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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聲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大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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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首創國際大賽　賣出文創新人才                                     

10/24 (一)

8:00

歐盟研究中心

網路報名

歐洲聯盟徵文、演講、攝影競賽

（http://w3.tku.edu.tw/eurc）

10/24(一)

8:00

課外組

網路報名

100學年度合唱比賽

（http://zzb.bz/illgp）

10/24(一)

8:00

諮輔組

B413

「網路沉迷海報徵圖大賽」徵圖

活動

10/24(一)

8:20

歐盟研究中心

網路報名

歐洲聯盟特展：統合過程‧對外

行動與歐華關係

（http://w3.tku.edu.tw/eurc）

10/24(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線人」

10/24(一)

12:30

美洲所

T503

美洲所美國組暨拉美組101學年

度甄試生＆一般生招生說明會

10/25(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第36個故事」

10/26(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海洋天堂」

10/26(三)

12:30

美洲所

T503

美洲所美國組暨拉美組101學年

度甄試生＆一般生招生說明會

10/27(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最遙遠的距離：最接

近愛情的地方」

10/27(四)

12:30

美洲所

T503

美洲所美國組暨拉美組101學年

度甄試生＆一般生招生說明會

10/21(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停車」

失物招領   智慧手機最昂貴 隨身碟占大宗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淡江讓你成為文創產業
的明日之星！本校文化創意產業中心全國首創的「臺灣
文創『賣』向國際大賽」，讓學生從「做中學」，11月
16日開始，於1個月內在跨國性的網路銷售平台上，銷售
台灣在地的文創商品，例如植物染織品、原住民琉璃珠
或染布工藝品等，實際體驗從蒐集資料、規劃，到線上
實戰銷售、客戶服務、以及物流、金流的處理。文創中
心執行長劉慧娟表示，淡江雖然在設計方面的課程較有
限，但在商管、外語能力表現優秀，若能發揮所長，把
台灣的特色商品推向國際，並期盼經由系列課程、活動
結合原有的文創課程，讓同學們成為未來具國際視野的
文創產業專案經理人才。
　一組最多6人，提出計畫書經初審後，將選出5組正式
比賽，最佳行銷團隊可得最高獎金1萬元！表現良好的
參賽者，還有機會與文創中心合作，參與未來產學合作
的專案開發執行。26、27日（週三、四）中午12時將在
L401舉辦大賽說明會，超越以往課堂上的紙上談兵，歡
迎有興趣的同學參與！
　看到訊息之後馬上報名的大傳三梁凱芹表示，「上完
課程之後，理論可以馬上透過參加比賽的過程獲得印
證，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想參加銷售大賽的同學，

名額有限，快上網（http://enroll.tku.edu.tw/）報名！
　毫無經驗的同學別擔心！文創中心將在11月13日舉辦
台灣文創「賣」向國際研習會，邀請台灣社會向上發展
協會理事長薛良凱說明「文創產業在網際網路的現況與
未來」、瑞邦網路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國棟帶你「認識跨
國銷售平台」、河邊生活創辦人陳明輝分享「文創商品
開發與行銷」，讓你更懂文創產業的行銷！
　另外，11月18、25、26日推出的「文化創意產業管理
實務系列工作坊」，將由三位業界老師：結合美學與管
理的風格經理人吳翰中、現任工研院創意中心「創意
思路導引師」葉惠娟、和知名數位整合行銷的專業部
落客「Mr.PM」曾友志，分別帶來「產品設計與創新管
理」、「創意發想與管理」、「創業管理與事業計畫評
估」三堂具整體、系統性的人才培育課程。
　文創中心專案開發部總監趙又慈表示，研習會可以讓
同學更了解網路行銷、工作坊可以加強在管理實務上的
能力，希望同學有時間可以多來參加，獲得更全面的學
習經驗，也補足文創課程中在管理營銷方面的欠缺。她
更提到，「報名開放第一天就非常踴躍，有興趣的同學
快加緊腳步！」報名網址如上。

熱活高中生  參訪淡江

期中音樂會              弦樂社精采鬥琴

淡大盃桌球比賽 奪女子組團體第一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第
9屆淡大盃全國桌球邀請賽於15、
16日，在全國約50所大學熱烈參與
下圓滿落幕。由本校體育事務處主
辦，桌球校隊、桌球社協辦，今年
共有78支隊伍、約800名選手共襄盛
舉，本校獲得女子校友組團體賽第
一名和女子單打第三名。
　參加過五屆淡大盃的大陸所碩一

李 欣 倚 ， 是 本 校 桌 球 賽 事 的 常 勝
軍，身兼桌球校隊隊長和本次賽事
總籌，亦拿下女單季軍的她表示，
校隊為此賽事前一禮拜加強集訓，
雖然總成績還有進步空間，但強敵
環伺下的比賽過程驚險、激烈，隊
員們都學到了很棒的比賽經驗。講
到這次賽事的進行，李欣倚也很自
信的說：「這次賽事從場佈、撤場

到 賽 程 進 行 ， 都 進 行 的 又 快 又 順
利，我們是講求效率的團隊！」
　體育事務處活動組講師李欣靜表
示，除了全國大專運動會外，淡大
盃長期以來都是桌球乙組的重要賽
事之一，組織校友隊回校參賽也讓
很多畢業校友可以聯誼感情，並聯
繫對母校的情感。

　慶熙大學（경희대학교）位於韓國
首爾東大門區，創立於1949年，以校
風民主化、思想生活化為目標，校
地廣闊，更被評為韓國最美麗大學校
園。該校於2006年11月21日與本校締

　你有發現嗎？蛋捲旁、福園前和宮燈處已有一群人開始拋起了學士帽。上一個鳳凰花開，吐露
艷紅的季節已經走過；下一次驪歌初動時刻就在轉角處。乘載回憶的101畢業紀念冊開始預購，
有意願的準畢業生們請於11月24日前向畢業代表登記，讓滿滿回憶不被遺漏。畢冊是唱驪歌前的
試音，畢籌會向全校徵稿，需要您的創意來完成畢冊主題，獲用者將獲得2000元獎金以茲鼓勵，
活動詳細內容請參閱：http://tkugraduate.blogspot.com/。（文／黃致遠、圖／羅廣群）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失主別煩
心，遺失物品等你來認領！開學以來，於校
園撿拾的物品眾多，如皮夾、手錶、個人證
件、鑰匙、翻譯機、智慧手機等，根據統
計，遺失物品中，隨身碟占最高比例，其次
為鑰匙。教官白怡昌表示，學期末遺失物品

若尚未被領取，將進行義賣，所得經費則輔
助公益社團運作。相關資訊，可至B415軍訓
室詢問或上軍訓室網站（http://www.military.
tku.edu.tw/default.htm）「遺失物查詢」搜
索。

預官開始報名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101年大專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
選開始了！凡是具中華民國國籍、
年齡32歲以內、符合相關資格標
準、且尚未履行兵役義務的役男，
可於國防部網站（http://rdrc.mnd.
gov.tw/eseocd）完成網路及書面報
名作業，並將書面資料送至B415審
查，受理時間至27日下午5時止。
如有問題，可電洽軍訓室教官呂學
明，分機2255或02－26222173。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由蘭陽校園主任室主辦「100學年度
新生迎新餐會」於18日晚上在一樓餐廳舉行。校長張家宜、行政副
校長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與學務長柯志恩親赴蘭陽，與
300餘師生共進晚餐。張校長以英文致詞表示，歡迎大家加入淡江，
同時蘭陽校園為全國首創實施「大三出國研習」及「英語授課」的
教學設計，是讓學生走向國際的窗口，希望能珍惜在蘭陽就學的時
光。
 　來自波蘭的政經系助理教授安娜表示，在家鄉都沒有舉行過這樣
的餐會，覺得很新奇，而且中式素菜豐富，選擇性多且美味，「讓
身為素食者的我很開心，很高興能參加。」而陸生資創一朱占九則
表示，廣州的學校不曾舉行過晚餐餐會，「這是很有趣的體驗，也
增進交流的經驗，特別的是台灣的羹品很棒。」擔任司儀觀光一李
貞毅指出，很榮幸能擔任司儀，他充分準備事前的彩排，這是可以
拉近師生距離的活動，「讓我受益良多。」

蘭陽校園新生餐會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弦樂社於14日聯合
大同大學弦樂社，在文錙音樂廳舉行「琴逗初開」期
中音樂會，共同奏出音樂的火花！演奏當晚安排7點入
席，但有不少學生早已提前在會場外排隊等候，迫不及
待聆聽精采演出。
　兩校弦樂社首次合作，由大同弦樂社主動邀約，活動
由8月籌備至今，並分別安排在淡江文錙音樂廳和大同
尚志教育紀念館（19日）舉行公演。全場演奏曲目包括
9首指定樂曲及1首安可曲，上半場樂者便以當晚演奏
曲目當中難度最高的「聖保羅組曲第一樂章」作為
序曲，震撼觀眾的聽覺；演奏內容除了穿插古典音
樂和西洋舞曲，還加入了電影「神隱少女」片尾曲
及「風中奇緣」主題曲等為人熟悉的旋律；最後以
電影「鐵達尼號」主題曲作為安可曲，為音樂會劃
下浪漫的句點。企管二鄒欣育表示，聽過音樂會以
後使人身心靈都放鬆不少，「裡面的曲目勾起了童
年時代的溫馨回憶，令人回味。」
　對於兩校弦樂社首次合作，淡江弦樂社社長運管
二許翼揚表示，過程中，雖然一開始不被看好合作
成果，但經過努力練習，很高興團員的進步終於獲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
導】大學生「前進高中」！
招生組日前舉辦校園參訪活
動，參訪學校包括本月7日來
訪的高雄市正義高中，及18
日由熱活招生志工隊及新竹
校友會，接待來自新竹的竹
北高中師生約40人。
　竹北高中師生除觀覽本校
校園外，更有資傳系系主任

劉慧娟、大傳系系主任王慰
慈及財金系系主任邱建良為
同學做系所的簡介，並由新
竹校友會分享大學生活的點
滴 。 會 後 竹 北 高 中 的 同 學
們，熱情地寫了回饋小卡，
感謝淡江親切的接待，竹北
高中學生劉宇庭說：「謝謝
淡江大學今天的介紹，有比
較了解各科系的實質內容！

收 穫 很 多 ， 感 謝 今 天 的 招
待。」
　接下來於11月8日邀請到
屏東縣東港高中來校參訪，
熱活招生志工隊也會持續與
各地區校友會合作，期盼透
過高中生來訪及舉辦大學升
學博覽會等活動，讓更多地
區的學校能加深對淡江的了
解。

 　 本校弦樂社與大同大學弦樂社首次合作，精采曲目表演讓觀眾大飽耳福！（攝影／李鎮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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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政達

得老師的肯定；而大同弦樂社社長
電機三黃俊修則說，有別於以往由
學生擔任指揮，這次演出邀請教師
擔任指揮，其專業指導讓團員獲益
不少。

結為姐妹校。
　慶熙大學為綜合型私立大學，除了經濟學、國際
貿易及藝術音樂等知名系所外，該校於1965年與東
洋醫科大學合併，擁有龐大的醫療體系，成為第一
所包含醫學、東方醫學及護理學的大學。各院系所
具備的基礎設施十分完善，設有多種研究中心，提
供豐富的教學及學習資源，因此在2010年QS世界
大學亞洲區排名第27名。該校也在韓國大學教育協
會舉辦的全國大學評選會中，獲評為韓國三大私立
名校之一。本校自97學年度開始至100學年度，總
計有246名學生前往該校就讀，並有4位慶熙大學學
生在本校就學。
　除了以專業學科享譽國際外，也因其校友多為
知名藝人而聞名，包括Rain、尹恩惠及圭賢等。
透過韓國藝人的國際發展也替該校知名度做直接
的宣傳。（文／楊蕙綾、圖片來源：http://www.
ahchuguo.com/news/yuanxiaojijin/1166.htm）

　 校長張家宜（中）與蘭陽新生歡樂共聚！（攝影／楊志偉）

最近超夯的偶像劇「拜金女王」與「我可能不
會愛你」中見過？再仔細一瞧，這位像是從故
事裡走到現實世界中的年輕王子，相貌英挺、
帥氣的新生代演員，也曾在大傳系第25屆畢展
的「最想跟誰搞曖昧？」活動中出現。是的，
你沒看錯！他就是未來劇劇界的明日之星，歷
史二勵政達！
　在戲劇界裡初展露頭角，目前正播出和知名
藝人林依晨對戲的情節，勵政達說自己和資深
演員一同演出並不會感到緊張，因為他會在事
前充分地背台詞，模擬角色個性，以十足的準
備迎接每一場挑戰，「不過還是會有不小心
NG的時候嘛！」他調皮地笑說。
　從他散發出青春氣息的外貌與身形中，不難
想像他在偶像劇裡，扮演時尚年輕小生的模
樣，不過在眾多戲劇千變萬化的角色中，勵政
達最想挑戰的目標令人意想不到，竟然是金庸
武俠小說，神鵰俠侶的男主角「楊過！」別於
金庸筆下的其他男主角，「他真的很特別，我
想將演技發揮的淋漓盡致，去詮釋楊過那種亦
正亦邪、令人捉摸不清的感覺。」
　在鏡頭前大方演戲的他，夢想其實是進入歌
壇，朝歌手之路邁進。談到最愛的事情，勵政
達不假思索的回答：「唱歌！」在高中時代曾
加入校內的熱音社組團，熱愛音樂與歌唱，勵
政達靦腆的笑說，自己的偶像是歌手范逸臣和
蕭敬騰，「朋友都說我唱起歌來就像是小蕭敬
騰呢！」高二升高三的那一年，就曾有經紀公
司邀約勵政達，雖然內心渴望著能夠更接近夢
想，但他仍決定先穩固課業而推掉了那次機
會。現在的他立定從戲劇起家，紮實自身的基
本功夫，「演而優則唱」，即使所走的道路不
同，仍不改初衷朝最初的夢想前進，未來最大
的心願是希望能夠發行自己的專輯，他興奮地
說：「如果能和偶像蕭敬騰合唱就更棒了，那
可是我夢寐以求的呢！」(文／歐書函、圖／陳
頤華）

（圖為大傳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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