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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PROST！（德語「乾
杯」）德文系於12日在外語大樓地下一樓語言學習專區
舉辦的OKTOBERFEST（德國啤酒節），在全場舉杯
歡呼下展開，該活動是首次舉辦，雖須付費，但在無限
暢飲的吸引下，仍湧入200多人，擠爆現場，連外校學
生都慕名而來。 
　活動負責人德文系系學會會長德文三鄭郡寧說：「我
們將德國最著名的節日—啤酒節整套搬來台灣，除了進
口德國的黑麥、大麥、小麥啤酒，也供應最道地的德國
點心，讓更多人瞭解德國文化。」現場還舉辦3場拚酒

大賽，第一場由德文
三王晴慧獲勝，第二場則由來自德國的台大外籍生葛傑
明以「三秒鐘乾杯」拔得頭籌，對於現場供應的啤酒，
他豎起大拇指稱讚：「很道地！跟我家鄉賣的啤酒味道
一模一樣！」

新鮮人
不可不知
挖寶60年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沒登觀
音山，不是淡江人！」由本校員工福利委
員會與羅浮群、資深女童軍團、五虎崗童
軍團合辦的「全校觀音山健行」活動將於
31日登場。
　即日起至25日止在SG141及文館3樓前
攤位受理學生報名，教職員工可至F105、
SG315辦理，凡參加者還有機會將小筆電
等獎品帶回家！羅浮群群長會計三陳臻霖
表示，爬觀音山是本校一項悠久的傳統，
但其間停辦了10幾年，直至去年又恢復，
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緩下腳步，「給
自己一個上午的時間，一同體會觀音山之
美。」無論師生、家長均可報名，詳情請
洽攤位。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十八日 星期一 大傳三李珮瑄：就算東北季風南下，也抵擋不了如火如荼的校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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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化學工程與材料
工程學系學生、校友於3月參加由台灣化學工程學
會舉辦的「2010年度程序設計競賽」，日前公布賽
果，本校同學在「大學部學生程序設計」項目中
包辦前3名，是本校連續4年參賽以來戰果最輝煌的
一次。第1名為校友王永傳、吳鉉智、化材四陳瑞
彬，第2名為校友李鎮全，第3名為化材碩一游亞
文、校友徐姵琪、張智凱，各獲獎金5萬、2萬、1
萬元及獎牌一面。
　得獎的校友參賽時均尚未畢業，從去年便開始

著手各項參賽準備。指導教授之一，化材系教授陳
錫仁表示，本屆競賽主題為「利用化工方法進行酸
氣移除」，這次的製程設計不只對氣體品質與壓力
上有所限制，同時要求遵照環保法規設計，「能獲
得如此佳績，歸功於同學們長久以來的努力不懈，
他們連過年都待在學校做研究，獲獎實至名歸。」
　獲得第1名的研究主題為「利用甲醇去除酸氣之
設計」，陳瑞彬說明，考慮到實驗過程中的成本耗

費及化合物汙染的可能，採用相對成本較低也較易
回收處理的甲醇作為物理吸收劑，並利用兩種系統
進行分離使用，降溫降壓後有效地去除硫化物與二
氧化碳；當中的設計裝置、研究內容的分析比別人
詳盡，應是致勝的關鍵。他說，為讓程序模擬達到
研究成果，小組在討論與規劃上費盡心思，整套製
程設計前後花費近半年，「讓我學會做時間規劃，
也懂得研究成果非一朝一夕就能輕鬆完成的。」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十八日 星期一 大傳三李珮瑄：就算東北季風南下，也抵擋不了如火如荼的校慶活動！

拉美風情襲捲淡江         大使來訪

全國化工程序設計賽 我校包辦前3名

福青社展真相 同學驚奇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福智青年社於11至14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發現真相看見希望－真相
特展」，以有機、食品、用品及科技4個主題區，
向全校師生推廣愛護地球的理念。
　食品區呈現飲料等化學成分原料，說明多數人的
飲食壞習慣：食用過多含添加物的食品，建議消費
者實行「停、看、聽、多、行」5個購買食品前的
步驟，不被市面上不健康的食品殘害。水環二許景
貌表示，看完食品區標示漢堡、培根等食物的含有
物之後，「我再也不敢多吃了，或許在家自己做會
更健康吧。」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9日上
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地下室武術教室
區，「咚、咚、咚」的鳴鼓聲起，「淡
江劍道館」揭牌儀式便隆重開幕，現場
近百人齊聚，劍道社社員們，和劍道
社、劍道校隊校友們都難掩臉上的興
奮，校長張家宜勉勵大家好好練習，希
望未來能多辦幾場邀請賽，「讓全國都

知道本校劍道社的厲害！」
　多年前淡江劍友會創會校友董國璋、林
正雄及吳相羅等人倡議籌建劍道練習場方
案，而身為劍友會會友的總務長鄭晃二是
捐贈劍道館的主要勸募人，今日終於開花
結果。董國璋說，「淡江劍道館」由創辦
人張建邦親筆題字，特別有意義，感謝學
校給予這麼好的場地，希望學弟妹珍惜，
他還打趣地說：「我今年已經72歲，可見
練劍道可以長壽呢！」
　當天還進行合同練習，場內的吆喝聲鏗
鏘有力，氣勢高昂，每位校友皆練習得汗
流浹背，最後以劍友會會長石博中的擊鼓
聲落幕。畢業9年的水環系校友鐘琬喬感
動地說︰「以前都在大理石上練習，膝蓋
常有運動傷害，現在終於有較完善的場地
讓學弟妹練習，更安全。」淡江劍友會公
關侯玉娟說明，特別由日本聘請「日本傳
統技術保存會」會長椎名市衛擔任技術指
導，「可說是國內前所未見的依專業規範
建置之劍道場地。」她說，希望劍道館的
落成可促進與姊妹校之交流。

觀音山健行
淡江人一起來

　福智青年社「發現真相看見希望-真相特展」在
有機區所展示的「神祕箱子」，讓參觀者以雙手觸
摸分辨人工棉與天然棉的差別：人工棉因含人造纖
維而相當粗糙；天然棉則柔軟許多，令體驗的同學
感到驚奇。（攝影／黃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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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8(一)~10/29(五)

8:00

國交處

網路報名

TOEIC多益測驗校園考開始報名

（http://www.toeic.com.tw）
10/18(一)~11/01(一)

8:00

生輔組

B418

一步一腳in淡江-淡江文化照片

故事集
10/18(一)~10/22(五)

11:00

合唱團

SG238
99學年度合唱比賽報名

10/18(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地心冒險」

10/18(一)

19:00

西音社

B119

「宇宙之愛的小電影」校園電

影座談會
10/19(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帕納大師的魔幻冒

險」
10/19(二)

19:00

星相社

L206
十二星座太陽週期

10/20(三)

12:2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記憶煉金術

10/20(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墨水心」

10/20(三)

19:00

西音社

L401
甯子達Bass講座

10/20(三)

19:00

投資理財社

E302
投資理財社初階技術分析課程

10/20(三)

19:3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N i n i w e 前 衛 爵 士 德 國 女 聲 A 

Cappella樂團
10/21(四)

12:00

會計系系學會

B713
講座─學長姐經驗分享

10/21(四)

12: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Photoimpact

基礎入門
10/21(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阿凡達」

10/22(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向達倫大冒險：鬼

不理助手」
10/23(六)

9:30

就輔組

B302A

職場禮儀及形象塑造訓練工作

坊
10/23(六)

13:00

國標社

學生活動中心

第8屆淡江盃大專國際標準舞競

賽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經過宮燈大
道，是否感到格外的喜氣洋洋？原來是為了
慶祝60週年校慶，象徵本校啓創原點的宮燈
大道將於今天（18日）至11月12日設立紅綢
圓桌裝置，今天晚上6時舉行「傳燈傳心宮燈
大道創造團圓喜慶的道路意象藝術裝置點燈
儀式」，校長張家宜將蒞臨點燈，國樂社將
演出鳳陽花鼓等4首曲目，美術社則以60週年
校慶為主題即席人體彩繪。
　紅綢圓桌裝置，是以象徵團圓的圓桌包圍
著燈柱，鋪上紅布，並擺放坐凳，桌下設置
燈光，使夜間燈光開啟時，每張桌子皆化為

一盞盞巨型紅色燈籠，燈座底部則以紅綢垂
掛裝飾，日間營造出校慶的歡樂喜氣，夜間
則帶來浪漫優雅的氣氛，讓師生及來賓皆可
在此團聚聊天，溫馨話當年。
　而在60週年校慶舉辦的許多活動中，備受
矚目的「淡江達人、挑戰60」─智多星爭霸
賽已於15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初賽，比賽
隊伍多達53隊，以隊員交換題目卷的方式作
答，賽況相當激烈，每位參賽者都全神貫
注，振筆直書，展現非拿到6萬元不可的鬥
志，將取初賽最高分前32隊晉級複賽，複賽
名單於今日下午2時公告至課外組網頁http://

spirit.tku.edu.tw:8080/tku/
main.jsp?sectionId=3。
　各個參賽隊伍摩拳擦掌，研擬戰略，勤於
背誦任何與淡江有關的蛛絲馬跡，教務處課
務組編纂單文暄與其他5位職員組成「金虎
隊」參賽，她同時也是淡江搜查線活動，提
供最多題目的人，她表示，提供300多題的考
題，就是該隊最主要的戰略之一，希望藉此
掌握部分的答案。大傳二湯琮詰等6位學生組
成「拿到六萬塊不知道怎麼花，煩餒！」隊
參賽，下定決心的湯琮詰揚言：「如果沒拿
到獎金就跳淡水河！」

校慶喜洋洋 宮燈今夜點紅燈籠 挑戰 參賽者出奇謀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由文學院、中文系
主辦的「第一屆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開始徵
詩囉！即日起開始收件至11月26日止，凡本校學生
皆可參加，角逐總獎金近兩萬元的獎項。
　中文系系主任張雙英表示：「蔣國樑先生非常喜
愛古典詩歌，希望藉由競賽的方式推廣古典詩，年
年累積寫古典詩的風氣，讓這股風氣不斷延續下
去。」每人限投1篇，詳情請上中文系網頁http://
www2.tku.edu.tw/~tacx/查詢。

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作獎今起徵詩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除了學習專業的課
堂知識之外，多元的人際關係也是大學生不可或缺
的一堂課。學務處諮商輔導組為培養大家建立廣
泛的人際關係，舉辦「友愛無礙」人際關懷系列活
動，自今天（18日）起開跑囉！
　由「Show Love」手機攝影徵稿活動揭開序幕，
將於今天開始舉行至30日止，只要利用手機拍下生
活中「愛與關懷」的感動，就有機會抽中精美的
禮物。「當我們甜在一起」將於11月1日至11月5日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在商管大樓前擺攤，藉由「筆
記本友情站助串聯遊戲」、集點送限量「捷運卡
套」；還有「棒棒糖傳情」活動，讓天使團為你傳
遞愛的心意。
　而「友善久久」活動於11月8日舉行，邀請校園
周邊商家加入，提供不同的優惠與折扣給學生。最
後，「織心娃娃」不織布娃娃工坊，將於11月27日
上午9時至中午12時舉辦，不僅可親手縫製愛的布
娃娃，還有「傳情天使團」幫你限時傳遞。欲知詳
情，請至諮輔組B413，洽輔導員方將任。

友愛無礙活動教人際課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
60週年校慶園遊會─「蛋捲歡樂
吧」攤位招募開始囉！本校各級
行政單位、學生社團、系學會、
班級或是教師與學生個人及校
外廠商皆可報名！即日起到22日
（週五）中午12時至下午6時開放
報名。校內租金500元，押金1000
元，校外廠商租金1000元，押金
1000元。

　本次校慶園遊會負責人，學生
會活動長日文三劉昱蘭表示，為
搭配第八屆蛋捲節主題「蛋捲嘉
年華」，期待招募到活潑有趣的
攤販，與全校師生熱烈互動，炒
熱校慶氣氛，「希望能有造型氣
球這類的攤販參加，讓現場充滿
嘉年華熱鬧的氛圍！」歡迎大家
至學生會會辦（SG203）報名，
攤位數量有限，行動要快喔！

� � 校慶園遊會即起招募攤位

1. 下列何項是本校免費提供的
好康？(A)淡江時報(B)無線網路
免費上(C)在圖書館租借電影DVD 
(D)以上皆是
2. 亞文很愛唱歌，一直希望能有
機會一展歌喉，下列哪個比賽是
她無法在本校校園參與？(A)金韶
獎(B)卡拉吧蛋捲(C)金金獎(D)淡
江之星
3. 予陽的爸媽想北上到淡江，請
問從北車轉淡水線後，該搭哪台
公車才能直達淡江呢？（A）紅27 
（B）紅26 （C）紅36 （D）紅38
4. 思佳希望自己未來能推甄上
本校的教育學院，試問何者為其
隸屬的研究所？（A）教育心理
與諮商研究所 （B）教育政策與
領導研究所 （C）未來學研究所 
（D）以上皆是
5. 本校已有108所國際姊妹校，
走在校園中彷彿置身於國際地球
村，處處都有外國留學生熱情地
對你打招呼，試問於今年5月簽約
的姊妹校為下列哪一所？(A)日本
同志社大學(B)美國天普大學(C)
澳洲昆士蘭大學(D)日本立命館大
學

Q
回
饋
母
校

劍
友
會
捐
贈
劍
道
館

早餐浪漫饗 法文輕鬆學

德國啤酒節 搬進淡江

　法文系於12日上午9時在牧羊草
坪舉辦「法式早餐」活動，約35
位同學參加。香噴噴的牛角麵包
塗上牛油，搭配濃郁的牛奶，享
受著晴朗的天氣與一地的綠草如
茵，各個忍不住驚呼，這樣的早
餐饗宴「好浪漫！」吃飽喝足之
際，法籍實習生Nicolas CHENUET
（尚古拿）也趁此機會，為同學

來一段「情境式教學」，
教導大家相關的法文用詞。
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表示，
舉辦法式早餐活動，目的就
是 要 讓 同 學 能 夠 輕 鬆 學 法 文 ，
「所以早上麵包店還沒開，我就
已經在門外等了！」（文／張靜
怡、攝影／林奕宏）

ＰＲＯＳＴ！

　同學參加德文系於12日舉辦的德國

啤酒節，豪氣拚酒，氣氛十分熱絡。

                      
           （攝影／林奕宏）

　劍道社、劍道校隊校友們於9日劍
道館啟用儀式中，齊聚一堂。（攝影
／鄭雅文）

　11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巴拉圭駐華大使馬旭耀（後排左三）演講「探索巴拉圭」，兩位外
籍生表演巴拉圭傳統舞蹈，讓現場師生感受熱鬧的異國風情，美洲所所長陳小雀（後排左四）
及國際青年大使們特別將暑假至當地交流的照片，拼成巴拉圭地圖形狀，歡迎馬旭耀的來訪。
（攝影／黃乙軒）

拉美風情襲捲淡江         大使來訪拉美風情襲捲淡江         大使來訪拉美風情襲捲淡江         大使來訪拉美風情襲捲淡江         大使來訪巴拉圭拉美風情襲捲淡江         大使來訪拉美風情襲捲淡江         大使來訪拉美風情襲捲淡江         大使來訪巴拉圭拉美風情襲捲淡江         大使來訪巴拉圭
瓜地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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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最
近的淡江充滿濃濃的拉丁風情！中南
美洲友邦大使、學者紛紛於近日蒞臨
本校美洲所交流演講。11日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由巴拉圭駐華大使馬旭
耀（Carlos Martinez Ruiz Diaz）演講
「探索巴拉圭」；12日在T503，由
瓜地馬拉駐華特命全權大使艾斯比諾
沙（Hector Ivan Espinoza Farfan）演
講「馬雅文明」。兩場活動皆以全西
語進行，介紹兩國的文化及風土民
情，2位大使還不約而同帶來當地點
心、飲品及音樂，讓與會者品嚐道地
的異國風味。
　馬旭耀除播放影帶介紹巴拉圭外，
還 特 地 帶 來 巴 國 美 食 － 玉 米 蛋 餅
（chipa guasu）和大家分享；並由人
類社會學家 Diana Duran教授介紹巴
拉圭原住民Guarani；2位來自巴拉圭
的外籍生，穿著巴國傳統服飾熱情地
邀請與會者一起跳當地舞蹈。美洲所
碩一金正立被熱情洋溢的巴拉圭美女
拉上台共舞，他說：「有機會很想去

巴拉圭多了解一點，未來會朝參加青
年大使努力。」活動中，巴拉圭樂曲
一播再播，舞蹈一跳再跳，彷彿是個
熱鬧的嘉年華會。
　今年暑假，由美洲所所長陳小雀
帶領6位美洲所研究生赴巴拉圭進行
「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也於馬
旭耀的演講中分享經驗，美洲所碩二
呂宗賢以流利的西語說，「籌備計畫
時，每天開會討論設計文化課程，從
中國結、剪紙到武術樣樣都要學；尤
其第一次到南美洲，認識當地人，練
習西語、進行國民外交，很辛苦但很
充實！」
　艾斯比諾沙則從建築、曆法、天文
及文字等特色，彰顯馬雅文明重要的
文化特徵，並帶來傳統的瓜地馬拉木
琴音樂，以及瓜地馬拉自產的咖啡讓
大家品味。艾斯比諾沙以有獎徵答的
方式分送咖啡，陳小雀自告奮勇舉手
搶答得到第一份，她說：「艾斯比諾
沙大使是個學養豐富的專業外交官，
曾擔任瓜國的外交部次長，三度來淡

江，覺得本校風景優美，路過自習室
看到讀書的同學，還不禁稱讚學生很
認真。」
　 另 外 ， 巴 拉 圭 亞 松 森 國 立 大 學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Asuncion）
Dra. Eva Chaparro教授也於日前蒞
校，將在美洲所進行為期三週的訪
問研究，探索有關文化、市場與社
會 的 研 究；並將帶來4場演
講 ， 屆 時歡迎全校師生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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