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大傳二呂陽：今年宮燈充滿喜氣洋洋的氣氛！是宮燈姊姊也要出來為60校慶賀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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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800冊校友著作 影片 圖書館牽ㄩㄢˊ分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圖
書館將於11月1日至30日舉辦「ㄩ
ㄢˊ」來就是你－淡江大學校友專
書著作展及創作分享系列活動，內
容包括校友著作展、校友著作~好
閱道、影片欣賞、校友創作分享及
有獎徵答6項活動，精采可期。開
幕式將於11月2日在圖書館總館大
門口舉行，將由校長張家宜致詞揭
開序幕，邀請校友歌手趙倩筠及黃
培育演唱，現場還免費招待
咖啡唷！圖書館館長黃鴻珠
表示，希望同學們多閱讀校
友的創作，更開啟同學們在
學術領域的發展。
黃鴻珠說明，將活動取名為
「ㄩㄢˊ」來就是你，是希望
讓同學們知道，校友與同學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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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會發福袋 藏限量淡江大富翁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60
週年「那人、那校、那歌，美聲傳揚」
校園演唱會開放索票囉！自今天（25
日）至29日（週五）上午10時至下午5
時，教職員生可於商管大樓3樓前攤位，
憑學生證或教職員服務證免費索取，
28、29日則開放校友領票，共限量1500
張，要搶要快囉！
校慶籌備委員會社團活動組廣宣長英
文三陳建鵬表示，此次票卡為吉他造
型，演唱會當天請憑此票領取紀念票
卡，當天下午4時30分開放換發入場卷，
下午5時30分開放入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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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Logo彩繪上身 點紅燈籠揭幕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
導】「5、4、3、2、1！」盞
盞 明 燈 瞬間亮起，伴隨著飄動的紅綢，18
日下午6時點起紅燈籠，濃濃的節慶氛圍就從
宮燈大道開始！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宮
燈大道是淡江的傳統，意義也相當深遠，希
望藉由這個儀式，展開慶祝淡江60週年的序
幕。」
現場美術社同學將本校60週年校慶Logo彩繪
在大家的臉上、手臂上，而國樂社演奏《新春
樂》、《望春風等樂曲》，使耳目一新的宮
燈大道更富有古典風情。機電四羅少駿說，
宮燈大道，搭配國樂社的演奏，更有濃濃的
中國風味。運管二劉嘉珮說：「宮燈在晚上
的氣氛變得更浪漫，如果跟男友在這邊約會一
定很棒！」

演唱會將於11月5日下午6時
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
登場，邀請校友、知名藝人
卜學亮擔任主持人，藝人陣
容包括校友盧廣仲、馬念先
及小旺福樂團，還有台灣知
名民歌手施孝榮、當紅
女藝人郭靜及盲人創作
歌手蕭煌奇。這次還
有豐富獎品的抽獎，
填寫問卷即可換取福
袋，幸運者將獲得特別
設計的淡江大富翁遊戲。

作的影片，首週將放映金鐘導演、
大傳系校友楊雅喆的影片，而壓軸
則將播放金馬導演、資圖系校友李
祐寧的影片，陪同學度過精采萬分
的11月。
「校友創作分享」特別邀請晶讚
光電科技公司執行長李紹唐、金馬
導演曾文珍、知名編劇林其樂，以
及金鼎獎得主蔡素芬4位傑出校友
回校演講，分享在創作上面臨的問
題及著作經驗。
英文三鄭堯駿說，可以看到校友
多元的作品，「很酷！」而且「想
到是學長姐所做的，就覺得與有榮
焉。」會計三宋定盧表示，可以拿
獎品和吸取經驗，這樣的活動很難
得，「我迫不及待要參加了！」

校慶運動會報名 截止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的
校慶運動會將於11月6日展開，即日起開放報
名。今年正逢60週年校慶，運動會除了跳高、
跳遠、鉛球擲遠、各項短跑、長跑，以及大隊
接力等項目外，更增加盲生60公尺跑走競賽及
教職員工趣味競賽，豐富獎金，等待各路運
動好手來拿喔！欲報名的同學可至體育室網站
http://www.sports.tku.edu.tw/下載報名表，至
今天（25日）下午4時止。
另外，由本校主辦，真理大學、聖約翰科技
大學協辦的「北區大專校院游泳邀請賽」將於
11月27日舉行，分為大專男子乙組、大專女子
乙組，報名自即日起至29日（週五）止，詳情
請上體育室網站查詢。

淡大盃桌球賽鏖戰 本校囊括女子校友第1 女子雙打第1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桌球隊再傳
捷報！由體育室主辦，桌球隊協辦的第八屆淡
大盃大專桌球邀請賽於16日，在紹謨體育館7樓展
開為期2天的賽程，共計45校，99隊，1100名選手
參賽，經過多場鏖戰，本校囊括女子校友組第1
名、女子雙打組第1名、男子單打組第2名、女子
團體組第6名多項獎項，為校爭光！

校園話題人物
這不是偶像劇，
但你可以叫他一聲
「二少」、他有個
拿督爺爺，是來自
馬來西亞的外籍
生，被朋友稱為
「蕭少」的企管系
大一新生－蕭養豪
（前二）。
他從小練就十八
般武藝，熱愛打
鼓、學鋼琴、拉小
提琴、打爵士鼓、
練24節令鼓，甚至
組團比賽，曾拿下
馬來西亞全國觀
摩賽第4名。來到
淡江，他積極體驗
新鮮事物，參加企
業模擬社、加入系
籃，十分投入大學
新生活。

男子單打組亞軍，水環二陳人豪表示，對於在
最後一場比賽中飲恨，他瀟灑地說，因為自己與
冠軍實力差距甚大，敗陣下來「一點也沒有遺
憾！明年我會再回來！」
女子雙打冠軍國企四李欣倚則表示，其實她擅
長的是單打，這次雙打比賽算是初體驗，「能和
夥伴庭羽一起贏得冠軍，感覺格外有意義，印象

蕭養豪
21日企管系新
生舉辦制服日
活動，好人緣
的蕭養豪與同
學們合照（攝
影／林奕宏）

蕭養豪說，來到台灣，少
了養尊處優、卻多了玩樂的
朋友。他笑著說：「台灣的
朋友夠有趣、夠義氣。」意
外被選為班代之後，他絲

毫沒有因為外籍生身分而退怯
怯，他主動舉辦聯誼等許多活
動，積極帶動班上向心力。他
說，「因為文化的不同，常造
成言語上的誤會，但多半卻變

成笑點，讓同
學哈哈大笑，
卻反而促成
班上的好感
情。」
你想看衝勁
十足的蕭養
豪，看看他最
近的行程，他
還和朋友夜
衝、夜唱！去
淡江各個熱鬧
的角落找，他
在那！（文／
陳頤華）

最深刻的比賽就是準決賽對上輔大的那場吧！那
場可是和對方纏鬥到最後一局才獲勝的。」在女
子校友組拿下冠軍的江佩璟則認為，從她大一開
始參加淡大盃一直到研究所畢業的6年期間，發現
參賽選手有越來越強的趨勢，除此之外，對於能
再回母校打球也表示相當開心，「很懷念！能再
回到這裡打球的感覺真好！」

服務教育參與西仔反傳說
同學：很值得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保險系及統計系大
一新生於17日在淡水滬尾砲台公園擔任「淡水環境
藝術節─西仔反傳說」義工，負責內外場的帶位服
務工作。
統計一翁振洋說：「因為服務學習這門課程，讓
我有機會接觸到這樣的藝文活動，真的很值得。」
保險一林伶潔則認為，這次的表演特別提供「愛心
座」給老先生老太太，相當貼心，另外，表演動線
規劃明確，工作下來既輕鬆又愉快。
「西仔反傳說」是淡水鎮公所籌劃的表演，描寫
中法戰爭時期，法國攻打淡水的情節，由200位淡
水鎮民擔綱演出。本校外籍生日文二郭艾力克也參
與其中，他表示，他本來即在武館練拳，這次表演
剛好有請武館「助陣」，「我可是演會中國功夫的
台灣人呦！」他得意地說。對於本次表演，他高興
地說：「精采！我在表演前完全不知道有煙火、
天燈跟蜂炮這些橋段，一開始看到的時候還嚇了一
跳，不過馬上就被這些效果吸引住了，很有戰爭的
氛圍，有被『touch』到的感覺！」

國際留學生
志工作伙踏青 下雨不減興味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國
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於16日，帶領
交換生、國際留學生及國際志工
200餘人，進行「踏青之旅~深坑
老街，平溪天燈，十分幸福人文采
風之旅」，本國生與外籍生交流熱
絡，英語、日語等各種語言熱鬧交
談，彷彿地球村。
活動首站來到菁桐老街，導覽員
解說煤礦與老鐵軌的故事時，個個
聽的津津有味。踏著輕快的腳步，
前往十分寮瀑布，縱使路上有諸多

小水漥，淋濕了衣褲及雙腳，依舊
不減大夥兒的熱情，一路上歡笑聲
不斷。
接著是彩繪天燈，大部分外籍生
都是首次接觸，興致勃勃地在天燈
上寫下願望。來自日本的中文一福
岡菜摘在天燈上期許：「我要會中
文！」她看著緩緩飛上空的天燈，
以日文味極重的口音大呼：「真的
好好玩」。來自復旦大學的中文碩
一李于虎則靈感乍現、詩興大發，
在天燈上寫出「淡水應無恙，當

今世界殊」，令眾人嘖嘖稱奇。國
交處主任李佩華表示，看到本國生
與外籍生頻繁的接觸，感到非常高

興，也感謝卓越計畫的贊助，讓本
校更加國際化。

外籍生們第一次體驗放天燈，都感到興奮
不已。︵攝影／鄭雅文︶

1.湯仔是個不折不扣
的搖滾迷，如果是淡江畢
業的音樂人，他更是百分
百的支持！請問下列哪位
非本校校友？（A）馬念先
（B）1976阿凱（C）雷光
夏（D）韋禮安
2.大鈞小弟弟，對於能說
得一口好外語，感到十分
憧憬。所以到本校學習外
語，一直是他的夢想，不
過哪個是在本校學不到的
語言呢？（A）德語（B）
俄語（C）義語（D）西語
3.物換星移，回到母校的
校友不禁回想起求學往
事，請問下列何者可能是
本校校友？（A）耳順之
年的阿明，當年和心愛的
女朋友在活動中心後看著
美麗的池水。（B）不惑之
年的阿義訴說著在蘭陽的
歲月，深深遙望龜山島。
（C）而立之年的小花曾於
炎炎夏日，在有冷氣的宮
燈教室上課。（D）弱冠之
際的浩浩曾趕去五虎崗的
社團辦公室開會。
4.軒佑想去未來所辦公
室，看看外面的公告欄有
沒有些研討會的訊息，多
多接觸未來學，所以她應
該去哪裡呢？（A）SG體育
館（B）Q教育館（C）化學
館（D）N游泳館
5.阿蛋和阿薑這兩位哥倆
好，總是喜歡相約一起上
圖書館，阿蛋指著淡水河
對岸的山說，下次一起去
走走。請問他指的山叫做
什麼名字呢？（A）大屯山
（B）阿里山（C）觀音山
（D）陽明山

吉他票卡（課
外組提供）

間的「緣」份，是「源」自於淡江
大學的連結，讓大家都發出「原」
來是這樣啊的感嘆。這次不僅展出
校友專屬的書籍著作，也有影視作
品，本校學生畢業後不只在企業界
表現亮眼，在學術界的發展也有優
秀表現。
而在圖書館總館2樓閱活區展出
的「校友著作~好閱道：閱讀心
得分享」，將展示近800冊校友著
作，並進行閱讀心得分享競賽，
同學可於28日（週四）前，上網站
http://service.lib.tku.edu.tw報名參
加，前10名將可獲獎金獎勵，最高
獎金達6000元。
為期四週的「影片欣賞」，將在
圖書館總館5樓非書資料室播放大
傳系、資圖系、教資系等系校友製

ˊ

參加校慶演唱會，填寫問卷，就有機會獲得今年特別設計的限量淡
江大富翁遊戲，同學們看到大富翁地圖上都是校園景點，覺得既新鮮
又有趣，玩得津津有味。
（攝影／陳怡菁）

活動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25(一)
9:00
10/25(一)
12:30、18:30
10/25(一)
18:30
10/25(一)
19:00
10/25(一)~11/04(四)
8:00
10/25(一)~10/29(五)
8:00
10/26(二)
12:30、18:30
10/26(二)
19:00
10/26(二)
20:00
10/27(三)
8:00
10/27(三)
10:00
10/27(三)
12:00
10/27(三)
12:20
10/27(三)
12:30、18:30
10/27(三)
18:30
10/27(三)
19:00
10/27(三)
19:00
10/28(四)
12:30、18:30
10/28(四)
15:10
10/28(四)
19:30
10/28(四)
20:00
10/29(五)
8:40
10/29(五)
12:30、18:30

就輔組
驚聲國際會議廳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膳食督導社
SG317
種子課輔社
E302
就輔組
網路報名
國交處
FL501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星相社
L206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諮輔組
B216、B218
法文系
SG504
生輔組
海報街
學發組
I304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UNION海豚工作隊
Q306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投資理財社
E302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學發組
I304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諮輔組
台北縣樂扶庇護工廠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淡江戰略菁英講座─社會新
鮮人與企業雇主座談會」
播放影片「第14道門」
瘦身美容營養講座
教學撰案技巧
「中華航空公司說明會」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99學年第2學期赴大陸交換生遴
選收件
播放影片「食破天驚」
十二星座配對
萬聖節晚會Zumba(瘋狂舞會)
「世界大不同」活動
與法國高中生茶會
第四屆陽光大使總決賽暨反菸
簽名連署活動
學習策略工作坊─英語聽說能
力培訓班
播放影片「天外奇蹟」
最後一堂生命的課~相信生命價
值的奇蹟
期中音樂會─楓樂季
金融心理戰講座「IAPC認證催
眠師」，沈道廷主講
播放影片「鼠來寶2」
學習策略工作坊─「輕鬆簡報
快‧譯‧通」~簡報實作
午後之樹跨界爵樂團
Dynamic Yoga(動態瑜珈)
生命大不同參訪活動
播放影片「超級狐狸先生」

溝通不良？諮輔組工作坊即起報名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你講話常常讓
人聽不懂嗎？你有溝通上的困難嗎？學務處諮
商輔導組將於本週六（30日）上午9時在商館
B127舉辦「溝通達人－人際溝通工作坊」；
本週日（31日）上午9時在商館B127舉辦「男
女翹翹板－兩性溝通工作坊」，即日起開始報
名，皆限額15名。
承辦人諮商輔導員倪嘉陽表示，這個活動不
僅教導該如何說話才圓潤，還教你該用何種溝
通方式，才能讓他人深刻感受並了解其中的意
涵。欲報名活動，請至B413，洽倪嘉陽。

系友感恩餐會 30日舉行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淡江60
週年校慶及資圖系邁入40不惑之年，資圖系系
友將於週六（30日）在台北市劍潭青年活動中
心宴會廳舉辦系友感恩餐會，目前預定出席歷
年教師約有20餘位，系友超過300人，甚至人
有遠從國外返回參加，向心力十足。
活動當天，以餐會方式讓久違的系友們聯繫
彼此感情，會中將有小活動穿插其間，包括系
友們在淡江求學的回顧短片，由系友們所提供
的老照片為主，讓系友們回顧每個人過去的青
澀模樣。
資圖系組員張瑜倫表示，自今年5月籌備感
恩餐會，由系友小額捐款，至今已募集約66萬
元。資圖系友會會長、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圖書
館館長陳維華說：「因為看見國內外有許多不
可預見的災難，而系上一直缺乏一筆備用款供
急難的學生使用，所以發起募款活動，希望
成立系上的『資圖系所學生急難救助基金』，
幫助家庭有困難，或是需要指定用途的學弟妹
們，透過這個管道，在求學的路上更順利。」

京都橘大生實習 趣味教學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於17至
24日接待姊妹校日本京都橘大學9位日本語教
育實習生，來校進行實習交流。除旁聽系上教
師的教學，並在該系一、二年級日語會話課
上，進行實地教學，為將來畢業從事日語教學
作實地演練。
實地教學過程中，日本實習生特別以角色扮
演的方式，進行日語授課，反應熱烈。實習生
越智愛表示，這次交流收穫很大，「實際授課
後，發現台灣人學習日文的能力很強，也了解
到未來設計課程時，用貼近生活的趣味方式呈
現，更易讓人吸收。」
此外，日文系還特地安排他們到淡水老街、
士林夜市等地體驗台灣風土民情，負責接待的
日文四王喻柔說：「我曾去京都橘大學實習，
被他們的熱情所感動，所以這次也以熱情回
饋，讓他們收穫豐碩，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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