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想品嚐新
竹米粉、高雄芋泥餅、澎湖仙人掌冰嗎？
若想搶「鮮」，抓準時間就對了！預購週
的活動於13日開跑，為期3天，共有桃園、彰化、宜蘭、金門等
11個校友會將在商管大樓3樓門口提供預購在地特產，即可享有
文化週免排隊、直接取貨的服務喔！此外，預購週消費滿100元
可獲1點，集滿4點，還可參加摸彩活動。金門校友會會長大傳二
趙巧婷說：「有別往年，新的預購商品有一條根及金門隱藏版美
食一口酥；文化週還有高粱酒調酒試喝，快來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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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聲
大代誌

法文四歐書函：雨季終於離開淡水，大家一起來享受豔陽高照的日子吧！中華民國102年3月11日

亞瑟柏大學
　亞瑟柏大學（Athabasca University）位
於加拿大西部的阿爾伯塔省，成立於西元
1970年，為加拿大著名的公立大學，在艾
德蒙市及加拿大第四大城卡爾加里市皆有
分校，該校除了在加拿大享有盛名外，在
國際上也積極提倡優秀的學術課程吸引外
國學生就讀，與本校於2000年11月8日締結
為姊妹校。
  亞瑟柏大學的學士課程有文化藝術系、
自然科學系、管理學系、商業管理系、護
理系等課程；碩士學位課程則包括商業管
理、遠距教學及健康醫學教育等。該校為
學的四大主要原則為精益求精、開放性、
靈活性及創新，希望可以致力於實現最高
標準的教學、科學及學術研究和學生服
務。
  此外，亞瑟柏大學也是所現代化科技教
學聞名的學校，除了傳統的教室授課外，
也積極發展遠距教學，並與日本學術界合
作，提供日本學生參加北美會計師執照之
資格考試課程，頗受好評，也期望可以積
極開發新的技術，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
模式，研發出現代化的技術，以替代傳統
的課堂教學。
  本校也曾於2002年邀請亞瑟柏大學遠距
教學中心主任Terry An-derson教授來校
訪問演講，探討遠距教學的奧妙。（整
理／楊蕙綾、圖片來源：http ://www.
internationaleducationmedia.com/canada/
athabasca_open_university.htm）

相關「姊妹校 On Air」介紹，請上淡江
時報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
點選姊妹校專區，就能搜尋到更多友
校資訊！

　曾相繼摘下2011好菇道創意
料理比賽素人組冠軍、2011臺
北美食親善大使冠軍，以及
2011關西玉山麵創意料理比賽
第三名，因此產生信心，進而
成就超高人氣的美食部落客英
文四邱韻文，更因創作料理而
上過知名節目，例如1月份麻
辣天后宮「誰說美女不做菜」
的單元、美鳳有約等。
　回首成長階段，邱韻文坦言
很少進出廚房，多數時候僅在
一旁看媽媽做菜，更生怕自己
成為黃臉婆。是什麼機緣，讓
不忙灶事的她居然願意洗手做
羹湯呢？邱韻文靦腆地笑說：
「直到遇見現任男友後，他希
望能品嚐到我親手做的菜，因
而鼓勵我下廚試試看。起初心
裡打定主意，若被嫌棄難吃，

就不再踏進廚房半步。殊
不知，每道菜餚在他口中
皆成了美味，讓我不繼續
做也難！」從此鼓勵成為
她下廚的動力來源。
　今日能在廚藝界有一番
小天地，耕耘的功夫當然

絕非一蹴可及。邱韻文廚藝的
養成來自於坊間隨手可得的食
譜書。回想首次做菜的經驗，
她直呼「幾乎只有個『慘』字
可以形容！」即便是選擇最簡
單的炒空心菜，成品卻仍然讓
人難以下嚥。她不禁大嘆：
「食譜只教人如何爆香，卻沒
教我怎麼挑空心菜啊！」現在
的她，廚藝己非同日而語，這
要歸功於勇於嘗試的精神、出
征參賽的經驗，以及家人、朋
友的鼓勵。而閒暇之餘，邱韻
文說：「我也會觀看烹飪節
目、美食書，或是相關雜誌，
這是可以增進廚藝能量的好方
法。」
　2年多來，邱韻文將學成的
菜餚透過部落格一點一滴記

錄下來，迄今邁向100道菜大
關，其中有義式焗烤千層茄
子、義式南瓜麵疙瘩，以及乳
酪烘蛋佐奶油蘑菇醬等自創料
理。談起料理，邱韻文眼神散
發著光芒，說道「一方面記錄
自己的學習成果，另方面想和
大家分享，其實做菜並不難，
因為我也是看食譜學來的。再
說如果我可以，相信大家也
行！」她建議大學生的宿舍生
活，利用微波爐、電磁爐及
電 鍋 等 家
電 用 品 ，
也 能 做 出
簡 單 的 小
火 鍋 、 燉
肉 ， 「 下
廚 一 點 都
不 困 難 ，
健 康 、 省
錢 、 乾
淨 、 營
養 ， 又 好
玩。」
　 聊 及 料

理的另類發展，去年曾參與烘
焙書籍的討論，邱韻文滿懷夢
想地說：「很享受自問自答及
查詢、研究料理資料的樂趣。
有朝一日，希望能出版屬於自
己的美食書，以及開設一間烹
飪教室，未來也想在這領域繼
續發展。」她不求做大廚，只
盼成為「料理傳播者」的角
色，讓大家感受到料理的樂
趣。（文／林佳彣）

　手持鍋鏟的邱韻文，為
愛開啟料理之門，更透過
部落格分享廚藝。（攝影
／蔡昀儒）

英文四邱韻文
幸福小廚娘

健人就是腳勤！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健人
就是腳勤」相信大家對於這句話應該不
陌生吧！為了維持健康，衛保組與膳食
督導義務工作團聯合主辦「闊步向前享
受健康」和「水漾新生活」活動，將於
13日（週三）在圖書館右側攤位發送免
費的隨行杯及計步器，希望可以鼓勵大
家多喝水、多走路。此外，只要填寫完2
週的飲水量紀錄表，繳交回衛保組，還
可以兌換精美禮品喔！健康是一輩子的
是，享「瘦」生活，由健走開始！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雙雙獲獎   國樂社
管樂社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管
樂社、國樂社於3日、4日參加「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北區決
賽，國樂社在14個隊伍中獲得大專

團體B組「絲竹室內樂合奏－絲竹
樂」特優第一名；管樂社則在19個
大專隊伍中脫穎而出，獲得大專團
體B組「管樂合奏」優等，僅次臺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3/11(一)

8:00

體育事務處

體育活動組

101學年度校長盃籃球、

排球、壘球賽報名

3/11下午10時截止

3/11(一)

8:00

學發中心

淡江大學活動

系統報名

學習策略工作坊系列

1～5

3/11(一)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第九屆紀念紐先鍾老師

戰略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全國戰略社群碩博士生

論文發表會

(http://enroll.tku.edu.tw/)

3/11(一)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泛太平洋和平與安全

學術研討會

(http://enroll.tku.edu.tw/)

3/11(一)

10:00

吉他社

商管大樓前

25th金韶獎創作暨

歌唱大賽

3/12(二)

12:00

境外生輔導組

、僑聯會

黑天鵝展示廳

2013年境外生國家文物展

3/12(二)

12:00

職涯輔導組

Q409

長榮航空公司

徵才說明會

3/12(二)

18:30

諮商輔導組

B127
愛情卡深度之旅

3/12(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二教－中場小考

3/13(三)

10:00

聯合校友會

商管大樓3樓

門口前擺攤

校友會聯合文化週－鐵旅

十年，新嚐台灣預購週

3/13(三)

12:00

衛保組、膳食督

導團

圖側T1攤位

闊步向前享受健康、

水漾新生活

3/13(三)

12:00

職涯輔導組

Q409

遠東銀行公司

徵才說明會

3/14(四)

8:00

學發中心

淡江大學活動系

統報名

數位學習認證導入

實證工作坊

3/14(四)

12:00

職涯輔導組

Q409

鼎泰豐公司

徵才說明會

3/14(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前滾翻加強、迴轉摔前方

從白天到黑夜 好學玩藝不停歇
　【記者林妤蘋、李亞庭、盧逸
峰淡水校園報導】「2013好學玩
藝－學藝性社團聯合成果展」於
上週圓滿落幕！學藝週總召國企
三林伯謙提到，在學藝週看到社
團展現創意，用有趣的方法呈現
社團特色，讓活動成效還不錯，
現場吸引不少學生參與！學藝週
執行秘書西語二王儀婷表示，人
數 與 預 期 的 差 不 多 ， 但 宣 傳 較
少、籌備期較短，是有待改進的
地方，「我們也會提醒下屆學弟
妹需要改進的要點，希望以後可
以越來越好！」
　國防研究社的社員們穿上迷彩
服與配戴軍事裝備，來回穿梭在
海報街及牧羊草坪，原來是有靜
態擺攤介紹社課外，更於4日、
8日進行動態射擊實戰，利用不
同距離的標靶，體驗射擊的臨場
感 。 社 長 機 電 三 薛 永 立 表 示 ，
「平常是不能在校園內射擊的，
這次特地將學藝週與社團招生相
結合，讓同學們體驗實戰射擊的

新鮮感！」並詳述競技槍、衝鋒
槍、步槍等各式槍種的差異。化
材一吳雙延表示：「實際體驗射
擊很酷！覺得自己好像〈痞子英
雄〉的主角，很有真實感！」
　國際青年交流團於海報街擺攤
販售「隔壁老王設計卡」，是由
航太四王令奇設計，他也是團員
之一，因此配合學藝週設計4款卡
片，分別是萬用卡、母親節卡、
好友祝福卡，以及好學玩藝卡。
社長企管三楊弘義說明，社團攤
位上也有互動遊戲，讓同學進行
各國首都的配對遊戲，「希望能
藉此拓展淡江學生的國際觀。」
　攝影社於4日晚上在驚聲廣場進
行「Pikapika」，利用相機設定較
長的曝光時間，藉以捕捉黑暗中
的光線，畫出許多令人會心一笑
的圖案。社長會計三鄭人豪說：
「雖然參加的人數沒有很多，但
大家還是玩得非常盡興。」
　福智青年社所舉辦的「種樹救
地球」，社長資工三孫景匯說：

「主要希望大家能從一棵小苗
開始，用更長遠的眼光去看待
世界和人生，且關心健康、關
愛地球、關懷生命。」活動現
場準備不同品種的石蓮花和觀
葉植物，請參與者填寫一張小
卡片，並試想種樹的好處，利
用社團提供的回收布丁盒及土
壤，讓同學體驗實作移植，並
且帶回家栽種。

　國防研究社於4日在牧羊草坪進行射擊實戰，圖為參與學生（右
一）在安全教官指導下，進行安全射擊。（攝影／鄧翔）

　攝影社於4日晚
間在驚聲廣場舉辦
「Pikapika」，利
用光圈、快門來捕
捉光影。圖為社員
們因應棒球經典賽
所特別之圖樣，替
中華健兒加油、打
氣。（圖／攝影社
提供）

但這次機會難得，仍希望大家能踴躍嘗試。」
　擔任茶道表演者之一的日文進四許紋瑗表示，
許多人對茶道禮儀有複雜、艱難的認知，希望透
過此表演可引發同學對茶道文化的興趣。經濟三
楊斯涵、王羿雯認為，「器具擺設和動線設計用
心，而且雛人型的展設也很新鮮。」

 商管聯合勸募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由淡江大學
商管學會主辦的「2013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
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點亮希望，愛不滅」
即將在今日（週一）至週五（15日）於海報
街跟大家見面！為期5天的愛心義賣，現場
商品種類豐盛，皆以市價8折義賣，期盼校
內師生能將平常消費轉為公益消費，一同到
海報街來做愛心，為弱勢團體點一盞暖燈。
今日中午12時將有一場開幕式，現場提供
100個福袋贈送給前來共襄盛舉的師生。
　此外，今年邀請藝人郭靜為義賣書簽名，
且義賣活動單筆消費滿300元，即可獲得1張
摸彩券及相關體驗卷、折價卷，而摸彩最大
獎為飛輪牌室內競賽腳踏車一臺，還有行動
電源等大獎準備讓你帶回家。
　每年此時正是撿便宜的時機，有贊助廠
商提供眾多特惠商品，今年特置19元起超值
區，超多好康等你來挖！12至15日中午吉他
社、西班牙舞蹈社、舞蹈研習社、BeatBox
社等社團，將在海報街帶來精彩表演。
　最後，絕不能錯過的是12、13日上午9時
至下午5時的捐血活動！歡迎校內師生一起
挽起袖子，捐血還可獲得滑冰優惠卷、咖啡
折價卷及保養品試用包喔！你以為活動內容
　就只有這些嗎？其實只要你到海報街愛
　　心義賣活動走走，並與活動看板合
　　　照上傳至facebook「打卡」，
　　　　就有機會得到優質好禮！

邀你做公益獻愛心

　境外生輔導組於1日在驚聲10樓舉辦交換生迎新餐會，近
60位交換生，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法
文系系主任楊淑娟以及交換生輔導老師們皆參與活動。

境外生迎新 用美食搏感情
　本次活動中，境輔組不但為同學們提供許多臺灣在地美
食，還引見陸友會的幹部給交換生們，為剛來臺灣的同學們
提供幹部的聯絡方式和相關活動訊息。戴萬欽表示，通過這
次輕鬆活潑的餐會，不但幫助交換生認識、瞭解新環境，還
使得交換生的輔導老師們得以交流輔導心得與經驗，是一件
頗具意義的活動。李佩華則祝福交換生們學習愉快，希望他
們可以多和本地同學交流，達成互相學習、成長。來自北
京，目前就讀日文二的展霽明說：「很喜歡臺灣的生活，同
學老師都很照顧我。覺得臺灣人都很有禮貌，經常說『謝
謝』。」他還分享了和同學元宵節在平溪放天燈的經歷，驚
呼：「人好多！後來才知道那晚居然有15萬人在平溪。」來
自日本就讀日文一的奧岡真美表示，臺灣很有人情味，短短
兩個星期就覺得很適應臺灣的生活。（文／夏天然、圖／國
際處提供）

德國知識＋ 文化報你知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德國文化了解有多少呢？德文系
於6日(上週三)在B708舉辦「德國知識+比賽」，比賽分成選擇、
問答、爬格子關卡，內容包含德國的歷史、傳統習俗、路標、產
業、發明與藝文等生活化題材，吸引3到5名不等，共15隊的同學
參加；參賽者發揮團隊精神共同絞盡腦汁，搶著回答問題，讓現
場氣氛緊張卻不失趣味。
　此次比賽不但提供精美的小禮物，更在每題問題之後都會提供
詳細的解說，讓學生們能夠在遊戲之中也學習到德國的相關知
識，這讓積分108分的第一名「三隻小豬」隊的德文四趙崇任收
穫豐碩。「我不是第一次參賽，但還是覺得很有趣，可以用這個
機會和同學一起組隊參加，一起學習，是很不錯的經驗。」趙崇
任說，「第一次獲獎，感覺很棒！這是很不錯的活動，但有點可
惜流程出了點小插曲，不是很順利，希望以後可以更好。」
　活動總召德文二林重佑對此回應道：「因為是第一次籌畫活
動，難免會有許多像是PPT呈現不佳的狀況出現，加上這次碰上
228放假而缺少宣傳機會，讓活動規模變小；雖然可惜，但我們
也將這視為一次學習的機會，在接下來一連串的活動都會有所成
長，希望大家期待與參與。」

大、政大和清大，排名第四。
　國樂社本次派出14名參賽者，自
選曲〈絲竹新韻〉富有江南小橋流
水的韻味，曲調輕快流暢、連綿起
伏，極盡深度。國樂社團長統計二
李明潔開心地說：「這是國樂社有
史以來團體比賽的最好成績！我們
練習時間很長，非常感謝大家的努
力。」
　李明潔轉述評委對於演出的評價
是，音準、音色好，表現力、感染
力也很強，音樂表情十分豐富，團
員之間默契佳。李明潔笑說：「過
程中最難忘的是剛開學的天氣很
好，大家靈機一動，居然全體跑到
文舘外的榕樹下練習合奏，把音樂
的美好分享給過路的同學。」
　國樂社團員歷史三胡宗傑認為，
由於比賽時沒有指揮，所以必須依
靠團隊極佳的默契，加上這次比

賽練習時間很長，包括寒假特訓
5天，開學後假日也都在集訓中度
過。此外，他提到除了團練時間，
也很欣慰每位成員在空餘時間苦
練，才能贏得今天的佳績。
　管樂社選擇音樂劇〈撒旦的種
子〉的配樂〈Saga Candida〉（康蒂
坦傳奇）做為自選曲，透過55位同
學的緊密配合，將7個分段、7種表
情的樂曲完美演繹出來。
　管樂社社長運管二楊淨惠轉述評
委的評語提到，樂團對樂曲練習
得很嫻熟、音色準，在情緒轉換和
強弱對比的部分掌握得好。楊淨惠
說：「我們又再次創造了屬於我們
的音樂，雖然過程很辛苦，但回憶
很甜美；只是比賽不是我們的終
點，要用音樂感動人心，才是淡管
最自豪的精神！」

　管樂社於3日、4日參加「101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大
專團體B組「管樂合奏」優等，僅次臺大、政大和清大，排名第四。
圖為管樂社出席在北區決賽時的表演實況。（圖／管樂社提供）

文化週預購開跑

　【記者趙巧婷、莊靜淡水校園報導】烹飪社
與日本文化研究社於5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聯合舉
辦「一期一燴 春之宴」成果發表會，開幕儀式
邀請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課外組組長江夙冠、日
文系系主任馬耀輝、日文系助理教授廖育卿一同
剪綵。高副校長致詞時讚賞，讓大家了解日本文
化，美食是非常好的橋梁，且兩社合作策展相當
富有創意！
　促成此次聯展的關鍵人物日文四徐維亞說明，
主題「一期一燴」隱喻著人生中能與日研社及烹
飪社來一場奇遇。觀展過程中，高副校長也提出
建議，未來兩社可以在戶外舉辦。
　烹飪社在展場中規劃出4個區域，主要介紹料

理器具、基礎知識，以及展示社員成果、活動點
滴的紀錄，其中最特別的是「餅乾壓模體驗」，
除了文字敘述步驟外，每天皆有固定場次開放報
名，讓同學們手工製作壓模餅乾！
　烹飪社社長產經二陳韻州表示，「這次的展覽
是烹飪社成立20周年的成果展，希望讓大家能透
過展覽更加了解烹飪社的活動及運作。」
  日研社成果展中，擺設日本茶道器具、日本女
兒節玩偶（雛人型），並利用海報介紹日本文化
與社課概況。日研社前文書長日文四黃慧欣親切
地說：「我們會適時地向同學解說日本文化，讓
他們深入了解，而茶道表演深受同學們喜愛、反
應度高，雖然部分學生認為和服體驗費用偏高，

烹飪 日本文化之奇遇 盡在黑天鵝
　上週烹飪社與日本文化研究社在黑天鵝展示廳
舉辦「一期一燴 春之宴」成果發表會，5日邀請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右四）、課外組組長江夙冠
（左三）、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右二）一同剪
綵。（攝影／蔡昀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