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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COSPLAY行動劇 行銷淡水吸睛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淡水小學堂又來了！文學院
文創產業創新產學中心今年再度與淡水古蹟博物館合作，於
本月19日起至10月4日止，每週六、日上午11時至下午5時，
舉辦「流動的文化劇場—淡水小學堂」，邀請大傳系友廖秉
洳等人，在淡水捷運站附近，以cosplay的街頭行動劇方式，
扮演馬偕夫婦、海盜等主題人物，導覽、行銷淡水，吸引許
多民眾圍觀。
創意中心去年首次與淡水古蹟博物館合作，獲得民眾好
評。在400份問卷調查當中，約9成遊客認為接觸這個流動劇
場後，能夠引起他們對古蹟的想像及興趣，並希望每季都能
看到新推出的節目內容或角色造型，所以今年新添外商貴婦

雅虎創意
【記者王育瑄、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傳碩一林
長緯及校友高莉雅、廖珮如，以影片「苗栗映相」，在
「2009苗栗住宿網路短片創作大賞」，奪得優選獎並獲獎
金2萬元。組長林長緯表示：「知道我們得獎時很驚訝，這
都要感謝平常指導我們的賴惠如老師及一直支持我們的劉
慧娟主任！」
「苗栗映相」從60多部影片中脫穎而出，其內容是藉由
打開相簿回憶過去到苗栗遊玩的種種，來告訴觀眾當地各
種優質的人文特色及自然景觀，畫面活潑的跳動方式搭配
輕快悠揚的音樂，感染所有觀眾，讓人忍不住想前往當地
遊玩。
另外，資傳系系友林育萱、林家筠，及大傳四林承翰、
羅婕尹、黃添鈞、航太三楊謹籐、資傳系友葉康宇，分別
以「刺激消費方案（合理消費篇）」作品、「合購運動概
念Buy together」，參加4A Yahoo！創意獎，分別獲得「最
佳學生網路廣告獎」佳作及「最佳學生電視廣告獎」佳
作。提到作品的發想，林育萱說明，作品以關鍵字聯想方
文學院文創產業創新產學中心舉辦的「流動的文化劇場」，以行動劇方式
表演，小朋友在街頭遇見鮮活的歷史人物！（圖／文創產業創新產學中心
提供）

商學院與大陸學術互動頻仍
國貿首開兩岸系際交流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商學院與大
陸大學學術交流頻仍，並互有交換生往來！浙江大
學與廈門大門學生分別於19、21日蒞校，展開交換
生涯。
商學院與浙江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多年，本學期兩
校各有8名交換生，進行為期2個月的學習。浙大經
濟學院副院長顧國達率領師生一行11人，於19日蒞
校，本校保險四洪鈺玲等學生，則由財金系主任邱
建良率領，23日前往浙大。
顧國達表示，此次來訪抱著「學習的精神」，期
望能將淡江的好帶回浙大。浙大交換生王月表示，
到目前對於台灣的一切事物都很滿意，來訪的學生
中有幾位是東北人，對他們來說台灣的天氣較為濕
熱，但都已逐漸適應。
另外，廈門大學國貿系主任鄭甘澍率領張昕等
6位學生於21日蒞校，展開一學期的交換生生活，
本校國貿三周鳳儀等6位交換生也於本月初前往廈
大。
國貿系主任林宜男去年與廈大簽訂交換生專案，
是本校首度透過系與系之方式直接進行交流，讓雙
方皆能拓展視野，學習其優點。李姍姍表示，淡江
上課的方法和大陸不太一樣，老師常舉例讓學生理
解，較貼近生活，講授內容也比較詳細，並注重細
節的內容，不會只講解大標題，如果有不懂的地方
或是講解速度過快，老師都願意再講一次或放慢講
課速度，所以比較喜歡淡江老師的授課方式。另一
位交換生蔣一表示，淡江的建設及服務都很人性
化，學生的素質很好、很熱情，願意給他們生活及
課業的協助，讓他們很感激。

資安服務隊11月啟動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校內資訊安
全，資訊中心自本學年起成立資訊安全服務隊，
並將於11月2日正式啟動服務。服務項目針對伺服
器、校務系統及各單位程式碼弱點，進行分析、矯
正及修補安全漏洞，並偵測是否受惡意病毒攻擊，
協助排除惡意程式。資訊安全服務隊即日起至10月
5日止，招募工讀生，大二以上及研究所學生可洽
網路管理組T109室報名。
另外，為宣導校內教職員生勿侵犯智慧財產權，
資訊中心日前公布97年8月至今年5月本校教職員生
疑似侵權案件，共計達70件，相較96學年度的22件
高出約3倍多。其中身份別主要為學生，占80%。資
訊中心主任黃明達呼籲，若有侵權行為將以身份別
依規定處理，為了您的權益及學校的聲譽，切勿下
載侵權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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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張瓊玉個唱 感恩演出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文錙音樂廳、盲生資源中心與
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合作，24日在文錙音樂廳舉
辦「時光夢遊—罕見馬凡氏症女歌手張瓊玉2009首場個人演唱
會」。張瓊玉演出多首自創曲，唱出自己的生命歷程，美好的嗓
音打動人心，現場不少民眾感動落淚！
從小就對音樂很有興趣的張瓊玉曾就讀於本校歷史，因病中斷
學習，1歲時被診斷出患罕見疾病，右眼全盲、左眼視力0.2，但
她憑著對歌唱的熱愛活出自我。張瓊玉以自創歌曲〈天使〉，獻
給她生命中感恩的許多貴人，演唱時哽咽的說：「誰想得到，
一個被瞧不起的小孩，今天能站上舞台！」感謝這麼多天使幫助
她。前來聆聽的運管三陳同學用光了面紙還不自覺，他表示，歌
曲令人感同身受，除了感動還是感動。

教學助理630生充電上路

攝影／凃嘉翔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新「省錢」運
動，節能減碳又環保！由課外活動輔導組
主辦，學生會承辦的「二手書拍賣會」於24
日在體育館1樓熱鬧登場，有32個系學會參
加，共募集約1000本教科書，其中中文系募
集最多為170本，資訊系以往只有10幾本，
這次也募集到94本。
學生會負責二手書拍賣的執行長資訊二黃
雅聖表示：「今年我們發出比去年2倍多的
DM，讓很多人知道這個消息，效果不錯，
而且大部分的人都買到自己想要的書呢！」
日文系在一開始已有學弟妹大排長龍，賣最
好的為通識課本，日文二王芳儀表示：「我
們賣的書可省三分之一的價錢喔！」資訊系
的原文書原堆得比人還高，也在一開始就銷
售一半，資訊三凃博瀚笑說：「位置太小
了，書放不完。」大傳四張雅婷聞訊前來挖
寶，一本原賣340元的英文書，在這裡250元
就買到，她笑著表示：「好便宜喔，真是太
划算了！」

等競賽嶄頭角

式，發想出「消費是幫人生加值的概念」。而林承翰表示，從籌
劃到拍攝完成花5天時間，以合作的概念為廣告主軸，希望除了
人民消費，政府也能與民間合作，提供消費優惠。

【記者施雅慧、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
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所辦的「學習策略工作坊」自
95學年度第2學期開辦至今，參加人數累積達1258
人，本學期10月6日起開課！學生學習發展組組長
徐加玲表示，希望工作坊能改善同學學習習慣與態
度，將學習方法應用於專業領域中。
學習策略工作坊有「原文輕鬆讀」、「記憶煉金
術」、「我是報告王」等多堂課可供選擇，而依據
需求問卷調查與課後回饋分析，今年新增「英文聽
說能力培訓班」。同時為加強同學基礎課程的概念
運用，學習與教學中心於本學期首度舉辦「大一、
大二經濟學」、「初級會計學」加強輔導班，降低
同學對於冗雜數據的排斥感。針對研究生，有「小
論文寫作班」，暑假曾上過課的歐研所吳嘉芸表
示，「這堂課對於論文寫作格式幫助最大，講者提

【記者謝如婷、林姍亭、潘彥霓淡水校園報導】
開學後各個社團相繼舉辦迎新活動，熱情迎接新
生，使新鮮人感受學長姐的真誠。
英語會話社於21日迎新，其中瞎拼ABC的遊戲以
英文表達中文諺語，各組搬出所知的英文詞句加上
逗趣的動作，使全場絞盡腦汁，邊笑邊猜！西語一
郭懿萱開心地說，學長姐很會帶動活動氣氛，讓大
家都熱絡起來。西語二史頤安笑說，瞎拼ABC透過
遊戲用英文來表達自己，實在有趣！
吧研、烹飪、弦樂三社於24日在覺軒花園舉辦聯
合迎新晚會，以茶點、調酒，搭配古典優美的弦
樂，在古色古香的覺軒花園展開派對饗宴！剛出爐
的餅乾、手工黑森林蛋糕及吧研社特調的punch，
水果香甜的口感，讓新生一杯接一杯，弦樂在一旁
悠揚的奏著，美好的氛圍讓新社員放鬆的認識彼
此。快喝飲料比賽，新社員使盡全力將飲料大口猛
灌，圍繞的同學為他們吆喝加油，就是為了飲料店
家免費暢飲的獎品。新加入的社員紛紛表示，今天
的活動超棒！很開心，讓我更加決心投入社團。也
有學長姐表示，來淡江這麼久，不知道有這麼充滿

供多元的方向原則，很有收穫！」中文四魏淳汝
說：「上完『我是報告王』課程後，讓我能把所學
技巧運用於課業中，獲益匪淺。」
此外，為強化本校教學助理教學的知能，教師教
學發展組於日前舉辦98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助理教
學專業課程培訓活動：「教學輕鬆GO—實習實驗
課教學好EASY」，全校共630位碩士生參加。活動
以「學習理論的教學啟示」、「大學班級經營」、
「教學設計」為主題，邀請東吳大學師培中心助理
教授賴光真、本校師培中心副教授朱惠芳及徐加玲
等3位老師，分享豐富的教學經歷，傳授教學助理
應具備的教學態度、方法及與學生互動方式等。電
機碩一陳世恩表示，「這次的培訓課程教會我如何
備課，及了解在課程設計上穿插小故事、笑話可活
絡課堂氣氛，學到很多！」

新鮮人
笑開懷

柬埔寨志工服務隊，在海報街分享服務成果並
解說展出內容。（攝影／曾煥元）

98新社團登場

三合院

三合院，顧名思義是由理學院數學、物
理、化學3系尚未分流的大一新生組成。
去年起理學院約有60名學生，不同於其他
科系一入學就分科系，使得第一屆分流的
學生相較於已分系的學生，無學長姐可照
顧。這群未分流的理學院學生，因而創立
以未分流的理學院學生為主之社團，三合
院的名稱也由此而來。
社長化學二曾柏欽說：「希望藉由三合
院，讓新生更快了解大學的生活，更重要
的是幫助學弟妹找出自己的興趣，讓他們
在二年級選擇科系時方向更明確。」他笑
著說：「當然也可使剛進大一的學弟妹感
情更融洽！」有興趣參加的理學院新生可
洽曾柏欽，電話：0918830411。（文／陳
韵蓁、攝影／曾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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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9/28（一）
8:00

國交處
FL501

「外籍生交換生文化之旅」
報名額滿為止

9/28（一）
8:00

國交處
FL501

2009年「世界大學生創新交
流營」報名至29日截止

9/28（一）
8:00

國交處
FL501

「赴大陸姊妹校交換學生甄
選」報名至10月7日截止

活動名稱

9/28（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街頭日記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9/28（一）
19:00

資訊顧問室
迎新茶會暨招生說明會
B117

圖書館非書組
9/29(二)
播放影片：決勝21點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9/29(二)
19:00-21:00

星相社
L206

塔羅牌介紹

9/30(三)
18:30-21:30

電影社
B117

影片欣賞「班傑明的奇幻旅
程」

9/30(三)
17:00

學園契社
E304

10/1(四)
14:00
10/1(四)
19:00

學園迎新

大陸所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機遇
驚聲國際會議廳 與挑戰」座談會
海天青
E312

19ya團康活動

圖書館非書組
10/1(四)
播放影片：我的左派老師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0/2(四)
19:00

商管學會 迎新晚會「 Dancing of your
學生活動中心 heart」

圖書館非書組
10/2(五)
播放影片：稚子驕陽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之

攝影／林奕宏
氣氛的地方。
另外，詞曲創作社也舉辦迎新演唱，200多位新
生蜂擁而入擠滿現場，由社長領軍的自創樂團帶來
即興創作歌曲，並立即編排節奏，搭配速彈技巧，
贏得滿堂采，接著地下樂團搖滾樂曲的演出，使全
場觀眾隨著歌曲旋律時而沉醉、時而高亢尖叫，活
動長企管二張壹翔高聲呼喊，「歡迎所有熱愛音樂
的人未來跟我們一起站上這個舞台表演！」

柬埔寨服務學習豐收 志工分享感動

【記者陳依萱、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由課外組
招募16位教職員生組成的「柬埔寨服務學習團」，
於22日在海報街舉辦「柬埔寨國際志工服務成果
展」，志工分享在柬埔寨12天內所體驗的感動。
展出內容為同學在柬埔寨服務的照片，現場另有
孩童的小遊戲，讓參觀者體驗柬埔寨生活。身為志
工的運管四吳孟龍說，展上的照片，每張背後，都
有和孩子互動的故事，反觀台灣的孩子擁有良好的
物質生活，「在照片中看到柬埔寨孩子由簡單的事
物得到滿足並有單純的笑容。」運管四蕭以筑看完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760-4.indd

瑪莉夫人的角色，負責導覽小白宮，希望能吸引更多民眾前
往參觀、認識淡水豐富的歷史文化。
飾演馬偕夫人的廖秉洳很喜歡戲劇，也喜愛與人群互動，
她表示，許多小朋友看到穿著古裝的她都會嚷嚷著說：「歌
仔戲！」常讓她啼笑皆非，不過能夠走上街頭和遊客近距離
互動導覽，進而推廣淡水的觀光，讓她覺得很開心。
文學院院長趙雅麗說：「未來我們不僅會繼續推廣流動劇
場，還會更進一步從事基礎研究，創造出更多吸引遊客的導
覽方式。」現階段創意中心也持續在推動產學合作，聘請許
多業界師資，期能帶領同學們結合成一個全新的產學模式，
讓文創產業由校推動至地方，並逐漸延伸到台灣。

學教
中心 策略工作坊10月開課

二手教科書

資管二謝志凡：販賣機趕快回來吧！

展覽後說：「雖然沒有參與服務，但感受到志工的
付出，深受感動。」她表示，看到展場巨幅的留言
板，上面分別是當地學員用柬埔寨文寫下的感謝，
雖有文字看不懂，但也為其服務精神感動。」
為讓同學更貼近柬埔寨志工服務的過程，24日晚
上6時30分，在鍾靈中正堂播放服務記錄片。財金
三戴嫚珊說，這樣的服務活動，讓大學生的力量也
能發揚到其他國家，志工的愛心更感染在座的每顆
心靈，「就像影片中說『不是我們給了他們什麼，
而是他們給了我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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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天普大學
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位於美
國東部費城（Philadelphia），創立於1884年，
前身為天普學院，1907年正式命名為「天普大
學」，並與本校於2008年4月正式締結為姐妹
校，成為本校第102個姐妹校。
該校為一所綜合性研究大學，佔地約48英
畝，約有三萬五千多名學生，共有17個學院，
包括機械學院、教育學院、傳播與戲劇學院、
商業管理學院、醫學院、文學院、建築學院
等，提供共300個學位學程，為一所百年名校，
亦為美國國內頂尖的職業教育中心之一。
該校許多學系享負盛名，法學院法院訴訟組
排名全美第一，電影系全美第七，心理系全美
第八，EMBA學程被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列為全美前30及全球前50名。（林姍亭整理）
美國天普大
學照片來源：

http://www.
templelaw.net/
item/show/m/1/
c/21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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