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傳四林筱涵：最近警察杯杯在大學城狂開罰單，害我的荷包也大失血，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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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虎崗文學獎大張旗鼓 邀文藝青年尬文筆
教室。中文三葉品妤表示，
這場演講沒有制式的枯燥乏
味，舉例很生活化並具有啟發
性。「下一場，也絕對不能錯
過！」
本週四（14日）中午12時在
L301，由大傳系系友、作家鍾
文音以「寫作者的美好時光─
鍾文音的創作與行旅分享」為
題談過往經歷、11月2日作家
敷米漿暢談「創作力最強的時
期，寫下無悔的青春」，之後
還有詩人楊佳嫻、作家陳銘磻
等陸續開講。
11月「大師座談」邀請文學
大師蒞校對談。預計邀請作家
楊照、郝譽翔及詩人白靈、蕭
蕭，以評論的方式座談。中文
系系主任張雙英開心地說：
「這一系列的精采講座必定颳
起一陣校園文藝風潮。」未來

【記者莊旻嬑、黃雅雯淡水
校園報導】當五虎崗文學獎遇
上淡江60週年校慶，會迸出什
麼樣的火花？！
中國文學系主辦的第27屆五
虎崗文學獎，有「小說組」、
「散文組」、「新詩組」徵
文，今年增設「校友組」，讓
校友們一同寫淡江。此外，
更擴大舉辦一系列活動，包
括：「大師座談」、「文學
講座」、「校園無悔全創作」
等。這一連串的活動讓今年的
五虎崗，虎虎生風！
「文學講座」於10月起每月
邀請兩位作家蒞校演講，分享
個人創作經驗及寫作技巧。由
本月4日下午4時在L308，中文
系系友、詩人丁威仁演講「過
一個有詩意的生活─詩無所
不在」揭開序幕，聽眾站滿

盲生競走
姊妹校邀請賽

回憶青澀滋味 制服大會師比美
咦？咦？咦？最近校園裡怎麼會有高中生頻頻出
沒呢？原來各系不約而同舉辦制服日活動，讓大學
新鮮人重溫舊夢，也比比看，誰家制服最搶眼，圖
中的公行系新生們擺出搞怪姿勢，十分可愛。正值

【記者蔡孟倫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大使團於6日
在外語大樓B1舉辦「迎新交流晚會」，邀請來自十
餘個國家的60位外國留學生共同參與。
晚會以表演與交流穿插進行，開場的熱舞表演吸
引所有同學的目光，火辣的貼身熱舞，甚至讓外籍
生害羞地別過頭去。交流時間一到，只見所有人熱
情高舉寫有編號的名牌進行配對。國企一蔡其軒分
享：「外國留學生都很友善，希望能藉此機會多多
鍛鍊外語能力！」
許多外籍生表示，吃不慣台灣的食物，直呼「太
油啦！」，來自法國的中文一馬莉安說，但是台灣
女生既漂亮又吃不胖，真神奇。來自日本，說著一
口流利中文的中文二石杜廣平，自3月就到本校學
習，他說：「我很捨不得離開台灣，在這裡我交到
很多朋友！」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表
示：「他們來台學習一樣會有思鄉情，我們要將心
比心，多去關懷、了解他們。」經過一晚的熱絡交
流後，不少同學交換名牌佩戴，形成名牌和本人搭
不上的有趣畫面。

新鮮人
不知

不可
挖寶60年

Q

1. 自53週年校慶起，學生會便舉辦
一系列校慶慶祝活動，何者為其名稱？
(A)蛋捲節 (B)淡淡生活節 (C)藝術季
(D)忘春瘋
2. 因60週年校慶將近，許多校友不禁回
想起求學往事，試問哪位校友可能謊報年
齡？(A)25歲的郁軒：以前的我很愛追求
刺激，都會在學校體驗高空彈跳 (B)70歲
的納豆：住在台北市的我，以前都只能搭
火車爬克難坡上山唸書 (C)67歲的心慈：
以前在淡江上課都要穿制服呢！ (D)35歲
的姜江：我以前可是念輪機系的學長呢！
3. 淡江新鮮人必知的福利，以下何者正
確？(A)想游泳健身，只要500元即可暢游
一學期 (B) 只要輸入位置（FTP://ftp.s
入學學年.tku.edu.tw）登入學號，即可
立即擁有50MB的FTP (C) 校園各各角落都
可以無線網路隨處上網(D)以上皆是
4. 試問成為淡江各社團領導人需參加何
者研習？(A)淡海同船 (B)淡淡同舟 (C)
淡海同舟 (D)蛋捲同船
5. 請問哪個校園擁有實體的開心農場？
(A)淡水校園 (B)蘭陽校園 (C)台北校園
(D)以上皆非

本校建築五黃柏瑜︵左︶、謝慈慧以作品︽禮物︾榮獲全國
學生圖畫書創作獎比賽，大專組第一名。她們笑說 ﹁這真
是大學生涯裏，最棒的禮物了 ﹂︵攝影／林奕宏︶

外國留學生配對國際大使 覓麻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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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組第一名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築五黃柏瑜、謝慈慧
日前參加由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主辦的「2010年全國學生圖
畫書創作獎」比賽，以作品《禮物》從眾多美術與設計相
關科系出身的參賽者中勝出，榮獲大專組第1名。「這是我
第一次參賽，主要是想看看自己的實力，得到第1名給我很
大的信心，未來會嘗試更多元的繪畫風格。」黃柏瑜開心地
說。
比賽內容須自編一個適合3至12歲學童閱讀的故事，並將
故事畫成圖畫書；黃柏瑜及謝慈慧的得獎作品，描述一隻生
活在白皚雪國的小兔子，撿到一個可以把物品都變成鮮豔色
彩的禮物盒，但盒子最後被撐破，於是大家同心協力把變成
彩色的物品布置成一個充滿色彩的世界。繪本的風格以白色
為基調，利用粉彩、壓克力等媒材，以點描法將豐富色彩與
雪白世界的對比明顯呈現，謝慈慧表示，最費工的技法就是
點描，「我們用0.28中性筆一點一點把陰影點出來，是整本
繪本最繁雜的步驟了。」
黃柏瑜平時就喜歡塗鴉，因為想在最後的大學生涯中留下
不一樣的回憶，才和好友謝慈慧搭擋參賽，她表示，故事主
要想讓讀者了解，合力解決難題的精神之可貴，並傳達同心
協力的重要性。大傳二萬懷祖表示，因為擔任系學會會長，
所以可以深刻體會故事中的寓意，「其實逆境並不可怕，只
要大家發揮創意互助合作，都能度過難關。」

班學生共同排練，展現體育與
表演的結合，「相信百人的表
演，氣勢磅礡，絕對吸引同學
與貴賓的目光。」針對今年首
度舉辦盲生的競走比賽，蕭淑
芬說，盲生資源中心的建置十
分完備，「淡江是多元包容的
家庭，要讓每個人都能享受運
動的美好。」蕭淑芬舉例，今
年就有盲生選修游泳課，「其
實盲生也和一般人一樣，有健
全的身體，可以激發自我的體
能。」
一連串的活動緊接著還包括
了體育表演會、北海岸校際競

賽都將陸續登場，體育室也積
極向本校姊妹校聯繫，促成
「國際姊妹校邀請賽」，希望
讓運動活動延續一整年，更擴
展到全世界！
對於本次運動會的擴大舉
辦，蕭淑芬難掩興奮的說，
「十分期待看到個人技能，在
翻新的操場中有突破的表現，
締造最快、最高、最遠的大會
紀錄。」她也希望藉由大會舞
等表演炒熱體育風潮，「邀請
全校師生一同參與，感受難得
的體育盛事。」

迎 僑生 上演卡通人生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僑
生輔導組於3、4日在金山活動中心舉辦「第
31屆華僑同學聯誼會」。主題為「卡通人
生」，聯誼會中的許多遊戲都跟陪伴過同學
童年生活的卡通人物相關，包括灰姑娘、三
隻小豬、國王的新衣等，他們將這些卡通角
色融入RPG角色扮演的闖關遊戲中，讓參與
的新生玩得不亦樂乎。
其中，聯誼會還安排壽星慶生活動，僑聯
會的幹部特地設計故意兇學弟妹的橋段，讓
大一新生對這次的活動十分難忘；之後僑聯
會會長大傳四吳美琪，更以「AUNTY（阿

桑）GAGA」的稱號，表演火紅的LADY
GAGA舞蹈，掀起晚會高潮，也讓大家笑到
合不攏嘴。
資管三華孟真表示，在兩天的活動裡，最
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僑聯會發揮無限的創
意，「將我們小時候耳熟能詳的小紅帽與三
隻小豬的童話故事加以改編，讓人意猶未
盡。」英文一鄭俊傑表示：「迎新真的很有
趣，很想再參加一次。」看到學弟妹們熱
烈的反應，吳美琪開心的說：「大家玩得很
開心，讓我覺得辦活動的辛苦也不算什麼
了。」

建築系巧扮 彈塗魚 招 潮蟹宣導愛地球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全體
大一新生於本月參與「2010台北縣淡水國際
環境藝術節」，並製作了彈塗魚、招潮蟹等
有趣的環保展偶，於9日在淡水老街進行開
幕遊行，展偶可愛的模樣，吸引大批小朋友
的注意，嘻嘻哈哈搶著一起拍照。建築一陳
思涵說：「希望我們的創意道具，能啟發大
家的環保意識，愛地球隨手做環保。」
這是建築系第三年參加淡水國際環境藝術
節，開幕遊行以《紅樹林的傳說》為主題，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0/11(一)
08:00

課外組
SG315

10/11(一)~10/29(五)
09:00
10/11(一)~10/29(五)
09:00
10/11(一)~10/30(六)
09:00
10/11(一)~11/3(三)
09:00
10/11(一)~10/13(三)
09:00
10/11(一)~10/14(四)
10:00
10/11(一)
12:30、18:30
10/11(一)
17:30
10/11(一)
18:10
10/11(一)
18:45
10/11(一)
19:00
10/12(二)
12:30、18:30
10/12(二)
19:00
10/12(二)
20:30
10/13(三)
12:20
10/13(三)
12:30、18:30
10/13(三)
18:45
10/14(四)
12:20
10/14(四)
12:30、18:30
10/14(四)
18:45
10/14(四)
19:00
10/15(五)
08:50
10/15(五)
12:30、18:30
10/15(五)
18:45

就輔組
B421
諮輔組
B413
諮輔組
B413
諮輔組
B413
產經系
海報街
福志青年社
黑天鵝展示廳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學發組
I304
學發組
T307
康輔社
SG317
種子課輔社
E302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星相社
L206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學發組
I304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康輔社
SG317
學發組
I301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康輔社
SG317
產經系
學生活動中心
歷史系
驚聲國際會議廳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康輔社
SG317
歷史系
淡水鎮公所鎮立
圖書館演藝廳
諮輔組
B127

10/16(六)
08:30
10/16(六)
09:00

活動名稱

〔淡蛋社彩週-發現社團
wonderland〕99學年度社辦布
置比賽報名
「展望未來show-職涯進路地
圖網頁設計競賽」報名
「溝通達人-人際溝通工作坊」
報名
「男女翹翹板-兩性溝通工作
坊」報名
「Your Career We Care」生涯
探索營報名
華碩校園CEO擺攤
「發現真相看見希望-真相特
展」
播放影片「麻辣女王」
學習策略工作坊-「原文書輕鬆
讀」-英文讀書策略
學習策略工作坊-英語正音班
心靈影展-我們這一班
創意企劃
播放影片「攻其不備」
十二星座二元論
LATIN（拉丁有氧）
讀書策略工作坊-英語聽說能力
培訓班
播放影片「愛情限時簽」
心靈影展-少女奧薩瑪
學習策略工作坊-上台報告技巧
播放影片「求愛女王」
播放±2℃和風中的小米田兩部
影片
華碩校園CEO招募說明會
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播放影片「跳越時空的情書」
東京鐵塔-老媽和我，有時還有
老爸
淡水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生涯起飛築夢之旅工作坊

卡拉吧！蛋捲歌唱大賽開跑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之聲主辦的第
10屆「卡拉吧！蛋捲」歌唱大賽自即日起開始報名
至18日止！請攜帶活動報名費用及保證金200元，
至淡江之聲廣播電台O302報名，或於12日（週二）
至14日（週四）在海報街宣傳攤位現場報名。
初賽於24日在淡江之聲錄音室進行，決賽入選名
單則於25日公布於淡江之聲網站及電台O302外，入
選者將於11月6日校慶當天中午在書卷廣場進行決
賽，屆時淡江之聲將有即時現場轉播。熱愛唱歌的
朋友們快來卡拉吧！

軍訓室預官報名27日止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軍訓室提醒同學，
民國100年預備軍官預備士官招生，考生須分別完
成網路報名及書面報名作業，網路報名即日起至27
日下午5時止。從國防部網站完成網路登錄後，下
載表格報名書面資料一式3份，並於28日下午5時前
將書面資料送交軍訓室B415，逾時一概不受理。
初選資格必須具備在校軍訓成績總平均70分以
上，且大學軍訓4門課程成績均需達60分以上，軍
訓室教官李一凡表示：「上週已在商館B712舉辦
說明會，錯過的同學可上軍訓室網頁http://www.
military.tku.edu.tw/default.htm查詢詳細資料，或直
接上國防部網站下載報名表http://rdrc.mnd.gov.tw/
eseocd/。」

英語會話免費學 額滿為止

本校建築系新生參加淡
水國際環境藝術節，以招
潮蟹和彈塗魚的裝扮，演
出《紅樹林的傳說》。
（攝影／湯琮詰）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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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運動會別開生面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
導】為慶祝校慶60週年，今年
校慶運動會特別擴大舉辦，將
以跆拳道與大會舞表演為運動
會揭開序幕。在競賽項目中，
更新增盲生競走及擴大教職員
工競賽，要讓全校師生在11月
6日的運動會，High翻
操場！
對於新增的表演與競
賽項目，體育室主任蕭
淑芬表示，跆拳道與
大會舞表演是藉由大
一新生體育課程與有
氧舞蹈、韻律班等興趣

將入深秋之際，校園中的美人樹也紛紛綻放豔麗的
桃紅色花朵，相襯之下，為校園增添不少夢幻氣
息。（文、攝影／林奕宏）

相關活動訊息將刊登於五虎
崗文學獎專屬部落格（http://
blog.xuite.net/tkuchinese/
literatureprize）。
而由城邦集團主辦的「校園
無悔全創作」比賽，即日起讓
同學上網創作，在POPO原創
網站（http://www.popo.tw）
飆文藝至11月30日。只要註冊
POPO原創作者帳號，並於活
動專區填寫報名資料後，即可
開始發表文章，與中山、政
大、臺北大學等7校，共同在
網上尬文筆、拚人氣。評分方
式將以創作文章數、點擊數、
留言打氣、掌聲、網頁人氣等
數字圖表，呈現各校即時創作
的人氣動態。文藝青年們快在
文思泉湧、具創造力的年紀留
下最青春的創作吧！

活動看板

利用竹條製作不同大小的紅樹林動植物，其
中還有一座高達六公尺的「樹精」，並挑
戰複雜的建築技巧，讓「樹精」的表情變化
更多元。建築系助理教授宋立文表示，這次
活動讓大一新生熟悉工具的運用，也激發學
生的創意，設計出獨一無二的作品，一舉兩
得。
此外，學生也參與沙崙海水浴場的淨灘活
動，利用收集來的廢棄物，配合舞蹈團隊的
表演舞碼製作道具，傳達環保理念。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免費的英語會話課
來了！理學院將於11月3日起，在S101免費教授英
語會話班，每週三下午6時10分至下午9時，共8堂
課，限額30人，除理學院生25人外，另開放5個名
額給全校學生。
理學院秘書江夙冠表示，此課程是為提升理學院
生英語會話能力，「藉由提高英語能力讓同學更有
自信，強化未來職場上的競爭力！」欲報名者請至
理學院網頁http://www2.tku.edu.tw/~ts/indexc.html
下載報名表，並請於15日（週五）前至理學院辦
公室（S220）繳交報名表，名額有限，千萬不要錯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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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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