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劉昱余、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適逢
本校第62週年校慶，最令人期待的學生活動，
莫過於第10屆校慶蛋捲節暨園遊會了！將於今
日（3日）上午11時在蛋捲廣場和海報街揭開
序幕，今年以「蛋捲童玩國」為題，活動包羅
萬象。學生會今年更串聯各地區校友會，在海
報街策劃「蛋捲RUN翻天」，來自各地美食
及特色攤位進入校園，從街頭走到街尾就能大
飽口福，期待大家一同來慶祝本校生日快樂。
　今日校慶系列活動，絕對要讓你有吃、有
玩又有得拿！在蛋捲廣場上的「蛋捲FUN肆

玩」，學生會規劃一系列的闖關遊戲，讓你放
肆玩遊戲，還能集點換獎品呢！一連串慶祝
校慶的精彩活動，可以走過、路過，但千萬
不容錯過！包含歷年皆有的蛋捲傳情－「蛋
捲LOVE創意」，透過傳情蛋捲代表的不同內
涵，傳遞自己的心意，今年推出限量傳情，且
所有收入也將於活動後，捐贈給財團法人淡水
文化基金會。活動執行長資圖二林蕙君說：
「希望以淡江人的力量，協助淡水當地發展，
也用蛋捲傳情說出自己的心裡話。」
　此外，在蛋捲廣場上也將搭起舞臺，一同

「蛋捲歡樂SONG」，邀請社團及藝人接力帶
來精彩的表演，用熱力四射的歌曲歡慶校慶。
不僅如此，海報街另安排「蛋捲搜FREE」活
動，只要在特定時間內排隊，即可免費獲得街
頭藝人手工製作的鋁線創意折字藝品。
　最後，「蛋捲happy GO」將由聯合校友會進
行盛大遊行，每年僅出擊一次的蛋捲寶寶，也
將一同參與遊行，沿途發送糖果與氣球，帶給
大家驚喜與祝福！林蕙君興奮地說：「快來一
起歡度校慶，感受熱情的生日派對吧！」
　為了傳遞喜悅，大傳系實習媒體「淡江電視
臺」、「淡江之聲」將實況轉播現況，讓無
法到場同樂的師生們，一同感受校慶歡樂的

氣氛。「淡江之聲」於今年度推出「62校慶．
雙囍臨門」轉播特別節目，亦適逢「淡江之
聲」成立20周年，將在今日（3日）下午15時
30分，於覺軒花園舉辦「臺友回娘家」臺慶活
動，邀請臺友們一同慶祝「淡江之聲」20歲生
日快樂。
　不願只聞其聲，不見其歡樂當下嗎？透過
「淡江電視台」於紹謨紀念體育館6、7樓，全
程提供實況轉播節目，讓你待在室內舒適；就
能看遍校內各處歡樂的大小事。歡迎大家一同
共襄盛舉，一起祝淡江大學，62歲生日快樂！
（淡江之聲線上收聽網址：http://votk.tku.edu.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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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11/5(一)

08:00

諮輔組

線上報名

網路沉迷之BBS鄉民大戰

-報名開始

（http://enroll.tku.

edu.tw/course.

aspx?cid=ASCX20121121）

11/05(一)

0:00

諮輔組

B408

「讓微笑為生活注入

能量」徵圖活動

投稿開始

11/5(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

「第七號情報員」

11/6(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

「第七號情報員續集」

11/7(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金手指」

11/8(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007首部曲：

皇家夜總會」

11/9(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

「007量子危機」

巧克力傳情 掀起愛的浪花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對身邊心儀的對
象，想說卻又不敢表達嗎？嘉雲校友會助你一
臂之力！嘉雲校友會於上月22至26日與山豬頭
工作室合作舉辦「巧心巧語」活動，在商管大
樓3樓及覺生紀念圖書館側門皆有擺攤。活動
執行長經濟二龍昱賢表示：「活動以服務為目
的，希望透過巧克力與小卡片，讓『傳情人』
將本人的心意傳遞給朋友或情人。」
　合辦活動的山豬頭工作室，以經營行銷和設
計廣告為主，且工作室負責人來自雲嘉地區，
因此成為傳達情意的使者。另外，龍昱賢提
示：「過往大家耳熟能詳的『巧克力傳情』，
有鑑於商標權的規範，因此更名為『巧心巧
語』，希望藉此展現傳遞巧克力的心意。」
而本次活動特色主打低價位策略，首次推出
「Fun Choco薄片CD盒」、「加州蔓越莓巧
克力」及「澳洲夏威夷豆巧克力」，皆廣受好
評。第二次參與活動的土木二官師賢說：「藉
此活動拉近同學間的距離，把心意傳遞給許久
不見的朋友，也可以給對方一個驚喜。」

學聲
大代誌

法文四廖甜：冬天要到了，更要用力綻放生命。中華民國101年11月3日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榮譽
學程於29日邀請到電算系（現為資工

系）校友、現任Google臺灣區總經理
簡立峰，以「創新思維與未來人才」為
題演講，分享個人在實務工作中培養的
世界觀。他認為淡江培育出卓越人才，
在自由風氣的塑造下，讓他除了具備專
業能力之外，更擁有樂觀、創新的思
考；他並鼓勵大家要學有專精，同時強
調勇氣是所有行事的根源，且「創新，
是來自敢冒險的人。」除此之外，簡立
峰分析臺灣的產業現況與經濟前景，同
時提示同學「在這個時代，機會是空前
的好；雖然機會是給大家的，但不是每
個人都能抓住，所以自己要有所準備，
勇敢去挑戰。」榮譽學程授課老師黃文
智表示：「相對於前次邀請文學院畢業
校友謝馨慧，本次受邀前來的簡立峰是
工學院畢業校友，皆想讓同學們了解，
無關性別及學科，都能巧妙地運用創意
思考，在職場上有傑出的成就。」

榮譽學程談創新 啟動另類思維

　榮譽學程於29日邀請Google臺灣區總經理簡立
峰，以「創新思維與未來人才」為題，嘗試分析
產業現況與經濟前景，並提示學生應該勇於挑戰
和創新。（攝影／林俊耀）

　【記者林妤蘋、沈彥伶、楊宜
君淡水校園報導】跆拳道校隊於
上月21日參加由東南科技大學舉
辦「東南盃」奪得2金2銀2銅的
好成績！跆拳道校隊隊長水環二
曹元耀說：「東南盃屬於小型競
賽，我們將此視為大專盃的暖身
賽，隊員們藉此發現自己的缺
失；未來會加強訓練體能及膽
量，期待突破以往成績。」體育
事務處體育教學組副教授王元聖
表示：「歷年出賽重點放在大專
盃上，鼓勵同學多參與校外比
賽，累積出賽經驗和抗壓性，希
望從中找出利基，以及獲得正向
肯定。」
　首次出征就拿下「低色帶男子
組68公斤級」金牌的產經二吳聲
榮謙虛地說：「希望下次能遇到
更強勁的對手，讓自己能夠有更
多的磨練。」曾在100學年度大
專盃贏得銀牌的資傳三蔡昀芮，

則是締造出「黑帶女子組46公斤
以下級」金牌的好成績，她開心
地說：「比賽前觀察對手，有利
於臨場反應！未來將持續跟隨校
隊練習的腳步，希望在下屆大專
盃創造佳績。」另外，銀牌是
由化學二夏憲斌在「高色帶男
子組63公斤級」和國企一吳翠軒
在「黑帶女子組73公斤級」中獲
得；土木三馮偉強在「黑帶男子
組54公斤以下級」和電機二張智
陞在「黑帶男子組68公斤級」則
得到銅牌。此外，空手道社於上
月28日參加「新北市體育會101
年主委盃空手道錦標賽」，未來
所碩一林鈺恩和企管四黃沛然分
別在「大專、社會組個人型」中
奪得金牌和銀牌。教練高進興表
示：「很開心這次贏得好成績，
希望同學們累積實戰經驗，因為
改善缺失和力求進步是最重要的
事情。」對於此次競賽的表現，

林鈺恩說：「很久沒出賽了，上
場時非常緊張，第一個動作就失
誤，可是還是不斷告訴自己『要
冷靜！』堅持下去，才能順利贏
得金牌。」得到銀牌的黃沛然則
表示：「這次競賽很可惜沒搶下
第一，不過就當作練習，期待下
次可以充分展現實力。」
　為期3週的北區菁英盃籃球錦
標賽，男籃校隊於上月28日在中
華科技大學與10支來自各大專院
校的籃球隊伍進行最終廝殺，贏
得第四名佳績。籃球校
隊隊長機電四邱振質表
示，「第二節上半場跟
輔大對戰時，一度領先
很多，但下半場體力下
降，還好最後險贏輔大
7分。這次隊員們練的
很勤、很認真，希望能
累積出好默契，下回在
大專盃締造好成績。」

為大專盃暖身 跆拳道校隊x空手道社x男籃校隊累積實戰經驗 

讀書拚「有感」期中考
　 【 記 者 謝 孟 席 淡 水 校 園 報
導】本學期第一次期中考試日
期為12日至18日，請遵守考場
規 則 ： 考 生 一 律 須 攜 帶 學 生
證；考試開始20分鐘後不得入
場，60分鐘內不得出場。修習
「中國語文能力表達」應參加
「中文能力測驗」者，請攜帶
2B鉛筆應試。期中考前開放
B119教室供學生溫書，請多加
利用。

郭秋慶獲邀赴全球歐盟中心 發表推廣成效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
導】歐盟中心主任郭秋慶於上
月22日至24日受邀參加全球歐
盟中心會議，發表「歐洲文化
探索營」活動內容，是全球所
有歐盟中心於過去2年間，在
「各級中小學推廣歐盟」類別
中，獲選發表11組之一。
　郭秋慶表示，很榮幸能獲選
發表，除見習到其他國家歐盟
中心的推廣方式外，也增加本
校歐盟中心能見度，「歐洲文
化探索營結合電腦虛擬和情境
教學的創新活動設計，讓小學
生自然認識歐盟，並融入歐洲
古蹟、文化、世界遺產、節慶
等多元面向介紹歐洲，成為獲

選發表原因。」
　郭秋慶說明，歐洲文化探索
營是由歐盟中心和學生社團海
天青共同舉辦，由歐盟中心提
供活動理念、海天青發揮活動
設計專長，在電腦教室帶領新
北市育英國小學生以虛擬方式
飛行至歐盟總部，從下飛機兌
換歐元開始，認識歐盟旗幟、
歐盟歌，進而從威尼斯面具嘉
年華等歐洲文化，讓小學生認
識歐盟及各會員國文化意涵。
郭秋慶提示：「我們希望藉由
推廣歐盟，讓未來主人翁接觸
不同價值觀，了解這個世界很
寬廣，打開他們的視野。」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萬 聖 節
除了吃糖，也要用音樂Trick-or- t r e a t ！ 西
洋音樂社上月26日舉辦「Friday’s Night之萬獸西
音」活動，西音社員「妝」扮多元，在臉上和身上塗顏
料變裝，十分吸睛。另有5組樂團接力表演，讓視覺和聽
覺都很「萬聖」！西音社社長公行四曾名浩表示：「今
年很多人在臉上化妝，讓萬聖節氣氛更濃厚，且學弟妹
都能接受各種表演風格，因此更能融入氣氛。」
　除此之外，吉他社和聖約翰科技大學都盛裝出席、共
襄盛舉，表演內容從翻唱流行歌〈Rolling in the deep〉到
重金屬樂風都有，第一次參加的法文二古梓歆在臉上塗
上腮紅應景，並上臺演唱，她說：「和音樂結合的萬聖
節真的很有趣！最後的小遊戲也很好玩。」

　西音社於上月26日舉辦「Friday's Night之萬獸西音，
社員們粉墨登場，試圖為萬聖節營造出鬼魅氣氛，也
接力帶來精彩的音樂饗宴。（攝影／羅廣群）

　西音社於上月26日舉辦「Friday's Night之萬獸西音，

萬獸西音Friday's Night 瘋搞怪
挑戰你的驚嚇指數 trick 

or treat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大專院校
101年度教職員桌球錦標賽」於上月26日起
連續2天在體育館7樓盛大舉行。來自41所大
專院校，85組隊伍，共645人參與的桌球錦
標賽，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錢薇
娟、全國體總副會長陳光復、大專體總會長
江漢聲以及學術副校長虞國興開球。學術副
校長虞國興致詞表示：「特別感謝體委會、
教育部體育司，以及全國大專體育總會的熱
情支持才會有機會承辦這次的活動，期盼各
校彼此互相切磋球技之餘，還能以球會友，
更希望藉此機會，各校可以體驗到淡江的熱
情、美景及歷史建築。」
　錢薇娟表示：「這次的場地和環境相當良
好，相信可以帶動大家的好成績。」體育長
蕭淑芬表示：「看到很多貴賓出席覺得格外

感動，也得到很多學校對於本次籌備賽事的
讚賞，很感謝體委會致力於推動體育相關活
動，讓這次賽事能圓滿成功。」全國教職員
界的桌球高手雲集，場邊的加油聲更是不絕

於耳。此外，由中國人
民大學副校長牛維麟及

體育部主任楊占武帶隊的校友網球隊蒞校，
當日下午2時30分與本校教職員進行一場網
球球敘，場內歡樂聲不斷，也藉此切磋球
技，增進兩校間的感情。

　教職員桌球錦標賽於上月26日在體育館盛大舉行，
由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副主委錢薇娟（左一）、學術副
校長虞國興（右一）、全國體總副會長陳光復及大專
體總會長江漢聲進行開球儀式。（攝影／謝佩穎）

大專院校教職員開賽 桌球高手雲集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又到了揮灑
汗水的時刻！一年一度的校慶運動大會將於
在7日活力登場，首先由盲生60公尺跑走競
賽揭開序幕，緊接著是趣味競賽為運動大會
進行熱身。下午1時30分起，就是體育健兒
爭相奪金的時刻，分別是田賽與徑賽開跑，
包括跳遠、跳高、鉛球、大隊接力等20場分
組競賽，屆時相信會吸引不少親友、粉絲團

到場加油。另外，101學年度新生盃籃球、
排球競賽也將於同日（7日），分別在體育
館7樓和4樓開賽。體育事務處體育長蕭淑芬
表示：「良好的體育競賽可以帶動整個學校
氣氛，校慶運動大會就是一個大家展現熱情
的好時機。」詳細賽程請至體育事務處網站
（http://www.sports.tku.edu.tw/）查詢。

校慶運動大會 7日活力開跑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日文二蔡博
藝將於11月5日出版新書《我在臺灣，我正青
春：第一屆陸生來臺求學記事》，她著眼於
兩岸校園、婚姻、傳統文化、政治等議題，
深入分析異同，對每一個地域的採訪超過3
次，力求真實細膩。她以清新平實的筆觸描
繪臺灣的風景和人情美的一面，以新一代前
衛敏銳的視角，為我們展現出一個你所不知
道的臺灣。正如她書中說的一樣，「我不是
什麼和平使者，衣領衣袖，我和你一樣，我
是個平凡人。我只是遇到了不平凡的季節。
對，我在臺灣，我正青春。」

陸生蔡博藝出書 談來臺求學趣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
吉他社於上月31日在I201舉辦第
40屆戶外民歌，吸引100多位同
學到場感受樂音飄揚的溫暖。活
動以〈Rolling in the deep〉一曲
拉開序幕，重節奏的旋律立刻吸
引觀眾注意。吉他社社長中文三
吳哲瑜表示：「雖然遇雨無法在
戶外享受音樂，有點可惜，還好
有同學們的熱烈迴響及學長姐的

大力相挺，讓整場音樂會辦得很
成功。」
　本次活動邀請水環系畢業校
友詹宇庭帶來自創曲，他感性
地說：「希望學弟妹們勤練吉他
之餘，記得不要迷失自我，才能
逐步實現自己想做的事。」音樂
會另有沙沙、木箱鼓、與長笛等
樂器伴奏，充分展現吉他社的多
元音樂性。活動組組員資管二張

庭大表示：「去年深受表演者
感動，今年上臺表演很有成就
感！」活動尾聲以一曲「墓仔埔
也敢去」熱力收場，理學院學士
班一簡雅君嚮往地說：「從來沒
有學過吉他，希望以後也能上臺
彈給大家聽！」

　吉他社於上月31日舉辦「第40屆戶外民歌」，圖中表演者資圖三黃舒榆
（左一）正在打擊木箱鼓、資管二張庭大（左二）擔任吉他手、統計二王筱
婷為主唱（右二）、財經二梁明輝（右一）則是貝斯手。（攝影／鄧翔）

吉他社戶外民歌 唱出你心中的那首歌

　為響應萬聖節，蘭陽校園舉辦「蘭陽鬼節」活動，
吹起一股陰森森的氣息，學生會於10月31日下午6時
30分起，於強邦國際會議廳外至學生餐廳舉辦「蘭陽
真的安全嗎」驚悚鬼屋。學生會成員觀光二劉建宏透
露，原本預計參與人數190人於下午9時30分前結束，
沒想到最後報名參與人數超過230人，活動至隔日0時
才結束，「連蘭陽便利商店老闆及學生餐廳阿姨於打
烊後都自願付費參與。不少人直呼超好玩，但也被嚇
得好狼狽喔！」除此之外，男宿自治會也於校園走廊
舉辦「打包不設限」打糖果遊戲，活動參與全程不需
報名也不需繳費免費玩，還有自願人員的怪異裝扮陪
你一起玩遊戲！【文、攝影／莊思敏】

蘭陽搞鬼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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