林宇瀚。
　陽光大使決賽共有13位同學角逐，圍觀同學中也
有許多參賽者的粉絲群，手拿著粉絲牌，大聲加
油，現場熱鬧非凡。進入決賽的參賽者，經過幾個
禮拜的美姿美儀、認識菸害與舞步走秀訓練等課
程，每位皆具備陽光大使的要素，也讓賽況更加激
烈。黃正宜在決賽中身穿紅色小洋裝表演清唱英文
歌曲，歌聲與姿態都令人印象深刻。獲獎後她開心
地表示，很高興參加這個有意義的活動，之前努力
訓練的付出都值得了！未來將以春暉活動為第一優
先，有義務與使命宣導禁煙、反毒等宣傳，發揮陽
光大使的影響力。
　上屆陽光大使決策二林子超說，她在面試時表現
外向、活潑，並且神態自若，經常笑臉迎人，曾在
高中時參加全校歌唱比賽獲得第一，會獲得人氣王
的獎項並不意外。身為黃正宜的粉絲、同班同學的
日文一徐維亞表示，黃正宜為人熱情充滿正義感，
台風又穩健，連走在路上看到陌生的同學鞋帶沒綁
好，也會上前主動提醒，這樣nice的性格，當選陽
光大使與人氣王是實至名歸！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 這次以球會友讓他在球技上很有進

台銀職籃精采灌籃 球迷high翻天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由春暉社與軍訓室

黃正宜獲陽光大使與人氣王

英會社瘋刻南瓜

師長與社團面對面座談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
SBL台銀職業籃球隊於上月27日

中午，與本校校隊在體育館進
行一場精采的友誼賽，吸引
兩百多位師生為球員加油。

　台銀籃球隊總教練賴良
忠 率 領 1 5 位 球 員 再 次

隊一進場也獲得滿場歡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

台銀職籃精采灌籃 球迷high翻天

卓

越

　 　國標社在淡江盃
以精湛舞藝勝出，化材

四蔡孟翰（左圖右）、

中文四黃馨誼（左圖

左），獲大專單項恰恰

冠軍。統計四林暐翔

（上圖右）、會計四藍

婉綺（上圖左）獲大專

單項森巴冠軍。

　第三屆陽光大使日
文一黃正宜，以健

康、大方的形象，同

時獲得人氣王。（攝

影／劉瀚之）

台北校園                                                    
11/8(日)

9:00

戰略所

5樓校友會館

鷹與龍的交會-歐巴馬訪問

中國後的世界局勢

 

專業心理師李予澄詳細

解答學生的職涯相關問

題。（攝影／劉瀚之）

（攝影／曾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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