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為增加
新生游泳技能訓練，自99學年度起，大
一新生的游泳課程將從原本的4週增加
為8週，內容也從一般游泳教學擴展到
培養自救能力與提升游泳技能。體育室
教學組組長劉宗德表示，增加游泳課程
週數，「不但能讓不會游泳的同學有更
充裕的時間學習基礎動作，也讓原本就
會游泳的同學進一步學習進階技能，甚
至讓怕水的同學學會自救能力，讓游泳
非難事。」
　企管一蔡旻真表示，怕水的他很希望
能透過8週的練習，熟悉水性，「第1堂
課挑戰水母漂，基本的自救能力應該沒
問題。」老師也因週數增加，安排更多
水上趣味遊戲，讓同學對游泳產生興
趣，蔡旻真說，「透過一對一的教學及遊戲的帶動，
也不怕下水了。」企管一謝宜靜說，本來就會游蛙式，
「希望能學習進階技能。」
　此外，原本只有大一體育課需要進行的體適能檢測，
本學期起將擴展至大二及大三，必修體育課程中都加上

　僑生領取包裝精美
的月餅超開心。（攝
影／區迪恆）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校園書香
濃，買二手書省錢減碳又環保！由學務處
課外活動輔導組主辦，學生會承辦的「二手書
拍賣會」，於20至21日首次在學生活動中心舉
辦，而由亨利出版社主辦的「閱讀‧黃金的種
子」書展，自20日起至10月1日（週五），上午
9時至下午6時，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
　今年「閱讀‧黃金的種子」書展的書類達
5000種，為以往之最，其中以語言學習及科普
類最暢銷。書展種類多元，購書
還享有78折優惠，物超所值。
　「二手書拍賣會」有36個系學
會參加，共募集約1000本教科
書。活動執行長中文三趙婷表
示，今年改在活動中心舉辦，
活動前就在社團博覽會上大力
宣傳，果真吸引不少同
學前來會場搶書！「甚
至有些攤位剛開始就有
學弟妹大排長龍呢！」
經 濟 一 林 幸 嫺 滿 載 而

歸 ，
開心地說：「果然撿到便宜，俗又大碗啦！」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星期一 大傳三張莘慈：普天同慶！二一樹跌倒，換來全淡江人的家庭和諧，每天睡到不用醒！

學聲

                                                    
9/27(一)

8:00

課外組

SG315

「百香果的滋味-服務學

習研習營」報名
9/28(二)

19:00

舞蹈研習社

體育館1樓社辦廣場
舞研社迎新晚會

9/28(二)

19:00

俄文系

E401
俄文系大型迎新

9/28(二)

19:00

星相社

L206
星座學簡介

9/29(三)

18:30

課外組

驚聲國際會議廳

「體驗幸福、分享愛」暑假

社會服務隊聯合成果發表會
9/30(四)

18:30

課外組

B302A

幸福的滋味-國際志工服

務成果分享會
9/30(四)

19:00

商管學會

活動中心
商管學會迎新晚會

10/01(五)

12:00

國交處

I501

歐美亞日大陸姐妹校交換

生留學說明會
10/01(五)

12:00

英文系

T505

英文系碩士班甄選招生說

明會
10/02(六)

10:00

管樂社

I105
管樂社迎新活動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台北 蘭陽 網路淡水

　體育室副教授洪建智
（圖左）將水上拔河等趣
味遊戲融入教學，讓學生
愛上游泳課，同學們直呼
「再也不怕下水了！」
（攝影／陳怡菁）

　【記者林宇濤、江啟義蘭陽
校園報導】由蘭陽校園主任
室、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主
辦的「淡江心、蘭陽情，淡蘭
花好月圓人團圓」中秋師生
聯歡晚會，於23日晚上6時在
蘭陽校園建軒一館1樓前廣場
開烤！今年適逢60週年校慶，
不但準備了8百人份的豐富食
材，還特別訂製660個壽桃，
為學校暖壽，更有淡水校園社
團幹部近200人前來同歡。熱
鬧的大夜烤，將蘭陽夜空妝點
得燦爛熱鬧。
　活動開始，由蘭陽校園主任
林志鴻致詞，祝賀本校60週年
生日快樂，並發放壽桃給現場
參加晚會的同學。除了吃月
餅、剝柚子、賞月之外，藉中

秋夜烤，所有師生聚在一起，
凝聚家的感覺，也由於活動舉
辦在學期初，剛進蘭陽的新鮮
人都趁此機會與師生們聯繫感
情。
　接著，由淡水校園社團競技
啦啦隊揭開序幕，刺激的拋
接、翻滾，令現場師生看得瞠
目結舌。隨後，康輔社、魔術
社輪番上陣，蘭陽校園社團街
舞社、搖滾來搖滾去研習社一
上台，就讓現場high翻天，吉
他社自彈自唱的演出，也讓觀
眾聽得如痴如醉。資創四林瑋
倫表示，這次活動邀請淡水的
社團，使蘭陽與淡水的交流與
互動更加頻繁，而今年還有壽
桃塔，很特別。
　雖然活動進行到一半時，天

公不作美，飄起毛毛細雨，
仍澆不熄同學的熱情。歌手
陳傑瑞壓軸演出，節目進行
時，突然颳起狂風暴雨，現場
熱情的同學仍情義相挺，一起
高聲大唱。旅遊四鄭郁勳表
示，希望未來再辦類似
活動時，一定要有雨
天備案，才不致影響
活動的進行。政經四
黃正邦說，出國剛回
來，和老師同學一起
烤肉，重溫舊夢的感
覺，真好。

　【記者洪予
揚淡水校園報
導】總務處為
提升樓館整體
環境品質，於
6 月 進 行 商 管
大樓環境整潔
滿意度調查並
分析其可能原
因。「教室清
潔」一項滿意
度最低。教室
髒亂追究其主
要原因為補習
班廣告傳單及
教室飲食。

水上課程今起加倍 新生更

1.（　）請問福園的鯉魚什麼時候
會繞圈圈？Ａ．肚子餓　Ｂ．缺氧　
Ｃ．報樂透明牌　Ｄ．求偶
2.（　）請問本學期校園哪個角落多
了一間校園咖啡廳？Ａ．瀛苑　Ｂ．
圖書館樓下　Ｃ．商館側邊　Ｄ．覺
軒花園
3.3.（　）請問學校的生肖是？A.鼠 
B.牛 C.虎 D.兔
4.（　）請問下列哪個藝人不是本校
校友？Ａ．馬念先　Ｂ．桂綸鎂　
Ｃ．路嘉怡　Ｄ．黃子佼
5.（　）請問覺軒花園是仿哪一個朝
代的庭園設計概念Ａ．唐代　Ｂ．宋
代　Ｃ．明代　Ｄ．清代

新鮮人
不可不知

Q

１.Ｂ　２.Ｃ　３.Ｃ　４.Ｄ　５.ＢA

　 【 記 者 段 采伶、林姍亭淡水校
園 報 導 】 中 秋就要呷這味！學務
處 僑 生 輔 導 組於20日發送月餅給
離 鄉 留 學 的僑生，提前品嚐台
灣月餅；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
也 於 2 1 日在覺軒花園舉辦中秋

餐會，讓外國學子齊
聚 一 堂 共 同
感 受 佳 節 氣
氛 ， 並 藉 此
了 解 傳 統 中
國 文 化 。 國
際 事 務 副 校
長 戴 萬 欽 表
示 ， 中 秋 是

團聚的日子，一定要讓外籍生在異地也倍感溫暖。

僑生 外籍生呷月餅 好樂!學生申請讀書會補助多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好康來囉！學
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為鼓勵學生自組
學習社群，推動「學生學習社群讀書會行動方
案」。每學期前10隊申請通過的讀書會小組，
將補助印刷費及餐費，實體讀書會每人每次補
助40元，網路讀書會每人每次補助60元，每小
組每月最高補助3次，一學期最高補助3個月，
即日起受理申請。
　學發組表示，98學年第2學期首次試辦，全
校共有13組申請，學生反應良好。本學期更增
「網路讀書會」的運作方式，讓讀書會的運作
更具彈性，而討論的範疇不限專業領域，希望
同學踴躍報名。
　讀書會運作以一學期為單位，各組學生人數
以6至8人為限，凡在學學生皆可提出申請，討
論的內容與形式不拘，但必須以增進學習能
力相關議題為主。活動進行方式也完全依照學
生的喜好自行安排，唯實體讀書會至少每月須
進行活動3次以上，活動結束後亦須將活動紀
錄表之電子檔傳送至學發組，而網路學習社群
讀書會亦須自設或自選讀書會討論區部落格，
每月每位小組成員皆須上網發表活動紀錄3次
以上。有意申請讀書會的召集人，可至網頁
http://sls.tku.edu.tw下載報名表，或電洽校內分
機2160，向承辦人劉欣怡詢問詳情。

日姊妹校交換生甄選今截止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暨國際教
育處將自10月4日起至13日中午12時止，舉辦「大
陸交換學生甄選」；另外，赴日本姊妹校交換留學
生甄選，至今天中午12時報名截止，有興趣的同學
千萬別錯過！
　大陸交換學生甄選資格為大學部三年級或研究所
二年級在學學生，操性成績達80分，學業成績大學
部達75分、研究所達80分以上。本次甄選除復旦、
吉林、廈門、山東，以及南開大學外，新增南京、
天津、四川、西安交通大學供選擇。上學期赴吉林
大學修習的交換生經濟四張友柔表示，陸生的學習
態度積極，晚上還會集體至教室和圖書館晚自習，
很值得學習。
　赴日本姊妹校交換留學生甄選共有日本9所大
學、22個名額。日本許多姊妹校提供英語授課
環境，提供有意至英語教學環境留學的同學選
擇！詳情請至國交處網站http://www2.tku.edu.
tw/%7Eoieie/查詢，或至國交處（FL501）洽詢。

教室整潔 取締張貼 記小過

超級拒星選拔即日起報名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下一個超級「拒」
星就是你！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舉辦的「第四屆陽
光大使超級『拒』星super star」選拔活動，自即日
起開放報名至10月1日止，為讓同學更理解活動內
容，將於29日（週三）晚上7時在新工學大樓E309
舉行陽光大使選拔說明會，歡迎擁有自信、創意十
足的同學踴躍參加。
　本次參加徵選的同學必須準備反菸、反毒為主題
的才藝表演，前3名將分別可獲得獎金5000、2000、
1000元，亦選出優等獎4名、人氣王1名各獲獎金
500元。前3名獲獎同學將設置人型立牌於各大樓
間，並配合執行校園春暉專案、菸害防制等各項
宣導義務。軍訓室教官尤臺蓉表示：「校內大部
分的學生都支持校園禁菸，希望能喚起吸菸同學
的同理心，達到無菸校園的目標。」同學可於說
明會現場報名或填妥報名表送至B401。詳情請查
詢生輔組網頁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2。

田野調查研究室記錄淡水動人心
　【記者翁浩原、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田野調
查研究室於18日下午2時，在淡水社區大學殼牌倉庫舉
行「第七屆影像紀錄成果發表會」，此為田野調查室首
次在校外舉辦成果發表，以「淡水生活誌」為題，畢業
學長姊及學生，用影片記錄自己認知的淡水，分別以
「捷運風情畫」、「竹圍生活圈」、「藝術的踏歌」和
「河邊的約克」4個子題，吸引眾多人潮參觀。
　指導老師中文系教授周彥文指出，在策展的過程中，
學生遇到許多困難，但學生為了記錄淡水，努力突破，
值得鼓勵。活動執行長中文四林哲謙表示，許多人畢業
離開淡水後，仍會懷念這裡的一景一物，想藉著學生的
眼睛看到不同的淡水，不單單只是侷限在校園中。
　其中，「竹圍生活圈」作品由資圖三吳岱欒和資圖四
沈盈君製作，她們以影片和文本展示，淡水入口「竹
圍」的生活風貌，深入體驗社區營造，同時記錄與探討
淡北快速道路的各方意見。中文系畢業校友吳柏勳說，
看完片子，美好的回憶被喚醒，深深被感動。現場除本
校同學與老師參與外，也吸引文山報導雜誌發行人暨淡
海報導雜誌社社長謝如珍前來觀賞，她表示，這樣獨特
的方式呈現生活，很用心，充分展現人們不同的觀點，
讓從事地方的文史工作者也有新的體驗，令人感動。

體適能檢測項目，讓學生能完整的
檢視3年來的體能。劉宗德說，學校
提供「體適能學習護照」，同學只
要上網http://w5.tku.edu.tw/fitness/

查詢，就能追蹤自己的體能表現，更
附有常模可分析體力是否合格，「將
檢測時間拉長至3年，讓同學在每學
期的檢測中，確實了解自己哪裡不

二手書拍賣也熱烘烘
與書 折78鵝天黑約相 搶手

學習策略工作坊開課囉！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學生學習發展組主辦的「學習策略工作坊」
開課囉！各班僅接受14位同學報名，意者即日
起可至 I405，或上網http://163.13.42.79/index.
aspx報名。
　針對學生不同需求開設8門課程，分別為
「我是報告王」、「記憶煉金術」、「神阿，
請給我多一點時間」、「原文書輕鬆讀」、
「英語聽說能力培訓班」、「上台報告技巧」
「Photoimpact基礎入門」和「輕鬆簡報快．
譯．通」，幫助同學輕鬆掌握英文讀書策略、
書面報告撰寫、時間管理、閱讀方法及簡報實
作等學習的好策略。報名參加「神阿，請給我
多一點時間」的日文四熊婉琳表示，時間管理
是相當重要的學問，這是相當值得把握的機
會。

足，如肌力項目下滑，未
來便可選擇重訓的體育課
程，讓選課不只選興趣，
也訓練身體。」而體育室
也將在下學期開設「補救
教學週」，讓檢測出現下
滑的同學能自由參與訓練
課程，提升體能。對於大
二也有體適能檢測，統計
二鍾佳珉表示，「了解體
力不好是哪裡出問題，就
能好好鍛鍊，每學期重新
檢視自己有沒有進步。」

蘭陽師生夜烤 淡水社團200人參一腳蘭陽師生夜烤 淡水社團200人參一腳蘭陽師生夜烤 淡水社團200人參一腳蘭陽師生夜烤 淡水社團200人參一腳
660壽桃暖壽 

　本校在各個教室公布「淡江大學教室上課規
則」，其中規定「白、黑板不得使用任何膠帶張
貼圖表海報...」及「除飲水外，不得吃零食及用
餐…」。此外，已發函各任課教師為維護教學品
質，提供良好學習環境，協助督導學生維護上課前
及上課後教室的整潔。
　而學生獎懲辦法中規定「未經核准任意張貼或散
布佈告、啟事、漫畫、標語、影音製成品或其他張
貼物者」，予以記小過。總務長鄭晃二表示，為推
動教室重生計畫，於99學年度下學期針對減少廣告
傳單及嚴禁教室飲食等兩項嚴格執行。

　同學在黑天鵝展示廳的
「閱讀‧黃金的種子」
書展選書。（攝影／
鄭雅文）

　「淡江心、蘭陽情，淡蘭
花好月圓人團圓」中秋師生
聯歡晚會於23日舉行，同學
們有得吃又有表演看。（圖
／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競技啦啦隊表演驚
險的拋接等特技。
（圖／蘭陽校園主任
室提供）

　外籍生
用柚子玩
起雜耍特
技。（攝
影／區迪
恆）

　上完課，教室地上時常布滿許多
垃圾。（攝影／黃乙軒）

挖寶60年

　來自澳門的經濟二王錦成開心地說︰「拿到月餅很開
心，也感到很窩心。」來自澳門的公行四王美景表示，
「僑輔組就像是一個大家庭，很照顧我們，但今年是最
後一次能拿月餅，有點感傷。」僑輔組組員雷菊仙說：
「發送月餅不僅可以稍解新僑生思鄉之情，也可以讓海
外留學的僑生品嚐到不同口味的月餅。」
　而國交處的中秋餐會現場除了各國料理buffet之外，還
有柚子及各種口味的月餅等，外籍生個個好興奮，七嘴
八舌討論特色美食，更好奇地拿起柚子把玩，來自宏都
拉斯的國企二文楷諾對首次嘗試的中國食物大力讚賞，
直說：「好特別又美味。」並表示，中國人有專門「團
聚」的節日，感覺很溫馨。來自大陸的法文三晏如，在
聚會當天新認識了好幾位同樣來自大陸的朋友，有一種
他鄉遇故知的感覺，她開心地表示，國交處很用心，食
物準備得很豐盛，沒想到來外地求學還能有過節的氣
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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