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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館大學
　立命館大學（Ritsumeikan University），
該校之歷史可以追溯至1869年，一個傑出
的日本國際政治家西園寺公望，在京都御
所邸內開設，名為「立命館」的私塾學
校，該校於1870年廢校，接著西園寺公望
的學生中川小十郎創立京都法政學校，該
校為立命館大學的前身，直到1913年，京
都法政學校正式改名為立命館大學。立命
館大學與本校於2007年12月5日締結為姊妹
校。

　立命館大學是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學之
一，其「立命館」三字，取自孟子「盡心
章」中的「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因此，立命館大學期望每位學
生都可以在校園中安身立命，履行自己的
職責。而中國大陸也捐贈一座孟子石像，
放置在校園中。立命館大學與同為本校姊
妹校之同志社大學皆位於京都，兩校之間
每年都舉辦「同立戰」，為京都有名的學
生慶典。

　該校於本月8日在覺生紀念圖書館舉辦
「日本災後重建與東亞青年的使命論壇」
及「立命館大學震災重建與支援」攝影特
展。論壇以東日本大地震為主題，由兩
校學生共同研討大地震發生至今的受災
情況、核電廠事故的影響及災後重建等
議題。而攝影展中則展出立命館大學師
生在311大地震後，所參與的重建支援工
作。（整理／楊蕙綾、圖片來源：http://
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5%9
1%BD%E9%A4%A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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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3/18(一)

8:00

體育事務處

SG301

101學年度第2學期教職員

工體適能促進班報名

3/18(一)

8:00

境輔組

T1001

2013年春季境外生

文化之旅報名

3/18(一)

8:00

諮商輔導組

B408

招募心靈園丁（服務志

工）受理報名

3/18(一)

12:00

國企系系學會、

保險系系學會

工館大廳、商館3

樓、小小麥前

木桌

逐，春藝 輕聽微青春。

校園演唱會售票

3/18(一)

12:00

諮輔組

傳播館門口

友善校園人際關懷－eye 

touch眼神拍立得傳情

3/18(一)

17:10

法文系

L416

法文電影播放

《餘生的第一天》

3/19(二)

12:00

職輔組

Q409
永豐銀行公司徵才說明會

3/19(二)

18:30

詞曲創作社

H109

響地音樂有限公司

音樂總監張文光

校園巡迴爵士鼓講座

3/19(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正面打：迴轉摔前後方、

斜打：四方摔（內迴旋）

3/20(三)

12:00

職輔組

Q409
阿瘦皮鞋公司徵才說明會

3/20(三)

18:10

法文系

B429

法文電影播放

《隱藏日記本》

3/21(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正面打：迴轉摔、

斜打：四方摔

（內迴旋、外迴旋）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由商管學會主辦
「2013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點
亮希望，愛不滅」，聯合真理大學、桃園創新技術學
院、聖約翰科技大學、長庚科技大學等多校參與，預
計4月底將總結義賣所得及物資，捐給財團法人罕見
疾病基金會、財團法人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臺東縣市偏遠地區國小、臺北北區家扶中心、淡
水區關懷弱勢協會及低收入戶家庭等單位。商管學會
會長資管三蘇怡臻表示，透過活動讓更多學生參與，
且帶動企業、廠商投入公益，一起回饋給社會、幫助
更多需要協助的人。
　今年聯合勸募義賣活動，總計有289家廠商參與，
募得680多萬元的物資。首波11日至15日由淡江大學
打頭陣，開幕式現場發送100個福袋成功吸引學生目
光，從海報街排隊人潮可見師生參與的熱情。活動相
當豐富多元，現場商品不論食品、飲料、生活日用
品，一律只要8折，還有髮型沙龍的義剪及捐血車進
入校園，讓「熱血青年」一起挽袖捐熱血。活動截至
14日為止，募得34萬5仟多元。
　除此之外，商管學會也邀約許多社團共襄盛舉，包

含吉他社、西班牙舞蹈社、舞蹈研習社、B-BOX社
等社團。蘇怡臻說明，「這類型的活動，透過社團表
演吸引人潮，且人潮帶來商品的銷售率，衝高了義賣
的金額，如此多方互惠的方式，能讓更多人重視這項
活動。」
　今年最吸睛的商品在名人特區，有4顆簽名棒球，
包含今年世界棒球經典賽表現出色的中華隊球員彭政
閔、周思齊，商品搭上這波賽事熱潮，讓競標更為熱
烈且令人期待。名人商品另有兄弟象隊提供球衣、歌
手郭靜提供親自手繪購物袋等。蘇怡臻認為有名人商
品加持，讓更多人看到勸募，她也呼籲大家將平時消
費轉化成公益消費，「而且一個人的力量也許無法影
響社會，但一群青年的力量絕對有辦法造成影響」。
　商管學會副會長國企四林佳佩說：「18日至22日我
們還會在商管大樓前擺攤繼續募款，延長時間來擴大
大家做愛心的機會！」會計三葉俊亞表示，每年經過
海報街總會順道來看看，「而且班上的同學都會相約
一起來當志工呢！」會計三鄭捷也認為這樣的活動相
當有意義，「讓平常較少接觸公益活動的大學生，也
能藉由購買日用品來做愛心，一舉兩得」。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臺北校園

3/21(四)

18:30

保險系

校友聯誼會館
系友會理監事會議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商管聯合愛心勸募  海報街人潮響應義賣

　本校教育科技學系與微軟合作舉辦「2013微軟PiL創
意教師競賽」，此次競賽由本校教科系系主任張瓊穗及
多位教師擔任評審，而頒獎典禮於12日在臺大醫院國際
會議中心舉行，由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右四）出席頒
獎，他表示透過教科系與微軟的合作模式，希望能進一
步創造出產學合作之契機。（文／潘倩彣、圖／教科系
提供）

教科微軟合作 創意教師競賽頒獎

　阿尼司特（honest）柑仔店在女宿松濤館大廳開賣
囉！住宿輔導組為響應「品德年」，顛覆以往品德教
育的作法首創「誠實商店」。「誠實商店」完全無人
看管，同學可以選取自己想要的商品，再對照旁邊的
價目表將錢投入誠實箱內。住輔組組員黃黎微說明，
與被動的接受品德教育相比，同學們透過實際的誠實
交易，更有助於提高淡江學生的品德素養。阿尼司特
柑仔店販售著餅乾、即溶飲品等商品，住輔組還貼心
的在松濤二館櫃台提供兌換零錢的服務，歡迎全校師
生至阿尼司特柑仔店選購商品！（文／潘倩彣、攝影
／謝佩穎）

松濤有阿尼司特柑仔店

Keynote Speech 挑戰你的演繹細胞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將於28日下午6
時30分在驚聲國際會議廳（T301）舉行「林肯背誦比
賽」，即日起開放報名至26日止，題目為美國林肯總統
著名的蓋茨堡演講講稿（Gettysburg Address），請參賽
者發揮創意演繹，得獎同學可獲得獎狀與獎金；另外，
「英語即席演講比賽」將於4月30日舉行，即日起開始
報名至4月19日止，報名表與比賽細則請至英文系系辦
（FL207）索取，或至英文系網頁查詢（http://www.
tflx.tku.edu.tw/main.php），歡迎全校同學踴躍報名。

　由國際處境外生輔導組及僑聯會主辦「2013年境外生國家文物展」於12
日中午舉行揭幕。圖為國際副校長戴萬欽（右五）、國際長李佩華（右
四）在黑天鵝展示廳開心與教職員、境外生們一同合影留念。（攝影／鄧
翔）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什
麼！免搭飛機就能遨遊各國？由國
際處境外生輔導組及僑聯會於12日
至15日共同主辦「2013年境外生國
家文物展－國際萬花筒」。帶領全

校師生認識16個國家的文化，吸引
大批人潮前往。12日中午12時，響
徹天際的鑼鼓聲伴隨象徵好兆頭的
醒獅團的表演，為展覽揭開序幕，
國際副校長戴萬欽、學務長柯志恩

和國際長李佩華皆共襄盛
舉。戴萬欽表示，境外生文
物展有助於學生了解各國文
化，盼培養淡江學生的國際
觀。
　一字排開的日本、韓國、
泰國等各國國旗在入口處隨
風飄揚。踏入展場後，映入
眼簾的滿是異國文物、精心
繪製的地圖、各國傳統點心
和身穿各國傳統服飾的境外
生，彷若置身國外的錯覺。
有別以往，除了馬來西亞、
港澳、中國大陸、美非地區
等熟悉國家外，今年增加馬
紹爾群島和帛琉的文物介
紹，現場更有來自當地的境
外生熱心解說。
　僑聯社社長德文三葉小虹
說：「此展最重要是本地學
生與境外生的交流，讓彼此
深入瞭解各國習俗、生活環
境的差異，增加國際觀念與
禮儀。再說世界大不同，視
大家如何去感受各國不同的

熱情。」
　一連4天，主辦單位安排
各國服裝走秀、民謠演唱。
來自馬來西亞統計一柯永勝
精彩的扯鈴表演、外籍生用
吉里巴斯語、吐瓦魯語等5
國語言搭配吉他和烏克麗麗
演唱異國歌曲，令現場師生
驚呼連連、且大為讚嘆。此
外，現場設有影片欣賞區，
介紹各國旅遊、美食節目、
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
還有馬來西亞華語短片，介
紹「馬來腔」。境外組的愛
心團也藉由擺設二手商品義
賣，鼓勵大家做愛心，所得
也將捐給慈善組織。相約看
展的英文一江家儀、郭彥岑
說：「學校舉辦這類國際化
活動，讓我們大開眼界。」
第一次參觀的日文二黃方瑜
表示，不同於博物館的展
覽，現場文物可以觸摸，挺
有真實感的！

境外生攜手聯展 分享家鄉情

記錄309反核 淡江師生不缺席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9日反核
大遊行，未來所助理教授陳建甫帶領修
習「志工精神」課程的同學前往，因興
趣、共同理念而集結的五虎崗文化社、
烏克麗麗社皆在行列中，淡江電視臺、
淡江時報、新聞研習社的記者也未缺
席。許多家長、校友見到熟悉身影，他
說，「終於看到淡江人走出來了！」
　陳建甫質疑核四安全，鼓勵學生走出
校園學習表達民意。他提到淡江曾是關
心社會改革的大學，近年轉而專注學術
研究，少了很多聲音，才常在課堂中讓
學生接觸社會議題。全程參與的「五虎
崗文化社」社長歷史二游政諺表示，學

運時代淡江人總在社會的前端發聲，
「所以希望大家能站出來關心與自己切
身相關的議題！」而烏克麗麗社社長中
文四鍾孟軒在現場駐點表演，透過音樂
的感染力，讓更多人注意到這個議題。
　淡江電視臺也到場採訪，文字記者大
傳三羅一心表示，她對議題的態度保持
中立，而因為遊行看見臺灣人民關心社
會議題，「能夠在場記錄這樣的時刻很
值得。」淡江時報記者、新聞研習社社
長大傳三李又如也表示，「不論支持、
反對，未來若想要從事新聞工作，站
在現場親眼紀錄社會大事是非常重要
的。」

聯合文化週 16校友會帶你全臺呷透透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年度掃貨
週來囉！第十屆聯合文化週於今日（週
一）中午12時30分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鐵
旅十年，新嚐台灣」開幕儀式，代表著為
期5天的文化週響叮噹的登場！屆時可要準
備好你的五臟廟，大快朵頤一番！今年的
聯合文化週邁入第10個年頭，16個校友會
以「行」、「食」為活動設計概念，歡迎
全校師生一同認識臺灣文化、在地美食。
聯合校友會總召運管二古筱萱開心地說：
「今年可稱上是個里程碑！藉由鐵道旅行

的方式記錄、回顧10年來的文化週，希望大
家這次能以不同感受去品嚐各地美食。」
　嘉義福義軒蛋捲、宜蘭諾貝爾奶凍捲、
彰化桂圓蛋糕等多重美食齊聚一街，各校
友會也紛紛祭出折價優惠、免費吃名產等
促銷活動。此外，凡購買商品滿100元可獲
得1點、集滿4點即可參加抽獎，最大獎iPod 
Touch5就有機會帶回家囉！中投校友會活
動長日文二李佳欣表示，日出乳酪蛋糕在
臺中小有名氣，是我們今年的推薦商品之
一，「加上蛋糕總店訂有優惠活動，歡迎

大家來攤位逛逛。」
　除了瘋美食，也要逛景點。由高雄、屏
東、二齊、新竹、花東和中投校友會將當
地景點移師淡江大學黑天鵝展示廳。此
外，新加入策展行列的二齊校友會，讓今
年黑天鵝展示廳陣容更堅強，二齊校友會
會長物理二郭宗憲說：「此次展品有臺南
一級古蹟，如億載金城、安平古堡等，還
有介紹在地小吃，希望大家能感受二齊校
友會的熱情，快來認識臺南文化吧！」

　2013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
義賣於11日在海報街登場，設置有「名
人專區」攤位，吸引不少同學駐足。圖
為一名學生現場詢問競標流程，並留下
投標資訊。（攝影／賴意婕）

　商管學會主辦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於11
日至15日在海報街登場，師生踴躍共襄
盛舉，以行動幫助更多需要協助的人。
圖為海報街一隅，一名學生響應義賣，
嘗試將食品消費轉化成公益。（攝影／
謝佩穎）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大家一起
為愛而跑！10日由本校體育事務處協辦、外
貿協會及喬山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舉辦的「台北國際體育用品展40週年路跑大
會」，在大直美堤河濱公園活力登場。活動
宗旨設定為參加者每跑1公里，大會將捐助
100元給中華育幼機構兒童關懷協會。

　路跑分為3公里自由組及12公里挑戰組，
現場參與民眾多達3,700人，不分年齡一起
享受路跑的樂趣。體育長蕭淑芬與17位師長
一同參與，並提示「藉由身體力行體會路跑
活動的感覺很棒，同時響應『為愛做公
益』的宗旨。路跑是一項簡單、健康且
充分運用到全身的運動，未來希望在校

內成立健走及路跑活動俱樂部，讓師生一
同享受路跑樂趣、提升校內運動風氣。」
同行參與的人資長鄭東文也開心地說：
「這次很高興可以和體育事務處同仁一起

參加路跑，當天場面很熱鬧，也為此跑了2
個禮拜的跑步機作為練習，在大家互相的激
勵下順利地跑完12公里的路程。」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由體育事務處
主辦「北區大專校院羽球邀請賽」於9、10日於
紹謨紀念體育館登場，2天賽程中各場賽況競爭
激烈。本次北區有18校（30隊）參賽，本校羽
球校隊男子團體組奪下冠軍、女子團體組與輔
仁大學僅以1分之差飲恨八強。
　男子團體組隊長化材三楊軒齊說：「這次很
興奮能和這麼多所大專院校進行球技交流，在
比賽過程中每一次揮拍及接球都是在考驗我們
訓練的成果，我們已經為大專盃做好準備，要
乘著北邀盃的氣勢一路打上去！」
　指導教練黃貴樹提道，「這次
邀請賽算是為3月底北區錦標賽進
行的熱身賽，藉由此競賽和他校
切磋球技，也可以事先上場檢驗
多日的訓練成果。」

北區邀請賽 羽球校隊男子團體奪冠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學會於13日在L413舉辦「德文
瞎拼ABC」猜謎比賽。參賽者每3至5人為一組，輪流上臺使用德文解
說題目組員猜，以不能直接翻譯為原則，限時8分鐘，考驗參賽者的字
彙記憶和會話能力；此外，此次競賽規則特別新增參賽者可以攔截猜
題，加上開放搶答的加分題，與最後的晉級獎金挑戰賽，為活動添增
不少刺激與趣味。
　這次系學會特別加入攔截元素，除了讓猜題組別外的參賽者也可以
搶答，為自己團隊爭取分數，使現場充滿緊張的感覺。還有，這次額
外加入獎金挑戰賽，一方面讓第一名的隊伍取得晉級，也可以一同與
學會幹部猜謎爭取獎金。此外，猜謎題目相當生活化，包含時下的後
宮甄嬛傳、哈林搖、天下父母心，活動總召德文二張蓉蓉說明：「我
們在命題時不選擇請系上老師，而是自己命題的原因就是希望可以貼
近學生，讓大家感覺更加活潑生動。」
　對於這場比賽，張蓉蓉說：「宣傳時間較不充裕，所以很可惜只有6
組參賽者；不過還好活動有達到鼓勵讓大家說德文的宗旨，也希望下
次可以吸引到更多人來參加。」獲得第一名的第5組德文四羅光軒認
為，因為猜題時間過長而沒有得到獎金非常可惜，可是活動辦得非常
用心，「有許多新的元素加入，比過去的比賽精采很多；原本只是想
和幾個好朋友一起留下回憶、展現所學，沒想到可以有這些意外的收
穫與第一名的肯定，很開心！」

德文瞎拼ABC 現場趣味橫生 

教職員作伙來 為愛做公益路跑12k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