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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三歐書函：去看看操場有沒有新一代的熱血男兒。

61校慶心世界 唱high蛋捲節
【記者劉昱余、梁凱芹淡水校園
報導】在歡度一甲子後，今年將是
嶄新的一年。由學生會主辦的61週
年校慶蛋捲節暨園遊會－「蛋捲心
世界」來囉！12日（週六）11時至
17時在海報街及蛋捲廣場將會有一
連串慶祝活動，蛋捲節執行長公行
三簡巧玳表示，「希望淡江的同學
能夠跟我們一起用心來創造『新世
界』。」 蛋捲廣場上將架起大型
舞台－「蛋捲狂想曲」，邀請到藝
人小宇、魏如萱、陳勢安、李佳
薇、好好先生，以及本校國企三的
超級偶像克羅德，還有一年一度由

淡江之聲舉辦的「卡拉吧！蛋捲」
歌唱大賽，經由初賽106位選手角
逐，選出最後10名決賽者，由雀斑
樂團貝斯手蘇偉博、主唱兼吉他手
蘇偉安、歌手利得彙擔任決賽評
審。歌唱大賽活動負責人公行四李
美樺表示，今年歌唱大賽多了人氣
投票，歡迎大家到現場為想支持的
參賽者打氣，「現場也舉行有獎
徵答，歡迎來搶答拿神祕小禮物
喔！」
另外，在蛋捲廣場上還有「蛋捲
闖天關」的活動，只要通過5個遊
戲關卡，就能換點心，集滿5點還

能夠兌換精美紀念品及參加摸彩活
動。若將闖關卡翻到背面，就是
「蛋捲Let’s Love」活動囉！卡片
有兩種的顏色，只要你找到另外一
個顏色，不僅可以一起搭檔來換取
紀念品，還可以認識新朋友，趣味
十足！
當天在海報街上也會有熱鬧的園
遊會－「蛋捲Have Fun」，各式各
樣的攤位讓你吃吃喝喝，以及「蛋
捲樂天堂」的街頭藝人在學生活動
中心前進行表演，還有最可愛的蛋
捲寶寶遊行－「蛋捲全員Go」。
蛋捲節更別忘了蛋捲傳情活動－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蛋捲情長9」，9日（週三）至11
日（週五）10時至16時，在商管大
樓3樓福園前將會進行擺攤，把你
平常不敢說的話，化成蛋捲，送給
心中那個人吧！
無法親身感受校慶喜悅沒關係，
淡江之聲和你在空中一同慶祝！淡
江之聲將於校慶當天，播放「61校
慶．瘋狂收音機」特別節目，轉
播校慶大會的現場實況，同時也
會轉播「卡拉吧！蛋捲」歌唱大
賽決賽實況，校慶當天上午9時即
可鎖定FM88.7，或是網路線上收
聽（http://votk.tku.edu.tw）。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7(一)
08:00

諮輔組
B413

「超Q襪子娃娃工作坊」活動報
名

11/7(一)
0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U，CAN逗陣來！探索職涯研
習營」（http://enroll.tku.edu.tw）

11/7(一)
09:00

職輔組
商管3F

「現實人生ONLINE」擺攤活動

11/7(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告白」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1/8(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黑天鵝」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圖／學生會提供）

11/9(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享受吧！一個人的旅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行」
11/10(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有錢真好」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1/11(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隱藏日記本」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99學年度優良導師於2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由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右）進行頒獎。由於本次頒獎正逢期
中考週，高柏園打趣地說，「頒完獎，導師們還是要
回去改考卷！」現場笑聲不斷。本次共有53位導師獲
獎，肯定導師表現，圖為法文系副教授儲善平（左）
接受頒獎。（攝影／湯琮詰）

陽光、熱血、榮耀，一年一度的校慶運動會將在8日強勢登場！上午10時由盲生60公尺跑走競賽揭開序幕，緊接著
以趣味競賽替運動會進行暖身；下午13時30分起，體育健兒的分秒必爭就要開始，分別是田賽與徑賽的賽程，包括跳
高、跳遠、鉛球、大隊接力等20個項目，屆時必定吸引加油團們為金牌喝采。承辦運動會的體育事務處講師李欣靜表
示，雖然本屆比賽在平日，但出乎預料的是報名的女生比男生多，「尤其是在大隊接力及趣味競賽項目上特別明顯，
顯示有越來越多女生喜歡運動了！」詳細賽程，請上體育事務處網站（http://www.sports.tku.edu.tw/）查詢。（文／賴
奕安）

社辦整潔亮晶晶 環保創意樣樣行

臺德奧10萬獎學金 助你成為交換生
【本報訊】本校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開始受理「2011年臺
德、臺奧第二次交換獎學金」申請登記，該獎學金報名活
動為台歐學術交流執行委員會委託輔仁大學執行，凡通
過徵選之交換生可獲得10萬元獎學金補助，該獎學金由教
育部提供，分別補助40名赴德國和5名赴奧地利進修之學
生，有意申請者，請依該甄試規定於23日前，將相關資料
送承辦人國際處組員李靜宜（校內分機：2002），詳情請
參考網址http://www.oie.fju.edu.tw/isc/block/view/sn/135/
lang/zh_TW。

11國姊妹校 48名額等你申請
【本報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即日起至16日，開放2012
年及2013年赴歐、美、亞洲（非日本）姊妹校交換留學生
聯合甄選申請，共計有48位交換生名額，涵蓋美國、法
國、德國、比利時、瑞典和韓國等11國，共有23所姊妹校
可供申請，其中加拿大布蘭登大學甚至提供免費住宿，讓
學生能減輕經濟負擔，進一步詳情請參考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網址（http://www2.tku.edu.tw/~oieie/）或電洽承辦人
國際處組員李靜宜（校內分機：2002）。

慕尼黑大學

社辦佈置比賽，由嚕啦啦社獲得整潔第一名。社辦中必備的掃除用具是清潔
的關鍵，社長劉雅倫（左）笑說，「我們社辦一直都很乾淨，可不是為了比賽而
整理的喔！」（攝影／梁琮閔）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度社辦佈置比賽由嚕啦啦社和淡江童軍團
再次蟬聯獨立社辦、聯合社辦冠軍！第2名由星相社和茶藝社等社得獎，第3名是康
輔社和金陵校友會等社辦奪得；除前3名外，還另設「環保尖兵獎」和「萌發創意
獎」，分別由學生會、溫馨家庭社等社、以及體適能有氧社、實驗音樂社等社獲
得，共有10間社辦，25個社團得獎。
一踏進連續3年都獲冠軍的嚕啦啦社辦，便看見一整面牆的大海報，鮮豔的七色

徵文活動

德國慕尼黑大學（University of Munich）位於德國
首都慕尼黑，創立於1472年，這所超過5百年歷史的
大學，是歐洲歷史最悠久、文化氣息最濃郁的學校之
一，擁有驚人的館藏圖書數量，書籍種類約有140萬
種，加上各分校及院所，總圖書量約為440萬冊，豐富
大量的圖書資源加上嚴謹專業的教學態度，使該校於
2006年10月被選為德國精英大學，慕尼黑大學在1980
年9月8日與本校締結為姊妹校。
慕尼黑大學現有18個學院，大部分學科如醫學院、
法學院、社會學學院、物理學院、化學學院等，都擁
有相當高的國際知名度，其中又以物理學院、醫學院
表現最為出色，慕尼黑大學、馬普學會物理研究所及
慕尼黑科技大學聯合建立的加速器實驗室，也獲得慕
尼黑大學科技研究人員每年榮獲多項學術獎勵，如德
國科學基金會的「Gottfied- Wilbelm-Leibniz獎」和
「Koeber獎」。
不只學科研究方面表現亮眼，該校物理學系截自2005
年已有12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量子力學發現者馬
克斯．普朗克，亦是該校校友，並於1918年獲得諾貝
爾物理學獎。（文／楊蕙綾）
圖片來源／http://www.eduwo.com/europenformation/30395.
htm

劉雨潔說：在星期日正式協

助活動之前，我們有幸先觀看了
第一場的彩排場。觀看的當下十
分感動，縱使在場的演員都是從
未經過正規演員訓練的淡水居
民，但從他們生動寫實的表情及
毫不生澀的肢體表現當中，可以
窺見他們這幾個月來有多麼認真
投入在這場戲的排練，只為了重
現家鄉的歷史，讓外地人認識
淡水也勾起淡水人對家鄉的認同
感，充分表現出一個地區居民之
間的那份凝聚力和向心力。這份
精神應當為現代都市生活所應該
重視及珍視，為社會注入一份
溫暖的人地情感！
平時去參加大型戶外活動，
總不會細心的去維持場內清
潔、不大聲喧嘩等，經過這次
協助淡水國際藝術節《西仔反
傳說》的經驗才知道，原來一
個活動的圓滿，除了台上演員的賣力演出之外，還需要有大量
的工作人員來維持整個活動的秩序。在明白工作人員的辛苦之後，下次不管觀看任何演出活動，都
更應該盡自己的一份力量和演員以及工作人員們一同維護活動的品質！（圖文／西語一劉雨潔）
你也有說不完的服務心得嗎？淡江時報提供平台！
請投稿至e-mail：ab@oa.tku.edu.tw，我們有獎金正在等著你喔！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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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上面「驕傲青春」四個大字，是
嚕啦啦社的年度主題，天花板上還懸
吊著彩色的熱氣球，「佈置是大家一
起做的，熱氣球更是我們一針一線用
手縫的哦！」嚕啦啦社長企管三劉雅
倫表示，社辦對於嚕啦啦來說是一個
很重要的空間，平常就會維護，不是
只為了比賽而做。她也提到，平時中
午就會有「掌櫃時間」由學弟妹來社
辦值班吃飯，其他人也會聚集在此聊
天增進感情。
獲得環保尖兵獎的學生會，社辦中
四處可見「用完歸位」的提醒標語，
副會長公行三簡巧玳表示，原本社辦
裡面東西非常多，對於社員跟來借東
西的同學都很不方便，於是學期初時
決定一次大清掃，把許多累積多年
卻又用不到的東西丟掉，「要捨得
丟！」垃圾的分類做得徹底。社辦內
每樣東西也都規定應擺放的位子，簡
巧玳認為這是獲獎的原因之一。
課外組職員劉豐齊表示，這個比
賽是希望同學除了維持社辦基本的
整潔外，還能夠發揮創意和巧思布
置，讓社辦有更多功能，「平時也可
以來聊聊天，讓社辦有家的感覺！」
詳細名單請見課外組網站（http://
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3）。

散發日本氣質的東城一，靠著閱讀自學多國語言。

2011.11.08

東城一
總是坐得直挺挺，渾身散發正氣凜然的氣息，曾
經是軍人身分的他，卻沒有軍人的霸氣，反而用帶
有口音的中文細心回答每一個問題，禮貌又帶親切
的談吐，他是同學口中的「東哥」，現為日本防衛
省的一員，更是所上對外籍生的窗口，他是戰略所
碩二東城一。
「常常聽外公提起二次大戰的事情，所以對國家
安全保衛感興趣。」他表示日本人大多對戰略避而
不談，日本也少有戰略相關的科系，但他認為逃避
並不能解決問題，應該選擇面對，「日本人也應該
要學習戰略」，因此大學畢業後選擇投入公職，曾
參加過警察特考等公職考試，經歷在日本陸上自衛
隊短暫服務後，最後選擇加入防衛省。在一次偶然
的機會下認識了淡江戰略所，毅然決然選擇留職停
薪出國進修，今年35歲的他，嘗試不同身分，歷經
警察特考、軍人職務，他的學習，離不開他對正義
感的堅持，以及對國家安全的使命，如今已是2個小
孩的父親，仍熱血的為「保家衛國」奮鬥，希望未
來能將在戰略所所學帶回日本，推廣戰略在學術上
的研究地位。
除了血液中的使命感，東城一昔日的軍人性格展
現在對紀律的要求上，自學精通中、英、韓、阿拉
伯語等多國語言。他回憶，小時候常跟隨父母出國
旅遊，很自然地造就對外國語的興趣，大學選擇就
讀東京外國語大學阿拉伯語系，更分別花2年及4年
的時間自學中文及韓文。而談到學習語言的技巧，
他表示，在日本工作時，養成利用午休、通勤時間
甚至走路時學習語言的習慣，他也透露在中學、
高中讀書時在所有學科中，英文的表現總是特別亮
眼，但他謙虛地說： 「我不認為在語言方面有天
份，只是肯花比較多時間而已。」他目前仍致力於
學習說中文，「未來畢業後，我希望能夠勇敢地說
我終於學會中文！」
始終對國家安全理想堅持的他，透過不同身分、
不同國家的多元嘗試，豐富了他的人生經驗。自律
學習、勇於選擇出國開闊視野，東城一就像他隨身
一定會帶上的書籍，永遠有翻不完的故事。喜歡在
閒暇之餘和家人四處旅遊，造訪許多日據時代的古
跡，旅途中常受到台灣人熱情的幫忙，這是最令他
感動的地方，「台灣讓我感到很親切」，而台灣是
他生活時間最長的異鄉。明年6月即將返回日本復職
的他，希望未來能利用所學，一步步的實踐理想。
（文／余曉艷、攝影／洪聖婷）

商管學會招生 模擬企業培養競爭力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會於14日、15日、
17日的18時50分在B119舉辦「商管學會服務幹部招生說明
會」。將邀請畢業學長姐到場經驗分享，以及介紹商管學
會的活動和精神。招生說明會負責人企管二廖信銀表示，
我們是以「模擬企業」的方式培訓，將每位新學員以企業
分工的方式，針對不同組織分組訓練。除了讓同學展現自
身能力外，也能從實務中學習。
商管學會提供行銷企劃、美工編輯、軟體應用等實務操
作經驗，也提供大家展現自我的舞台。詳情請上商管學會
網站（http://studentclub.tku.edu.tw/~tkbm/）查詢；報名
請至商管學會社辦SG146或到http://0rz.tw/LEWkc線上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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