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傳三簡育琦：校慶運動會學生的熱血表現，將H1N1病毒一掃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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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０人暖壽登觀音 傳統再現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為學校慶生，由員工福利委員會與
童軍團合辦的「全校觀音山健行」活動，於1日率先開跑！包括本校
教職員生、眷屬、童軍團、家長團、社區團等260人，年紀最大60多
歲，最小不到2歲，全體活力無比，浩浩蕩蕩攻上觀音山。
該活動由童軍團主任委員黃文智、員福會主任委員林震安領隊，帶
大家出遊。黃文智表示，本校早期有「開學爬克難坡，畢業爬觀音
山」的傳統，但是十幾年前，爬觀音山的傳統就斷了，希望藉此活
動把這個傳統找回來，也期待明年能吸引更多人共襄盛舉。他開心地
說，觀音山視野遼闊，可以看到學校、台北港、關渡橋和台北市區，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學校，有不同的體會。」
活動當天，觀音山偶有小雨，但完全不影響大家的遊山心情，一路
上竹林蒼翠、鳥鳴相伴，課外組輔導員陳惠娟說：「整座山雲霧繚
繞，如詩如畫，彷彿人間仙境，真是特別的經驗。」她表示，孩子
們一個個精力充沛，一點都不喊累，完全不需要爸爸媽媽擔心，這真
是個老少咸宜的好活動。保險系編纂舒宜萍表示，沿途風景很棒，
遇到很多山友，他們很佩服淡江大學可以帶這麼多人來爬山，非常羨
慕。她回想當時，開心地說：「爬上山頂後心曠神怡，一點也不覺得

蛋捲驚喜滿滿為你傳情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會主辦的蛋
捲節系列活動--「蛋捲傳情之dream share」，於上
週在商管大樓三樓前擺攤，為59週年校慶暖壽，也
提前宣傳蛋捲節。除了可以購買手工蛋捲，也可委
託學生會工作人員跑班傳情。
蛋捲傳情舉辦至今已邁入第3年，每年皆大受好
評，學生會會員只要10元、非會員20元，即可將含
玻璃試管、軟木塞、手工蛋捲、玫瑰花、校慶紀念
明信片及緞帶一起帶回家，還沒擺攤前就排隊等候
的國貿三郭汶羽表示，買來當「歐趴糖」真是便宜
又大碗！對於今年試管的設計，學生會蛋捲節傳情
組長經濟二王凱鵬開心地表示，以往用緞帶區分顏
色，今年改用學生會工作人員手工製作的玫瑰花，
區分不同的意義，紅色是愛情、綠色是課業、黃色
是祝福、橘色是友情、及紫色是神秘。
此外，每天5個名額的「跑班傳情」，也在剛擺
攤就額滿，許多同學認為學生會扮演的傳情小郵
差，能將心意「送到心坎裡」！在上課時獲贈愛情
蛋捲的中文二趙婷害羞地表示，真的很驚喜，但也
感受到滿滿的溫暖。
︵攝影／陳怡菁︶

鋼琴社浪漫滿屋展成果

累！」
健行結束後另舉行抽獎活動，共有組合桌、餐具組、小毛毯等50個
獎項，其中最大獎捷安特腳踏車由資管系助理教授施盛寶的父親施壹
銘獲得，施盛寶表示，這是一個很難得、很健康的活動，所以趁假日
帶家人出來走走，沒想到還能抽到大獎，真是一舉兩得。（圖／馮文
星）

蘭花開展 今爭奇鬥豔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慶祝59週年校慶，總務處即日起至10
日一連四天，上午9時至下午6時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蘭花展。承辦人
總務處專員邱馨增表示，本校校慶蘭花展已行之有年，成為淡江的傳
統，今年以「拖鞋蘭」為花品主軸，因拖鞋蘭又稱「仙履蘭」或「女
神之足」，因此將活動命名為「黑天鵝的仙履奇緣」。
參展花品另有嘉德利亞蘭、文心蘭、蝴蝶蘭及萬代蘭等，會場將評
選出總冠軍、分組冠軍、冠軍、特優、優、佳作等共90個獎項。活動
期間各單位一級主管憑邀請卡蒞臨賞花，即贈送蘭花一盆作為紀念。
現場另販售蘭花，喜歡蘭花的總務處出納組組長孫扇每年賞蘭後，偶

爾會買盆蘭花
點綴辦公室、
怡情養性，她
開心地表示，
每年校慶都很
期待蘭花展的
到來，每種蘭
花都有它獨特
之美，暫時放
下繁忙的公
務，與美麗的
蘭花來場約
會，可以沈澱
思緒，讓心情
更愉快，重回
崗位後工作起
（攝影／劉瀚之）
來也更有勁。

大專盃桌球賽果輝煌 女團體冠軍 單打亞軍 男單打亞軍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桌球隊於上月31
日與本月1日參加第七屆淡大盃全國大專桌球邀請
賽，戰果輝煌，經過兩天激烈的賽程，本校獲得女
子團體組冠軍、保險碩二江佩璟拿下女子單打亞
軍、男子團體組第6名、校友賽女子團體組亞軍，
資創四何宣弘獲得男子單打殿軍。
女子團體組於23支隊伍中脫穎而出，決賽時面對
清華大學的猛烈攻勢，隊員們皆聚精會神應戰，最
後以3：2勇奪冠軍，其中女子雙打財金四陳韻婷與
國貿三魏靖芬兩人從去年大專盃，就搭檔雙打，平
日也與桌球隊隊友相互練習，培養出絕佳的默契，

為女子團體隊拿下優異成績。魏靖芬說：「當時最
後只剩我們雙打比賽還在進行，壓力真的很大，
還好隊友在旁不斷鼓勵我，要我放輕鬆，才能獲
勝！」男子團體組的賽況更是激烈，爭取前6強時
遇到勁敵輔仁大學，雙方僵持不下，最後我方強力
猛攻，以3：2擊敗輔仁大學，但爭奪第五名時，隊
員間默契不足，不敵台大以2：3落敗，在50支參賽
隊伍中獲第6。
在43人中抱走女子單打亞軍的江佩璟表示：「以
前曾獲淡大盃第4名，今年以平常心去打，總算拿
到不錯的成績！」害怕遇到左手持拍選手的她，特

地與隊上左手持拍選手加強練習。決賽時，因太遲
掌握對方的弱點，以3：1輸給交大，與冠軍失之交
臂。男子單打殿軍何宣弘也開心地說：「之前參加
過兩次淡大盃，都只進到8強，今年終於在淡大盃
中拿到獎盃了！」在80人中一路過關斬將、披荊斬
棘，在晉級四強比賽時，遇到去年逢甲選手，何宣
弘一雪前恥，戰勝對方。
這次淡大盃奪得佳績，桌球隊隊長同為女子團體
組隊員的國貿三李欣倚說：「大家每週都花6小時
練習，辛苦總算有代價！」她也期許往後桌球隊可
以獲得更好的成績。

外籍生鶯歌陶瓷DIY 形狀大不同
外籍生鶯歌
鶯歌陶瓷博物館前師生樂開懷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鋼琴社於4日在文
錙音樂廳舉辦期中音樂會「櫻樂祭」，此次以日本
為主題，社員們不但穿上和服接待，會場內也布置
大量櫻花，充滿無比浪漫的情懷。
讓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曲目是資工系系友曾盛祖與
俄文四周欣彥，四手聯彈的＜柴達斯舞曲＞，兩人
指法熟練默契滿分，聽眾無不入神聆聽，深怕錯過
任何一段演奏。經濟一施京賢說：「他們表情相當
投入，兩人合作天衣無縫，我也聽得相當陶醉！」

管樂展多樂器合奏 獲滿堂彩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暨
國際教育處為增進外籍生、交換生和本校
學生的交流，於上月31日舉辦2009秋季交換
生、國際留學生鶯歌陶瓷博物館文化之旅，
共有95位學生參加，一同體驗台灣陶瓷藝
術。
一整天的行程自上午經過鶯歌陶瓷博物館
的藝術洗禮後，午餐時段還有驚喜的慶生大
會，參與師生一同替近日生日的同學歡唱生
日快樂、切蛋糕許願，場面十分溫馨。下午
便由專業的陶藝老師教導同學自製陶瓷品，
同學們滿手陶土，專注雕塑陶瓷容器，看似
簡單的陶藝其實頗具難度，許多同學因手勁
太大，在拉坏的過程中，一不小心就將杯底
穿成甜甜圈，碗盤壓成蔥油餅，老師在一旁
看得膽顫心驚！戰略所碩一娜德芝捧著剛出
爐的陶土碗，開心地說：「摸著陶土感覺很
舒服，能成功做出自己想像中的形狀非常有
成就感！」
最後在參觀完鶯歌老街後圓滿劃下句點，
企管一胡憶陽說：「玩得很開心，不但全
程免費，行程也安排得很好，可以感受到
淡江對我們的照顧，下次有機會還要參加活
動！」（攝影／劉瀚之）

健言盃大陸所奪冠 黃維達 林京穎 蕭凱倫獲最佳辯士
（攝影／林奕宏）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於3日在文
錙音樂廳舉辦「喇叭的誘惑」音樂會，現場共演奏
18首曲子，由鋼琴、長笛、銅管、爵士鼓等多種樂
器聯合交替演出，贏得現場聽眾滿堂彩。
內容有大家耳熟能詳的日本動畫「霍爾的移動城
堡」主題曲，還有由銅管六重奏，演出火紅的卡通
「海綿寶寶」歌曲，聽眾也不禁一起合唱。接下來
的打擊重奏也讓人印象深刻，由9位社員穿著高中
制服，演出曲風輕快、活潑又可愛，讓現場聽眾享
受這視覺與聽覺的創新藝術。公行四林珀言說，讓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海綿寶寳主題曲，聽眾可以一起
合唱互動，我也跟著十分投入的大聲唱呢！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第五屆健言盃辯論
總決賽，於2日在宮燈教室開賽，競賽隊伍共6隊，
各隊使出渾身解數，激辯數回合，最後由大陸所碩
一黃維達、魏子翔、陳培箴組成的陸研所隊憑著穩
健的答辯能力和聰明機智勇奪冠軍，獲得獎狀及
獎金1200元。另外，黃維達、財金一林京穎及化學
四蕭凱倫等3人，也以豐富的經驗與優異的答辯能
力，獲得最佳辯士。
辯論過程雙方唇槍舌劍，大學時期曾獲中華大學
風城盃季軍與最佳辯士的黃維達表示，雖曾有比賽
經驗，但由於賽況激烈，再加上大家的準備都很充
足，還是很緊張！提及如何準備辯論內容，他表
示，針對正反方立場設計論點，從網路或國家圖書
館中搜尋相關資料佐證，加強說服力。此外，隊員
間也會討論對方可能提出的攻擊論點，先想出對應
的策略。他說：「很開心拿到冠軍，這是對我們的
肯定話！拿到獎金後，全隊要去唱歌慶祝，慰勞隊
員的辛勞。」

健言社社長機電二陳姵妤表示，本次辯論題目為
「我國同性戀結婚應合法化」，其屬於價值觀問
題，比較困難的地方是大家必須想出認同的標準。
她指出，各隊在準備時，不懂的地方會找有經驗的
隊友討論，「大家都很賣力！」此外，她說對辯論
有興趣或想訓練口才的同學，健言社社課會教導如
何訓練思考，並著重實戰技巧，也會請校內外有實
戰經驗的學長姐親自教學，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參
加，社課時間在每週三晚上7時在文學館L205。她
同時表示，「健言社會定期舉辦校內外的比賽，歡
迎同學踴躍參加，挑戰自己。」

【記者林奕宏淡水校園報導】你有多久沒穿制服
了？穿上制服來開趴！4日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
心舉辦的聯合制服趴，由三蘆校友會、桃友會、南
友會及蘭友會共同舉辦，現場歡聲不斷。其中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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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為迎接淡江大學59
週年校慶與淡江之聲廣播電台16週年慶，淡江之聲
準備一系列「59校慶Let’s Party」特別節目，於今
日（7日）中午12時開播，除今日的慶祝活動外，
更規劃「Star-Light Party」帶領大家認識本校的歷
史，「Kala Party」及「One More Party」兩階段節
目，讓大家收聽「卡拉吧！蛋捲」歌唱決賽精采賽
事。
此次「卡拉吧！蛋捲」歌唱大賽在書卷廣場舉行
決賽，淡江之聲舉辦「誰是人氣王？」票選，比賽
結束後，將從投票同學中抽出幸運兒，贈送神秘小
禮物，歡迎鎖定頻道FM88.7，或至網路收聽。（網
址：http://votk.tku.edu.tw/）

女聯會義賣 商品種類多

【本報訊】女教職員聯誼會將於週一、二（9、
10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在商館B302A舉辦為期
二天的二手衣飾義賣，共募集服飾、背包、帽子等
義賣品超過400件，最低價50元起。承辦人女聯會
幹事李靜君透露：「這次義賣品中，還包括校長捐
出的高級服飾、香水、保養品、鞋子等物品喔！」
義賣所得經過女聯會理監事會議決議後，將捐給慈
善機構，歡迎全校師生前往選購。

活動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卓 11/7(六)
越 8:00

國交處
網路報名

11/7(六)
8:00
11/7(六)
9:00

國交處
FL501
化學系
C013

11/7(六)
9:30
11/7(六)
9:30
11/7(六)
9:30
11/7(六)
10:20

活動名稱

多益校園專案考試
http://service.toeic.com.tw/publicURL/login.jsp?C
ompanyID=104&CheckID=26WAT7
2009東北林業大學「冰雪之
情」冬令營報名
新生暨家長座談會

教政所
59週年校慶所友返校暨教育
驚聲國際會議廳 政策論壇
數學系
S104
決策系
B915

系友返校日
系友返校日

日文系
阿波舞表演、茶道表演
外語大樓1樓

11/7(六)
12:00
11/7(六)
12:15
11/9(一)
8:30

俄文系
E311
亞洲所
T1103
諮輔組
B413

所友返校座談

11/9(一)
8:30

諮輔組
B413

「Discovery-非常第四課」創
意開發研究營報名

系友返校日

生涯諮詢活動

11/9(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27件禮服的秘密」
5F多媒體室

11/10(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為愛朗讀」
5F多媒體室

彩虹天堂創意服務社
11/11(三)
爆肝運動-反作弊
12:00、22:00 福園、圖書館自習室外
11/11(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007量子危機」
5F多媒體室

11/12(四)
彩虹天堂創意服務社
爆肝運動-反作弊
12:00、22:00 福園、圖書館自習室外
11/12(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暮光之城：無懼
5F多媒體室 的愛」

11/13(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行動代號：華爾
5F多媒體室 奇麗雅」

蘭陽校園
11/7(六)
10:00

蘭陽校園主任室 59週年校慶園遊會暨社團成
蘭陽校園建軒1樓平台 果展

即起租借學士服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應屆畢業生注意
囉！即日起至30日止，開放租借學士服。以班級為
單位，由畢業班代表統計數量，將學生資料email至
115616@mail.tku.edu.tw，並於12月14至18日到事務
組（A102室）領取「繳費單」，至出納組繳交押
金，每套600元。逾期將不再提供個別租借，相關
訊息可洽總務處事務組26215656轉2275。

期中考9日開放溫書

聯合制服趴 遊戲樂翻天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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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射的舞蹈表演，讓台下的同學安可聲連連，精心
設計的分組遊戲，也讓同學們心跳加速又十分開
心！讓現場的每個人都沉醉在這迷人且青春洋溢的
夜晚。（攝影／林奕宏）

淡江之聲校慶即時轉播

搭火車~ 火車快飛！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期中考將於16日
至22日舉行，9日起至15日將開放B120室供同學溫
書，請多加利用。
9至13日開放時間為晚上6時10分至10時；14至15
日則為上午8時10分至下午5時。另外，教務處提
醒，考試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卡、駕
照等應考。若學生證遺失，須於考前攜帶身分證及
照片2張，至註冊組辦理補發；未帶證件者，亦須
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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