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公行二林奕宏：教授不要當我，期末考我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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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手道 常勝軍趙謹 全運會摘金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空手道
武風再現！本校空手道社社長企管二趙
謹於上月27日代表台北市參加「98年度
全國運動會」空手道男子組比賽，以其矯健
身手擊敗各縣市好手，勇奪冠軍，獲得獎狀與
獎金。趙謹可謂是空手道常勝軍，他繼去年參加
「第九屆亞洲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獲得第二量級
（55~60kg），18-20歲組銅牌及團體組銅牌；今年
5月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空手道項目
獲得金牌後，這次再度奪冠。
全運會比賽中有來自各縣市空手道好手，場場比

攝影／林奕宏

社團經營工作坊
讓你有好樣的大學生活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大學生活是自我成
長的最佳階段，其中社團是必然經營的要項。想自
我成長嗎？不知如何經營社團嗎？諮輔組、課外
組於明日（24日）至12月29日舉辦「社團經營工作
坊」專題講座，要你行銷社團一級棒、具有魅力的
溝通技巧，並激發你的創意思維及潛能，讓你有好
樣的大學生活！
9場講座內容精采萬分，皆邀請職場具豐富經驗
校友傳授密技，教你把社團及自己經營得有聲有
色。內容有：「我是Open講」、「社團行銷」、
「不敗大學生之葵花寶典」、「社團經營」、
「聽，是誰在說話？」、「活動企劃」、「讓你的
手腳會說話」、「生涯規劃與社團」、「Nothing
is impossible」。不想錯過如此精心設計的自我成
長機會嗎？快！在每場講座前一天的下午4時以
前，將報名表繳交至課外組（SG315）或生輔組
（B402），詳細時間地點鎖定本報演講看板資訊。

來當淡江文化報馬仔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人，你百分百
了解淡江文化嗎？「淡江文化報馬仔」活動，讓你
探索別人不知道的淡江文化。各位報馬仔可自訂題
型，附上題目及解答，蒐集與淡江文化相關的校園
建築、雕塑、政策、生活等相關素材，獎金等你拿
哦！
學務處生輔組於12月2日至4日舉辦「淡江文化報
馬仔」活動徵稿，只要蒐集校園或網路資料，與
「淡江文化」相關題目，附上題型、答案與出處，
就可有機會獲得第一名獎金5000元喔！投稿時請將
電子檔寄至tkuguide@gmail.com。

孫蒨鈺數位創作今展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資訊傳播學系助
理教授孫蒨鈺於今日（23日）上午9時在黑天鵝展
示廳展出「失序‧製序 Re + order孫蒨鈺數位創作
展」，展出多項數位圖像，歡迎參觀。
孫蒨鈺說：「對我來說，每件作品背後都有它不
同的意義。」這些作品是2008至2009年間在台東都
蘭及台北這兩個不同時空背景城市下所創作的，透
過失序與製序的結合與展現，藉此探尋現代人在混
亂充滿不安的年代，對自我價值與生命秩序的追尋
與再造。
「失序」系列是描述在台東都蘭鎮上所觀察的特
殊新移民現象，以虛擬數位世界的影像創作手法來
捕捉脫離制式化世界的「失序」氛圍；「製序」系
列則是體悟現代人們在禁錮的窗口聆聽內心的失落
與渴望，欲尋回、重建在失衡中生命秩序的渴望。

慈濟助你安心就學

【本報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協助家中遭遇變
故，家庭陷入經濟困境的學生，申請慈濟慈善事業
基金會「安心就學方案」，申請後該會將前往家訪
關懷，並提供註冊費及生活費等相關協助。
凡家中遭遇變故，如：父母重大傷病、死亡、離
異、入獄服刑、遭裁員、資遣、學生重大傷病、或
符合中低收入戶、就學優待等資格，生活或經濟上
確實需要幫助者，皆可提出申請。由導師填寫「經
濟弱勢家庭子女就學補助申請表」（研究生由指導
老師或所長），傳送書面及檔案資料至生輔組。而
基於對學生與家長的尊重，請教師於提報前，務必
取得家長同意並協助填寫申請表，以電子郵件回傳
檔案至生輔組承辦人許之榕（cmhsu@mail.tku.edu.
tw）。

賽刺激萬分，賽中趙謹以俐落的身手與豐富的經
驗，過關斬將，最後4場比賽時，遇到強敵高雄市
代表，趙謹表示，曾有與他對打的經驗，最後被打
得送急診，但這次冷靜應對，「以被動的方式，趁
對手攻擊時反擊取得先機，先獲得2分，」之後雖
被他回擊，但還是以2比1險勝。與新竹市代表爭冠
軍賽時，趙謹保持原有超高水準，給予漂亮反擊，
讓對方毫無招架之力，最後以9比0提早結束比賽，
表現可圈可點。
空手道副社長資工二王繼鴻說，一般人上場比賽
時常會怯場，導致身手很僵硬，但趙謹會衡量賽中

董雯文獲教部補助赴美 實探中文教學現況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碩二董雯文日前獲得教育部「98年度人文教育
革新中綱計畫」子計畫「人文領域人才培育國際交
流計畫」的補助經費，前往美國舊金山灣區研究
「海外中文教學及對資圖的需求」，探討海外中文
教師在編制教材及圖書資訊上的需求，未來計劃提
供編制教材人員，實際應用參考。
董雯文在本屆金鷹獎得主、教資系校友林文雄的
協助下，拜會灣區各大中文學校校長、教師及各學
區委員，她表示，灣區中文教學教材不太符合當地
的教學需求，所以教師們多自行編纂教材，並採用
簡、繁體互用的方式教學，給學生們最完整的教學
資源。董雯文也指出，海外中文出版品並不多，建
議台灣編制海外語文教材的人員，能多和海外中文
教師進行交流，了解當地需求，也期望台灣的出版

大專校院98年度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

業能將中文書籍的觸角延伸至海外。
董雯文表示，藉由這次計畫，將發表相關論文，
提供給台灣相關編制教材人員海外中文教學的教育
情況作參考，並透過本校資圖系專長，協助海外中
文教師提供資源完善的教學環境。另外，她描述此
次參訪的經驗及感想說道：「除見識到海外中文教
學的廣大包容性外，老師們對教學的熱忱，更讓我
體認到台灣應該給予他們更多的支持與幫助。」指
導老師資圖系副教授宋雪芳也表示：「此次計畫讓
我們對海外中文教學有更深切的認識，除了希望透
過本系的專長，建構知識管理協助學校管理典藏及
資料外，也希望能建置主題徑導（path finder），
讓海外學生在課外之餘還可以有豐富的資源得以探
索，進而培養他們的中文資訊素養，達到終身學習
的目標。」

五虎崗上各校展球技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9日起連續
兩天舉辦「大專校院教職員桌球錦標賽」在體育
館7樓盛大開打！來自全台47所大專校院，共754
人95隊參與的桌球比賽，由校長張家宜開球後熱
烈展開。張校長表示，很多學校都沒有來過淡江
校園，藉由這次機會，「讓各校親身體驗本校的
運動精神及淡江人文風情。」
現場的加油聲隨著雙方對手的激戰，時而激動
時而屏息。選手網羅了全國各年齡層的教職員，
甚至有高齡的長青組參與比賽，大家無論年紀拚
命的在場上奮鬥，展現出教師們的專注及殺球的
氣魄。體育室主任蕭淑芬開心的說，許多學校認

為，今年的場地設計，拉近選手及觀眾的距離，
除了因有足夠的空間外，貼心的規劃賽場穿插觀
眾席的場地，使參與的所有人都能融入於刺激的
比賽中。期間的接待更是讓外賓感到淡江處處有
溫暖。「體育室要提供全台大專校院更好的服
務，讓淡江走出去！」政治大學體育室主任王郁
琦對本校體育場館讚譽有加，對於整體空間廣
大、觀眾席的設置、以及整體團隊服務都有超水
準的表現。王郁琦說，來過幾次淡江，卻不知道
體育館有這麼好的場地，無論是地板或是燈光都
是很好的材質，「對選手來說，是個很優良的比
賽環境。」

海峽兩岸高校學生精英團隊交流營

兩岸大不同

台師：陸生沈穩 陸師：淡江生有料
【記者江啟
義淡水校園報
導】國貿四吳
霽儒等6人於
上月代表本
校參加由浙
江大學主辦
的「海峽兩岸
高校學生精英
團隊交流營」
暨「2009海峽
兩岸大學生能
源環保學術論
壇」，收穫
滿滿回國了！對於學生的表現，帶隊老師林淑惠表
示，大陸同學表現內斂沉穩；大陸帶隊老師稱讚：
「淡江同學真是有才又有料！」
6位同學參加為期8天的營隊，於18日開心地與國
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分享，並獻紀念盃

管理」課程，雖然大多是基礎的理論，卻奠定這次
APEC會議上訪談的基礎。他也建議，有興趣的同

台灣領袖代表連戰（左三）與國貿四吳霽儒（左一）
等4位青年領袖代表合影。（圖／吳霽儒提供）

1

網路

台北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23(一)
8:30

諮輔組
B413

Discovery-非常第四課 創意開發研習營報名

卓 11/23(一)
越 10:00

國交處
外語大樓B1

外語，華語「chat corner」
開始報名

淡水校園
活動名稱

11/23(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停車」
5F多媒體室

11/24(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冏男孩」
5F多媒體室

11/25(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海角七號」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1/25(三)
18:30

11/25(三)
19:30
11/26(四)
12:30、18:30
11/27(五)
10:10
11/27(五)
12:30、18:30
11/28(六)
9:00

電影社
B117

播放影片「重金搖滾雙面人」

學員團契社活動
餅乾廚房
中心下郵局旁
通核中心 淡江音樂季-「真理大學音樂
文錙音樂廳 應用學系教師聯合音樂會」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九降風」
5F多媒體室
教政所
鍾靈中正堂
Q409

教育政策與領導論壇「我國
大學系所評鑑」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花吃了那女孩」
5F多媒體室
諮輔組
B127

OH卡-壓力管理工作坊

澳洲邊學邊玩說明會

骰贏就歐趴
【本報訊】「骰骰大贏家，喝FIN就歐
趴！」由文化大學廣告系9位同學組成黑
松FIN考試打水應援團，為了幫同學們補
充體力，加強精神，12日來到淡江舉辦
校園補給活動，並帶來歐趴的祝福！黑
松FIN考試打水應援團，以突襲校園的方
式，在人聲鼎沸的大學城前，擲骰子時參
與者必須喊活動口號－「骰骰大贏家，喝
FIN就歐趴！」並且在參與活動後贈送FIN
書籤，讓同學在Ｋ書時可以使用。骰子就
在人潮來往的大學城前，被擲出一次又一
次，帶給參與同學不同的驚喜，而直接骰
到FIN一瓶的同學，更開心的與友人分享
喜悅，並廣邀同學一起加進來玩。 （圖
文化大學廣告系提供）

【記者謝如婷台北校園報導】寒假想出國增進英
文能力嗎？那麼就來參加成人教育部於2010年1月
21日至2月12日舉辦的「2010寒假澳洲新南威爾斯
大學遊學團」吧！即日起受理報名，團費每人16萬
5千元，11月30日前報名還優惠5100元喔！
遊學團將在本校姐妹校新南威爾斯大學研習英語
3週，課程內容相當豐富且多元化，研習期間還安
排豐富的旅遊行程，讓學員邊學邊玩。說明會將
於本月30日、12月2日、8日及11日中午12時在L522
舉辦，若有問題請電洽承辦人李雅娜，電話（02）
23216320轉分機38。

即起徵選最「土木」系徽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土木系和機電系即
日起徵選系徽。將選出最具「土木」味的作品為專
屬系徽！獲選作品作為舉辦土木系活動及文宣使
用，將由該系學生及老師分為兩階段票選，前3名
分別可獲得獎金5000、3000、2000元，全校師生皆
可參加，徵選至本週五（27日）止，詳情可洽土木
系助教張增糴，分機2571。
另外，機電系系徽限由該系學生自行創作，利用
機械構圖軟體繪製最具象徵意義的作品，將於12月
4日上午10時公布票選前3名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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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生吳霽儒赴APEC 豐碩收穫全寫在臉上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貿四吳霽儒
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為台灣今年首
度派出4位青年領袖代表之一，不僅可與各國經濟
體領袖見面，也可和企業家一起參與論壇。會中，
他除了聆聽美國總統歐巴馬等國家領袖的新政策
外，也與全球知名人士，如李連杰及JP MORGAN
（摩根富林明）副總裁Peter L.Scher晤談，豐碩的收
穫全寫在臉上。
吳霽儒興奮地說：「還沒踏入社會之前，就能遇
見國際間的知名人士，與他們會談，是難能可貴的
經驗！」記得大二修習的「行銷學」及「國際企業

蘭陽

淡水

11/25(三)
19:00

予學校留念。吳霽儒表示，參加前才得知營隊將以
環保為主題，還在行前和同行同學開會討論。認真
準備的他們，更於營隊中紛紛獲頒獎項，國貿四吳
霽儒、吳有儒獲得「最佳才藝獎」；國貿四張家
綸、呂謹紋獲得「最佳團隊獎」；國貿四林貞瑜獲
得「最佳視覺獎」，及運管四陳貞如獲得「最佳環
保獎」。報告時，大陸同學使用power point的報告
方式，「而我們運用跳舞、實境模擬來呈現，創意
十足。」
接觸在不同環境學習的同學，陳貞如感觸頗深，
她說，大陸學生的生活很單純，有規劃，學習也比
較扎實。而本校帶隊老師林淑惠表示，大陸同學表
現穩重，相較之下台灣學生較為活潑，尤其是閉幕
表演時，本校學生演唱《我愛夏天》受到全場師生
熱烈迴響。李佩華表示，同學們藉由參加營隊相互
學習，值得鼓勵。未來大陸營隊除了交流參訪性質
的營隊外，還將加入學術主題，提供同學直接接觸
文化、語言的機會，並增加學術價值，「鼓勵同學
多參加！」（圖／國交處提供）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768-4.indd

整體狀況，以假動作引誘敵人，是很聰明的打法。
「他是左撇子，出擊時準確度很高，常常一招命
中！」對於經常得獎，趙謹表示，自己並不會高興
太久，必須讓自己隨時處於備戰的狀態，因為馬上
就有下一場硬戰在等他。他說：「每個星期六、日
都會回高中練習，平時也會在空手道社與社員切磋
武藝，讓我的身手更加敏捷。」對於未來的規劃，
他說道自己對空手道真的很有興趣，國高中就是學
校的代表隊，平時練習按部就班，絕不偷懶，每年
比賽時間都很固定，未來能夠持續練習，「希望繼
續在每一場比賽中發光發熱。」

活動看板

學可以多修習經貿或商業英文相關的課程，並廣泛
閱讀報章雜誌，才能將平時所學英文結合國際時
事。
對於之所以能參加APEC，吳霽儒表示，他在行
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網站得知訊息後，就積極參與
甄選，第一階段繳交1篇有關APEC永續發展的論文
及自傳後，只有9位能參與第二階段的面試，最後
他順利脫穎而出，與其他3位代表台灣前去參加會
議。對於出國的最大收穫，他表示，參加此類國際
性會議，得以拓展國際視野，沈思後他又說：「希
望台灣學生能多爭取參與國際會議的機會。」

位於美國加州第三大城舊金山市區的舊金山
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佔
地90英畝，創立於1899年，為一所州立綜合大
學，與本校於2007年6月正式締結為姐妹校，
成為本校第96所姐妹校。
該校為美國西海岸最大的教育聯盟－加州州
立大學系統23所分校之一，將近百年歷史，現
有在校生三萬多名，教職員工近400人，國際
交換學生2500名左右，人數居加州州立大學
各校之首。該校共有8院，下設68個系，當中
最有名的科系為商業管理，另該校重視華語文
化，是美國西岸第一所成立孔子學院的大學。
創業跟學習結合為該校特殊的學術風格，近
300門社區參與課程，提供學生實習機會，該
校的產學合作與社區服務在美享有盛名。（林
姍亭整理）

舊金山州立大學。照片來源：http://www.
sfsu.edu/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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