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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研碩一謝孟席：沒有賈伯斯的世界，他去搞雲端科技了。

校友家庭溫馨接待 境外生樂

當淡江人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
報導】本校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與台北市淡江大學校
友會和中華商管於1日在
覺生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
「溫馨接送情」接待家庭聯
誼活動，這是本校首次安排
校友與境外生見面，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
特別感謝台北市校友會號召
許多校友，給予境外生生
活及求學上的支持，甚至
工作上的幫助，也讓遠道來求
學的境外生，透過與校友對談
和交流，建立起異國友誼。
來自不同國家的境外生，藉
由接待家庭的方式與校友互相

金的名額增至100名以上。
活動中，國際大使團帶領同
學及校友們一起玩比手畫腳的
遊戲，每個人發揮想像力及創
意，現場手舞足蹈，充滿歡樂
的氣氛，同時享用精緻自助式
餐點。來自南京大學的產經三
畢然驚喜地表示，很喜歡台灣
的美食，更喜歡沒有圍牆的淡
江校園，加上學生非常熱情，
讓她很快適應在台的生活，這
半年讀書之餘更想玩遍台灣，
把握機會體驗台灣文化。
外籍生比手畫腳遊戲，炒熱
氣氛。（攝影／謝佩穎）

新生幹部齊學習 那些社團教我的事

童軍團身著童軍服，帥氣前進總統府，服務百年國慶典禮。（攝影／梁琮閔）

童軍團前進國慶升旗典禮 百年服務不缺席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有注意到
國慶大典，司令台前那些威風凜凜的身
影嗎？穿著童軍制服的他們，正是本校
童軍團的夥伴哦！年年都在元旦、國慶
日服務的淡江童軍團，百年國慶當然不
能缺席！童軍團一行總共20人，前進總
統府協助升旗典禮，第一次參與服務的
運管二簡維馨覺得，能以童軍的身分參
與百年國慶大典很特別，「而且很期待
可以看表演！」
今年適逢建國百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

留下聯絡
方式，台北
市淡江大學
校友會理事
長董煥新表
示，透過這
樣的活
動和機制，
除了讓交
換生更容易
適應此地
的生活，實
際感受台
灣的人情
味與文化，
也可以讓
校友與來自
世界各地
的人建立良
好友誼。
董煥新再補充
道，校友
會有優良的獎學金制度，鼓勵
境外生認真念書，只要符合資
格即可申請，未來希望將獎學

更是盛大，前一天晚上就到東門國小住
宿準備，當天約5點出發的熱血童軍們可
說是收穫滿滿。童軍團群長物理三張立
翰表示，今年童軍的服務名額有限制，
能爭取到這個機會十分不容易，許多夥
伴都因為不能去而感到可惜，在現場感
受到的氣息跟在電視上看得很不一樣！
童軍團團員數學二陳圍新也表示，雖然
很想去，可是把名額讓給了大一新生，
希望讓他們感受一下現場的氣氛！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大一新生還在為
社團必修化而不知所措嗎？別擔心！學務處課外
活動輔導組針對大一新生，於17日起在大學學習
課程中開課，解說有關「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
的注意事項。另外，課外組也將開始召集社團活
動TA，歡迎社團經驗豐富、對服務充滿熱情的
學生來報名！
課外組將於13日（週四）、14日（週五）舉辦
社團TA徵選說明會，希望社團經驗豐富的學長
姐能夠加入，幫助社團必修化計畫施行，經篩選
後會進行一連串的訓練課程，如教學助理心態建
立、社團活動行銷等。課外活動組專員許晏琦表
示，讓學生從社團成員、社團幹部的身分，能進
一步成為指導的角色，協助社團業師、透過專業
分工進行社團輔導、讓學弟妹有諮詢的管道等，
從實際執行的面向，以不同的角度學習，相信會

是一個新的體驗。
除了大一新生，社團幹部的訓練也不能少！課
外組舉辦的「那些社團教我的事」系列講座，將
在11至13日（週二至週四）針對社團活動長、執
行秘書、公關長、文書長、總務長等，邀請康輔
天堂教育團隊專任講師邱建志、德明財經科技大
學學生事務長柯志堂、三商美邦人壽區經理鄭光
晏、輔仁大學課外活動輔導組組員李岱珈、長庚
技術學院課外活動輔導組組員張毓容等7位業界
講師，講授有關社團經營的課程。之後還會有較
軟性的課程，邀請到已畢業的優秀學長姐分享社
團經歷甘苦談，許晏琦提到，以往的課程都是針
對社團負責人比較多，這次則依照性質針對各幹
部進行訓練，會讓訓練更完善、更有效率。

德文系啤酒節ＰＲＯＳＴ 下課到餐廳練語言

機智問答冠軍獲得超大德國扭結麵包。

【記者洪予揚、梁凱芹、梁子亨淡
水校園報導】拉環一開，全體齊聲喊
道PROST（德語「乾杯」）！德文系
於6日在覺軒花園舉辦OKTOBERFEST
（德國啤酒節），同時結合制服趴活
動，現場一片熱情奔放的氣氛。活動
負責人，德文系系學會會長德文三
王旋諭說：「活動除了進口德國
的黑麥、黑小麥、白小麥啤酒，
也供應美味的德國點心，希
望藉此將啤酒節文化傳遞給
大家！」
中文系畢業外籍校友博飛
利特地返校參加活動，他開
心地說：「活動、食物及酒的
好味道都讓我懷念起在故鄉波昂

的時光。」活動期間不僅穿插多項小遊
戲，更邀請校外的德國人教導簡單的民
族舞蹈；身穿德國傳統服飾、配戴天鵝
帽、手拿口風琴，高唱民謠與同學一同
歡樂！最後的機智問答讓活動進入高
潮，奪冠者德文二彭慈庭獲得超大扭結
麵包，她開心地喊：「就讓我開心吃它
一星期吧！」德文一李章歆以前就知道
啤酒節，但都沒有實際參與過相關的活
動，「這次啤酒節不只有好吃的東西，
歡樂的氣氛也跟我想像中的很相近。」
另外，德文系從本月4日開始舉辦
「Stammtisch」活動，以輕鬆的茶會形
式增進同學的德文口語能力，在德國是
很普遍的師生交流活動，德文系組員柯
維敏表示，「Stammtisch」每週會有不

微光詩社分享新詩創作

【記者黃宛真淡江校園報導】第五屆全國大學
巡迴詩展來到淡江囉！這些新詩作品將會在文館
2樓大廳展示到14日（週五），協辦的微光現代
詩社也在5日於L201舉行「大學生活創作經驗和
對七年級的觀察」討論會，由詩人謝三進、張日
郡、風球詩刊創辦人廖亮羽、大學巡迴詩展執行
長中文一曾貴麟及微光詩社社長中文三洪崇德，
五位七年級詩人擔任主講人，分享如何邂逅現代
詩以及大學時期寫作的經驗，並邀請指導老師中
文系教授趙衛民，提供對新生代詩人的觀察和寫
作建議。
趙衛民分享自己從高中開始，養成天天寫詩的
習慣，久而久之就有進步。而張日郡則表示，大
學時他都在新詩課睡覺，因自己的作品被老師否
決，讓他決定努力磨練自己，並把作品一再投給
老師，後來甚至寫出興趣，由工程學系轉入中文
系直到現在讀台大博士班。
在五位七年級詩人朗誦新詩後，趙衛民更詩興
大發，唱了兩首由新詩譜曲的歌，展現出不同的
表現方式。就讀文化大學的中文二林俊銘特別到
淡水參加討論會，他覺得：「聽了趙衛民老師唱
鄭愁予的詩，我才知道詩用唱的原來也有一股新
的魅力，足夠我們細細賞味。」

木匠工具樂團驚喜現身
木匠工具樂團現身海報街，用歌聲吸引學生目光！（攝影／梁
琮閔）

【記者陳昭岑、謝孟席淡水
校園報導】金髮碧眼的流行樂
團強勢來襲！來自美國明尼蘇
達州的「木匠工具樂團」，6
日忽然出現在海報街，吸引了
近百人駐足觀賞，造成校園內
一陣小小的騷動！原來是為
英語會話社將於12日（週三）
19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的
「美國木匠工具樂團表演」暖
身！活動主辦人英語會話社社
長大傳二蔡仁豪表示，「希望

這次特別的宣傳方式，讓更多
人願意學英文，加入英語會話
社。」
美國木匠工具樂團由八位來
自世界各地樂手所組成，屆時
除了將帶來流行與福音英文歌
曲、默劇，他們還特地練了中
文歌，拉近與台灣學生的距
離。表演活動報名即日起至12
日（週三）中午12時止，相關
資訊請上「淡江大學英語會話
社」Facebook查詢。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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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台灣！」正逢建國百年國慶，聽見這麼一聲歡
呼，仔細一探，有著深邃的五官，溫柔的嗓音，搭配好萊
塢明星一般的氣質，說著法、英、韓、中四國語言，加上
一點點的西語和台語，這位韓國出生、西非象牙海岸長大
的女孩，貌似混血兒的她，其實是正港台灣人，就讀法文
三的張錫平。
擁有獨特跨國融合元素的張錫平，父親和母親都是在韓
國出生的台灣華僑，雖然家族皆在韓國落地生根，但骨子
裡對台灣的認同與歸屬感比別人深，因此選擇回到台灣扎
根。偶然之中，他的父親被公司外派到西非象牙海岸成為
駐外大使，在那裡一住就是30年，交織成了她豐富的成長
背景。在父親的大力推薦下，她選擇回台灣念大學，「在
這裡有信任的親戚可以照顧我，感覺很安心。」
「外國同學最愛取笑華人的眼睛很小！」張錫平笑著
說，自她有記憶以來，成長的日子就是在象牙海岸度過，
從小學到高中，華人身分總是成為外國朋友中的「稀有動
物」，但對她來說，國際學校最美好的正是這樣的族群差
異，「外國同學著急的時候就會脫口而出法語夾雜著阿拉
伯文，聽起來很逗趣！」這樣多元文化交會的環境之中長
大，讓她保有國際觀，更學會多國語言。回到家她會使用
法文回答以中文跟她對談的雙親，「環境，才是學習語言
的根本。」她強調只要有心，在使用該語言的地區中生活
一陣子，就能得心應手的對談。
曾在西非、韓國渡過各國國慶日，張錫平說，最期待的
還是在台灣遇上難得的百年國慶，她毫不吝嗇地大方說出
對台灣的熱愛，「台灣的交通方便、逛街容易，叫我怎麼
捨得離開台灣啊！」（文／歐書函、圖／梁琮閔）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11(二)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U CAN 創意”徵”很大」活動報
名（http://enroll.tku.edu.tw）

10/11(二)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淡江證照達人PK賽」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10/11(二)
11:00
10/11(二)
12:10

諮輔組
防鬱大作戰 憂鬱不要來
商管大樓前擺攤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輕鬆簡報「快譯通」~簡報實作
（http://enroll.tku.edu.tw）

圖書館非書組
10/11(二)
播放影片「史瑞克：快樂4神仙」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0/11(二)
18:00

「園、缺」系列影展－紀錄片：
盲生資源中心
The Sparkle of Fragments耀眼的碎
驚聲國際會議廳
片

10/11(二)
21:00

體適能有氧社
Body Attack
SG246

10/12(三)
12:10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Illstrator 基礎入門
（http://enroll.tku.edu.tw）

10/12(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馴龍高手」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0/12(三)
19:00
10/12(三)
20:30
10/13(四)
12:20

課外組
覺軒Live House 首場獨立樂團演唱
覺軒表演廳 會──Vast & Hazy X 糖果酒
體適能有氧社
Dynamic Yoga 動態瑜珈
SG246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我是報告王~書面報告輕鬆寫
（http://enroll.tku.edu.tw）

10/13(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魔髮奇緣」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0/14(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神偷奶爸」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0/14(五)
17:20

學教中心
網路報名

10/14(五)
19:00

弦樂社
文錙音樂廳

原文書輕鬆讀~英文讀書策略
（http://enroll.tku.edu.tw）
琴逗初開──淡江大學與大同大學
期中音樂會

就要你來演 大傳系強徵演員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你有演員夢
嗎？大傳系第26屆畢製影音組聯合徵角活動讓
你有機會圓夢！即日起至13日（週四），至活
動網頁（http://urstar26.weebly.com/）填寫履
歷表後，寄至urstar26@gmail.com即可參加徵
角。徵選時間於15日（週六）及22日，在傳播
館淡江電視台舉辦。活動負責人大傳四吳慕家
表示，大四的同學可以好好把握這個機會，讓
最後的大學生活留下特別的回憶，「如果有親
朋好友符合角色資格，非常歡迎報名。」

高手齊聚 高爾夫比賽報名開跑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度校
慶盃高爾夫球賽，將於本月31日上午於大屯高
爾夫球場開賽，適逢61週年校慶活動，快來一
起感受新甲子、新氣象。即日起至17日報名，
歡迎教職員工、學生、與校友一同共襄盛舉，
報名請至體育處活動組陳瑞辰辦理，校友報名
請洽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組員羅少鈞（分機
8125）。

張錫平

有多國生活經驗的張錫平，總是帶著行李到處旅行，但最愛的還
是台灣。

德國表演者的唱跳演出，讓啤酒節很有「德
國味」（攝影／鄭雅文）

同主題的談話內容，除了可以增強學生
的口語能力，也能拉近學生與老師之間
的距離，目前已經成功舉辦過一次，約
有20多位學生參與，這次活動將會持續
到學期末，歡迎對德文有興趣的同學可
直接來參加。
活動時間為每週二的晚上6點，在圖
書館側門的藍石頭餐廳進行，由三名德
文系老師主持，參加的同學可以增加在
課堂以外練習德文的機會，也提供對德
文有興趣的同學互相交流的機會，詳情
請參考德文系網頁（http://www.tfgx.
tku.edu.tw/main.php）。

活動看板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2011/10/7 下午 08:5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