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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發組助你圓教師夢

3新聞萬花筒

　【記者林宇濤、陳頤華蘭陽校園報導】熱力
四射的60週年校慶，活力蔓延至蘭陽校園！11
月6日校慶當天將舉辦園遊會，由社團及學會攜
手打造歡慶活動；同時在排球場將進行師生盃
排球決賽，最後冠軍鹿死誰手敬請拭目以待！
　另外，愛地球的「一生一樹，綠海家園」植
樹活動一定少不了，今年將種植500棵樹木，讓
小樹與淡江一同過生日！特別企劃是將於宿舍
大樓進行排字活動，以宿舍窗燈作為素材，排
列出「TKU60」字樣，遠在北宜高速公路上也
能看見耀眼光芒！系列活動就要你「蘭」燒熱
情。
　這次的園遊會除了由社團擔任表演、擺攤，

及舉行趣味競賽外，還將會邀請校外團體共襄
盛舉，有三民國小表演太鼓與舞龍舞獅來助
陣，更請到知名新生代團體士（Dance Flow）蒞
臨演出，要high翻蘭陽校園。承辦校慶活動的執
行長旅遊二林哲頤表示，今年校慶活動是有史
以來最盛大的一次，首次加入的趣味競賽吸引
不少師生摩拳擦掌報名參加，共5項比賽，各有
最高獎金500元，「希望大家來拿獎金！」
　社團表演部份，共有6個社團擔綱演出，其中
還有宜蘭及佛光大學熱舞社跨刀演出，要在蘭
陽校園來場舞技大車拚！林哲頤說，「很高興
能遇上60週年校慶，擴大舉辦的校慶，讓大家
都很興奮！各社團都不斷練習，要帶給同學最

好的表演。」他期待吸引宜蘭的遊客，也可以
一起感受慶生喜悅、體驗蘭陽活力！
　旅遊四鄭郁勳表示，身為大四的他，很珍惜
在學校的最後一個校慶，「希望有機會能和淡
水校園的同學交流，使校慶氛圍加溫，凝聚淡
江全體師生情誼。」他也說，如果有機會，會
想參加淡水校園的校慶相關活動，如校慶演唱
會，感受現場氣氛，對於淡江一甲子，他高興
地說，「淡江60，我以淡江為榮！」

蘭陽學習策略工作坊開課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將於11月3日下午1時30至4時30分，在蘭陽校
園CL324舉辦「輕鬆簡報快譯通」－PPT實作
課程。課程將邀請巨匠電腦專任講師潘錫沂主
講，這堂課將教會你如何掌握成功簡報的關鍵
要素與設計的原則，以及簡報內容編排方法和
呈現的手法，幫助你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最佳
的學習效果。
　此課程採網路報名，網址http://163.13.43.79/
index.aspx，每班僅限40名同學報名參加，屆時
上課時數將列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報名
從速，以免向隅。相關問題請洽學教中心學生
學習發展組承辦人吳美華，校內分機2160。

　英文系校友也是時報之友—

謝慶萱將於11月1日至30日，

在高雄市立美術館附近，馬里

斯藝廊空間舉辦插畫展「像甜

點一樣 Desserts are sweet, 

and so are you！」插畫展。11

月6日，將舉辦茶會，到時也會

販售有關插畫的商品。謝慶萱

表示，「希望大家可以前來感

受！」（翁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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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
11月25日止，為工作坊種子教師團隊
招募10名新血，大學部三、四年級同
學及研究生皆可參與培訓，只要是喜
愛自我挑戰和對教學有興趣的同學，
皆可藉此機會累積教學經驗，一圓老
師夢！ 意者可將簡歷及上學期成績單
e-mail到aisx@oa.tku.edu.tw ，或親至
I405洽活動承辦人吳美華。

碩博士甄試開始報名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
度碩博士班甄試網路報名填表及繳費
日期為10月28日至11月5日，並將於11
月21日舉行筆試及面試。甄試簡章即
日起在淡水及台北校園總務組發售。
詳情請至教務處招生組網站(http://
www.acad.tku.edu.tw/upload/exam/
master/dm991008.doc)或撥校內分機
2208查詢。

亞洲所29.30日學術研討會 40學者來校論壇

TA研習　教活絡班級

本校法文系畢業校友陳宗岑為現
任 中 華 國 際 觀 光 教 育 學 會 理 事
長，27日將於台北校園5樓校友
聯誼會館舉辦「2010會員大會暨
餐、旅業年度講座」上午邀請知
名講師孫保瑞說明SBIR、ASSTD、
TTQS政府產業補助申請。
為回應海外華語研習需求，本校
將於2011年7月5日開辦3、4、6週
華語課程，歡迎各界組團報名或
個別參加，意者請洽華語中心，
校內分機8337。

本學期補繳退費開始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亞洲研究所、當代日本研究學會及中
央研究院亞太區域專題研究中心，
29、30日將在外交部外交人員講習所
國際會議廳，舉辦「全球化下的亞
洲：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的現況與
展望—Globalization in Asia: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for the Second Decade of 
21st Century」慶賀淡江大學一甲子校
慶Diamond Jubilee的國際研討會。
　校長張家宜、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外交部外交領事人員講習所所長
石定及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院院
長常本照樹將蒞臨開幕。兩天活動分
別以「日本與亞洲」及「東南亞區
域」為主題，邀請台灣、日本、泰國
等約40位國內外學者，進行3場基調
演講及8場論壇；並與日本北海道大

學法學研究科及早稻田大學公共經營
研究科進行握手友好協定。
　亞洲所所長胡慶山表示，此研討會
除慶祝60週年校慶，也為成立「日本
研究中心」做準備，是亞洲所與日本
交流的重要開端，並落實國際化，讓
從事區域研究的師生，能藉此更深入
探討。
　首日進行「日本與亞洲」主題研
討，由亞洲所特約講座教授羅福全及
日本北海道大學法學研究院教授暨校
長輔佐鈴木賢（Ken Suzuki）進行基
調演講。亞洲所碩二廖靖偉表示，很
期待羅福全的演講，因為他有深厚的
實務經驗，更長年服務於聯合國，頗
具國際地位，對於所講的題目也很有
興趣。
　 另 進 行 「 日 本 研 究 中 心 籌 備 論

壇」，由常本照樹及日本早稻田大學
公共經營研究柯教授石田光義發表論
文。胡慶山表示，「日本研究中心」
已經進入行政程序處理中，預計明年
1月正式成立。另外，和北海道及早
稻田大學將進行的友好協定，胡慶山
說：「希望能協助所上學生赴日研究
或交換學習。」
　第二天進行「東南亞區域」主題，
除泰國著名人口與社會學家Sureeporn 
Punpuing（Director, Institution for 
Population and Social Research, Mahidol 
University, Thailand）帶來「Female 
Migration in Thailand: A Study of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演講；另
有台灣與東南亞之「安全保障」、
「經濟發展」、「社會發展」與「政
治發展」等論壇。

　胡慶山表示，Mahidol University
為泰國高等學府之一，擁有3個校
區，學術資源豐富，未來也希望能
與Mahidol University締結交換協定草
書，落實東南亞區域研究，讓學生赴
泰國交換學習，相信對學生及學校發
展助益良多。

聽戰略座談  送蠻牛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國際
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將於25日（週一）
上午9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
「淡江戰略菁英講座-社會新鮮人與
企業雇主座談會」。
　由不同領域菁英，分享企業經營管
理者經驗，並進行雙向交流，也提供
策略給未來想成為管理階層的同學。

承辦人之一戰略所碩一賴建維表示，
「希望大家都能把握這次難得的機
會！」戰略所組員陳秀真開心地說：
「為鼓勵同學參加，來就送蠻牛喔！」

湖北武漢考察團來訪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大陸湖
北武漢考察團暨淡江大學建邦創新育
成中心廠商聯誼會於21日上午9時在
育成中心舉行。育成中心主任蕭瑞祥
為來訪人員簡報育成中心現況，研究
長康尚文及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教
授高思懷也到場出席。大陸湖北武漢
考察團前來育成中心參訪，以觀摩並
了解本校在創新、研發產品的發展及
成果。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學
期加退選後應補繳、退費單，將於下
週二（26日）前由各系所轉發予同學
親自簽收。同學簽收後請於28日前至
出納組B304，或29日前至台北校園
D105辦理。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法
辦理99學年度第2學期預選課程，畢業
生則不得領取證書。相關問題電洽會
計室專員劉玉霞，校內分機2067。

　瘦稜稜

的骨架，輕盈的體態，有著

大山般的靈魂。資訊中心專門委員余金

堂，每到假日，他就會戴起斗笠、背起布

背包、著上登山鞋、套上護膝，帶領本校

同仁，一同登遍全台大小不同的山嶺。

　人稱小哥的他，沒聽他分享不會知道，

未從事登山前他體力並不如現在健朗，經

過6、7年爬山的訓鍊，即使年近耳順，依

然有

著年

輕小伙子的體力。余金堂至今已攻遍

全台無數的山嶺，印象較深的是登上

玉山時的心境，他回憶著去年3月時登頂

的心情，「登上高峰，眺望全台風景的感

覺，讓心情更加豁達了！」

　為了讓更多人一同體驗登山樂趣，除

號召有志人士一同登頂外，更經常不定

期集結校內同仁，舉辦登山親子活動，

讓學校職員和他一同「走出去」。資

訊中心校務資訊組技士徐慧如表示，

「他是個熱心的人」，活動

中讓我與孩子及同事互動更

加頻繁，讓我們皆能樂在登

山。

　 此 外 ， 坐 在 校 園 接 駁 車

上，即使只有一刻鐘的時

間，仍舊不放過空暇機會，

拿起手中數獨，埋首於其

中。余金堂總說：「除了不斷

鍛鍊體力，更要鍛鍊腦力！」

（黃雅雯）

謝慶萱甜點插畫展

　【記者黃雅雯專訪】假設騎馬1小
時等於游泳2個小時。那一天騎馬12
小時的感受又是如何呢？若不是發現

他雙手的手指上，因長期勒住疆繩而滾出的厚厚的老繭，你一
定無法想像，眼前這位屆滿20歲的年輕小伙子，就這樣捱過12
個年頭，他就是在2010全國大專盃馬術障礙錦標賽中，榮獲馬
場馬術C級冠軍以及障礙60-70CM級、80-90CM級的雙季軍，

他是機電三的謝騰賢。
　滿嘴馬兒經，被朋友稱為馬哥的謝騰賢，家中經營馬場，更
有位在馬術上獲獎無數的父親謝煥祥，在嚴父的栽培下，吃飯
的配菜是馬術錄影帶，活躍奔跑的地方是馬場，最久的座椅
則是馬鞍，因此奠定他與馬術不離的良緣。清晨7時即著上馬
靴、戴上騎士帽、換上禮服等完備的馬裝，直至傍晚7時躍下
馬鞍的日子，是謝騰賢自嘲的和尚規律生活，一天結束後，回

到家常會累到直接攤在床上，頃刻呼呼大睡。
　每天艱辛的訓練，讓謝騰賢少了同齡小孩奔
跑嬉戲的遊戲童年，他回憶說著：「小時候只
會覺得馬場是玩捉藏的地方，對於騎馬只是種
例行公事，無法專注地留心太多。」因此，日
復一日的訓練，不過是壓力的源頭，終於有天
橡皮筋承受不住，鬆脫了。就在小六那年，他
告訴父親：「我不想騎馬了」，父親也點頭答
應。於是整整一年多未戴上騎士帽，中斷了他
的騎馬生涯。休息的這段日子，聽著家中馬場
騎馬的歡笑聲，讓他體內的騎馬因子不斷沸
騰，後來，他再度返回馬場。謝騰賢笑說，自
己也理不出頭緒，更打趣地說：「真的不騎馬
屁股會癢癢的！」
　「摔馬，再上馬就好啦！」描述突破瓶頸的
過程，仍是不斷地練習，即使連續摔馬、四肢
瘀青、灰頭土臉，依舊繼續堅持下去。他相信
當休息沉澱後，努力終能得最美好的果實。此
外，他更竭力地幫助喜愛騎馬的朋友，更當起

本校馬術社的小教練，調整他們的基本動作。與謝騰賢同是騎
馬同好的公行三袁愛婷談到他，除認同他的認真求上進外，更
覺得他是一個心思細膩的人，「當我們騎馬時，他同時也會觀
察我們騎馬的狀況，或馬兒的情形，總會用幽默的方式肯定我
們，讓我們在緊繃時，能放鬆心情並察覺許多事情。」
　生命中伴過無數匹馬的他，馬兒無疑成了他生命中的家人，
「牠們都笨笨的，常常自己受傷都不知道，就像6歲小孩般，
需要細心呵護，否則一個閃失，都可能受傷或致命。」此刻的
謝騰賢，就像慈父般，眼神突然閃過一絲絲的柔光。謝騰賢分
享他與馬兒平常的起居生活，「不洗澡是動物的天性，尤其當
你遇到會抗拒的頑皮馬時，更會覺得又好氣又好笑。」當你幫
牠洗刷脖子、身軀時，牠都會安靜地讓你刷，但當你慢慢地洗
到牠的屁股時，牠就會轉過身頭咬你，但咬完你後，還會轉頭
正襟危坐地裝沒事！此時他就像爸爸一樣，分享一件趣事，卻
濃濃地說著一段感情。為了照顧這群「小孩」，謝騰賢上馬
前，常需要花很多時間一再檢查，哪怕只是小小的偏頗，都可
能造成深深的遺憾。或許是因為家中馬場的馬，多年來也來來
去去，讓謝騰賢對於死亡少了恐懼與難過，反而多了另一份成
熟的氣質。
　「小時候覺得爸爸是全世界最會騎馬的人」，他帶著一抹淺
笑說著，談到在馬術上影響最深的爸爸，他便會不自覺地仰著
頭，就像在舞台下看到自己的偶像般。從小到大，要求甚高的
嚴父給他的稱讚不過3次，因此父親的贊同，成為他殫精竭力
的目標，一旦被爸爸否定或放棄，就像世界末日般。他回憶
說，記得有次騎馬騎的很爛，父親冷而簡短地說：「下馬，不
用騎了！」，心底頓時晴天霹靂，覺得自己放棄了，落寞交織

著淚水的他，一手牽馬，一手掩眼，躲到馬場的某個角落哭的
形象仍然深刻。
　「18歲以前，為了追求爸爸的一句『很好』而努力騎馬；但
18歲以後，轉變成了責任。」因此即使課業再忙，假日時，仍
會抽空返家幫忙。對於有這樣的兒子，父親謝煥祥，已卸下嚴
厲的教條，轉而語氣溫暖地說：「其實他真的是個沉穩懂事的
孩子」，傳來陣陣深感為榮的聲音。此外，對於兒子在馬場上
所受的大小傷痕，謝煥祥更心疼地說，對他嚴苛，當父母的其
實比孩子更加難過，但希望他能夠在過程中更加成長茁壯。
　比賽中，看著謝騰賢駕馬奔騰的樣子，總讓人驚呼連連，見
過許多大場面，已有大將之風的他，對於比賽輸贏看的很淡，
他說：「我不會太在意自己的輸贏，反而是過程中的技巧。」
即使方才摘冠，但未達自己所預期的水準，仍會懊悔不已。
「手軟、腳痛甚至是指甲撕裂都不算什麼，對我來說，真正的
『累』並不是流血流汗流淚的日子，而是達不到期許標準。」
短短的幾句話，從中除透露出他對馬術的堅持，更表現出他詮
釋生命的態度。 
　對於謝騰賢的未來之路，父親雖然盼望他能克紹箕裘，但並
不強求未來一定走馬術這路。他依舊很欣慰有這樣乖巧懂事的
孩子。而謝騰賢自己對於未來在職業馬術之路仍有些許保留，
但肯定的是，「我不會放過任何一個騎馬的機會！」在這段回
憶分享的過程中，偶爾會有俏皮碎語會偷偷探出頭來，但後
來都會雙手合十，露出滿足的笑容地說，「這一切都是值得
的。」並且發現，從一開始被爸爸逼上馬的小孩，至今已成了
自動上馬的有為青年。

馬哥謝騰賢馬哥謝騰賢馬哥謝騰賢摔馬，再上馬  摔馬，再上馬  摔馬，再上馬   滿 滿 滿手厚繭襯手厚繭襯手厚繭襯托馬上英姿托馬上英姿托馬上英姿
崇拜父親努力突破瓶頸  2010年獲大專馬術賽冠軍

金石姊妹校來賀  
60校慶   

捷克查爾斯大學
　查爾斯大學（Char le s  Univer s i ty  in 
Prague）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創立於
1345年，共有三個校區，為中歐地區最
古老的大學，與本校於2002年11月簽訂
姊妹校合約，該校校長Prof. RNDr.Vaclav 
Hampl賢伉儷將出席本校60週年校慶。
　該校有17個學院，擁有超過5萬名學生，
約6千名國際交換學生，該校致力於國際
合作，在學術界享有盛名。查爾斯大學同
時也是唯一入選100個歐洲頂級大學之一的
捷克高等學院。該校與本校長期進行交換
生、外籍生交流，關係密切，本校校長張
家宜也於2006年也親自參訪該校。

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
　維諾納州立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位於美國明尼蘇
達州密西西比河河畔，創立於1858年，1996年11月與本校締結
為姊妹校，該校校長Dr.Judith A.Ramaley將在今年11月來台祝
賀本校60週年校慶。
　該校有商學院、教育學院、文學院、健康護理及理工學院五
大學院，學生約7千餘人，包括約44餘國3百名國際學生，該校
以體育及藝術最為出色，在當地為一所具有學術實力的公立
大學。兩校除互派交換生，2008年該校師生曾蒞臨本校進行為
期兩週的海外學習與交流之旅；今年該校副校長Prof.Kenneth 
L.Gorman亦甫參訪本校，兩校交流熱絡。
菲律賓聖湯瑪斯大學

　聖湯瑪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位於菲律賓首都
馬尼拉，創立於1611年，擁有近4百年的歷史，為亞洲現存在
世界上最古老、最大的天主教大學，也是菲律賓四大名校之
一，1983年5月簽約成為本校第14個姊妹校。該校校長Rev. Fr. 
Rolando V. de la Rosa, O.P. 將於11月至本校歡慶60週年校慶。
　該校在20世紀初被教宗Leo（XIII）認定為教宗大學，校園
內建築幾乎都是歐洲古代風格，相當優美，在校園內漫步，讓
人猶如置身16世紀。該校在國際上的評價相當高，躋身世界一
流大學之列。聖湯瑪斯最有名的是，經過教宗公證授予的神學
位、哲學及藝術學位。

波蘭華沙大學

　華沙大學（Warsaw University），位於波蘭首都華沙，創立
於1816年，經過多次改革成為波蘭第一個合法的高等教育學術
機構，於2001年11月締結為本校第66個姊妹校。當年簽署姊妹
校合約的華沙大學副校長Prof. Wtodzimierz Borodzie也曾蒞臨
本校51週年校慶，今年該校校長Prof.Wlodzimierz Lengauer則將
親自蒞校祝賀本校一甲子生日快樂。
　該校有18個學院，約6萬多名學生；《泰晤士高等教育》於
2006年評為世界500強大學之一，2007年波蘭報紙評為波蘭最
好的高校。該校目前與全球47個國家近130所大學建立合作關
係，外國留學生7百餘人。該校與本校關係良好，除了例行性
的交流訪問，2007年該校管理院院長Alojzy Nowak也曾至本校
參加學術研討會。
日本津田塾大學
　津田塾大學（Tsuda College）位於日本東京，於1900年由教
育家津田梅子創立。於1994年11月與本校締結，為成本校在日
本的第4所姊妹校。60週年校慶，該校校長飯野正子賢伉儷將
蒞臨賀壽。
　該校為日本女子私立大學，創校時強調重視女性在社會上的
貢獻，並認為女性活躍參與社會是必要的。津田塾大學目前有
4個科系，課程強調人文藝術的修養，學生應遵循紀律培養專
業知識，開拓國際關係。津田塾大學為本校大三留學的姊妹校
之一，該校校長於本校55週年校慶時亦曾來訪祝壽。

日本鹿兒島大學
　鹿兒島大學（Kagoshima University）位於日本九州鹿兒島
市，創立於1949年，於2005年11月與本校締結姊妹校，使本校
成為鹿兒島大學在台唯一之姊妹校。60週年校慶，該校副校長
萩野誠將來訪祝壽。 
　該校設有法文、教育、理學、醫學、齒學、工學、農學及水
產等學部及10個大學院研究科，目前在校生約1萬人，另約有1
百餘名外國留學生，與15個國家及地區的46所大學及研究機構
締結交流協議。2007年12月，該校曾與本校生科所、日研所、
未來所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學術交流討論會。
華東師範大學
　大陸華東師範大學（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位於上海
市，創立於1951年，將與本校於校慶當天締結為姊妹校，成為
本校在大陸的第29所姊妹校。60週年校慶，該校校長俞立中將
率領研究生院常務副院長李志斌等一行6人來校祝壽。
　華東師範大學為大陸全國16所重點院校及全國重點大學之
一，為一所綜合性研究型大學，有19個學院、55個科系，學生
2萬9千餘名，擁有中山北路及閔行兩校區。教師教育為華東師
範大學之特色優勢，設在該校的教育部中學校長培訓中心，
是大陸唯一的中學校長國家級培訓基地。該校亦注重國際合作
交流，如與賓夕法尼亞大學、紐約大學等著名大學建立合作關
係。該校曾參與本校語獻所在故宮博物院舉辦的國際學術演討
會。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學習
與教學中心將於下週五（29日）舉辦
教學助理教學系列研習活動「讓課堂
教學更精彩－如何運用小活動活絡班
級上課氣氛」，於12時30分至14時30
分在覺生綜合大樓I601。邀請戲劇遊
戲歡樂抒壓工作坊曾彥豪老師主講。
請至http://ta.tpd.tku.edu.tw/tpd/「TA
論壇」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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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週年校慶活動將於11月6日舉
行，屆時有29所姊妹校之校長或教
授代表蒞臨，我們搶先介紹來訪學
校與貴賓。（林姍亭、江啟義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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