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5/4(一)

12:30 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誰才是導演」

5/4(一)~5/7(四)

10:00

生輔組、樸

毅青年團

商館、文館

前

「鐵馬玩八淡」活動報名

5/4(一)~5/7(四)

8:00
體育室

「全校足球公開賽」報名開始

（體育室網站下載報名表）

5/4(一)~5/12(二)

8:00
體育室

「97學年度第2學期教職員工聯

誼賽」報名開始（體育室網站

下載報名表）
5/4(一)~5/8(五)

12:00

企管系系學會

海報街
企管週

5/4(一)

19:00

溫馨家庭社

商館前
溫馨101

5/4(一)

19:00

課外組

SG101

英文廢話俱樂部-外國電影、

影集
5/5(二)

12:30 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婚禮之後」

5/5(二)

19:00

電影社

L401
影片欣賞：「碧海藍天」

5/6(三)

9:10

教科系

覺生國際會

議廳

金融風暴下的新思維研討會

5/6(三)~5/8(五)

11:00

春暉社

溜冰場

春暉盃運動會-「5Don’t奇蹟，

動出活力」（6日中午12時開幕

典禮）
5/6(三)

12:30 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冰點下的幸福」

5/6(三)

13:10

就輔組

Q409
遠雄人壽校園徵才說明會

5/6(三)

19:00

課外組

SG101

英文廢話俱樂部-外國電影、

影集
5/7(四)

12:30 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愛重奏」

5/7(四)

18:00

諮輔組

B413

「下一秒.無限」影片賞析座談

（限12人）
5/7(四)

19:00

華佗指社

SG503

穴道治療教學「美膚、慢性腎

炎」
5/7(四)

19:00

禪學社

L212
「天下第一禪」-名色

5/7(四)

19:00

星相社

L204
金星看你的愛情

5/8(五)

12:30 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搖滾公路」

5/8(五)

19:00
淡江之聲

21金韶不二一！淡江之聲實況

轉播「第21屆金韶獎大賽」

5/9(六)

19:30

陳雪綾、劉

恩良

文錙音樂廳

王者之號小號獨奏會

                                      

淡水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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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議會改選　今起登記參選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第15屆學生會正
副會長選舉」候選人參選於本週三（6日）開放登
記，至13日止，除週六、日外，中午12時至下午6
時止。
　關於學生會正、副會長登記資格，選舉委員會主
席財金四賴姿君表示，除大四生、補修生及進學班
之外的淡江學生，皆符合參選資格。請至學生會辦
公室SG203領取選務資料袋，完成登記手續。詳情
請上學生會網站http://www.tku-sa.com.tw。
　另外，「第22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候選人參選
登記於本月8日起至15日下午6時止，淡江學生均具
資格，需準備政見、社團經歷、4張半身脫帽2吋照
片、學生證正反影本兩份、助選員聯絡方式，至學
生議會SG206辦理。而蘭陽校園的同學如有意參選
或有疑問，請洽選舉委員會選務組組長公行二江啟
義，電話：0914079161。

我校一舉奪得北區羽球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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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徐旻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海事博物館收
藏古今中外各類船艦模型近60餘艘，成為許多國中
小學、幼稚園戶外教學的場所，因此吸引東森ＹＯ
ＹＯ電視台「博物館探險趣」節目到館拍攝，介紹
海博館館藏，並於日前播出。
　該節目一一介紹本校頗具代表性的收藏，如全世
界只有三面的「密蘇里鑑銅牌」、哥倫布發現新大
陸時所搭乘的「聖瑪利亞號」模型、世界聞名的
「鐵達尼號」模型及「鄭和寶船」模型等，並由本
校航太碩二王文佑在節目中教導旗語，寓教於樂。
　海博館承辦人黃維綱表示，節目推出後，受到許
多小朋友迴響，參觀人數增加。海博館成立的目的
是推廣海事教育，讓大家了解船隻的歷史和科技，
目前每年都有將近兩萬人次參觀。

全國大運會開打 校長授旗鼓舞

　航太週一系列活動於上週舉辦，手
擲機競賽由航太一陳致穎以10秒01奪
冠，水火箭則由航太一周智翔等人拿
下第1。
　許多同學第一次試射手擲機，便摔
得「機」首異處，陳致穎由於能乘
風勢飛行，加上落地滑行後再飛到天
空，因而勝出。他謙虛表示，由於細
心及耐心向學長姐學習如何製作手擲
機，因而獲勝。周智翔等人以距靶

心7.7公尺的距離拿下本次水火箭冠
軍，他笑著說：「其實關鍵在於要瞄
準標靶，角度不能偏！」比賽當天的
風勢甚強，有不少參賽對伍才發射出
去便被吹了回來，甚至飛到馬路上，
引起驚呼連連。另外，同時參加「紙
飛機」、「飛行罐九宮格」的航太三
林岳聖笑著說，「這些有趣的遊戲，
讓我彷彿回到童年時光！」（文／陳
書　、攝影／張豪展）

運管週 同學起勁玩賽車

　第一屆運管週於上週在海報街熱
鬧 進 行 。 以 綠 色 運 輸 和 環 保 為 主
題，現場除了展示省油氣車寶獅308
及福斯golftdi，開幕當天還秀了多
款拉風跑車，並邀請學生擔任show 
girl，聲勢浩大，吸引大批師生好奇
圍觀。
　活動內容包括智慧型運輸技術研
究展示、遙控賽車遊戲等10多個攤

位，及有獎徵答、明信片傳情、舞
研 社 精 彩 演 出 及 抽 獎 活 動 。 另 邀
請保僑國際海運、長榮航空等陸、
海、空運輸界專業人士蒞臨演講。
聽完長榮航空航員管理課副課長周
裕德的演講，運管三陳誼鳳表示，
演講內容充實、具體，對航空產業
的瞭解很有幫助。（文／翁浩原、
攝影／林奕宏）

陳致穎御風飛行 手擲機勝出

票選女宿新床組今日止

東森YOYO介紹海博館 讓小朋友認識船隻

淡江之星 楊菁琳摘冠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由公關社和轉聯社
聯合主辦的「第二屆淡江之星歌藝大賞」決賽，於
上月27日在文錙音樂廳飆歌，公行四楊菁琳演唱李
玟的《往日情》，感情投入、扣人心弦，奪下冠
軍，獲得獎金10000元。楊菁琳興奮表示：「獲獎
很意外，要請支持我的朋友們吃飯囉！」
　評審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助理教授李珮瑜說：
「楊菁琳的制勝關鍵在於情感的投入，將《往日
情》這首很難詮釋的歌唱得很好。」中文博二周
文鵬演唱《如果不是因為你》居次，獲得獎金5000
元，企管一周澔霆演唱張雨生的《我期待》獲得第
3名，獲得獎金2500元。另外，最佳創意造型獎由
上一屆第2名的語獻所碩二沈昌賢獲得。資傳二蔡
孟寰、資管三陳冠宇合唱《說走就走》，獲得最佳
人氣獎。

提升就業力 職涯研習營即起報名

泊告

電影社電影社

   你知道學校裡也有一座電影院嗎？本校電影欣賞研習社於民國76年成立，
播放的影片包括好萊塢電影、熱門電影及藝術電影等，「希望可以播放多元
的電影讓大家欣賞，不為電影風格設限。」社長機電四林愉騫說明，從一般
較為熱門的電影帶領同學入門，讓大家可以逐漸接觸電影，再進一步深入了
解、欣賞藝術電影。
   林愉騫表示，在電影社看電影，「就像把電影院搬到學校的感覺，很有
趣、沒有限制。」他笑說，社上氣氛輕鬆、愉快，「還能滿足自己喜歡看電
影的大胃口。」除了看電影，「還曾經有學長自己籌劃，拍攝紀錄片呢！」
此外，電影社也曾與許多電影公司合作，舉辦首映會、座談會等活動。有興
趣加入的同學，可聯絡林愉騫，電話：0960299380，或於每週二晚上7時的
社課時間前往L401報名。（文／孫筱婷、攝影／洪翎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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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c�a�r�e大一生� 展成效
　【記者余孟珊淡水、蘭陽校園報導】本學年本校
加強大一新生輔導計畫，多管齊下，包括學生事務
處諮商輔導組特別針對大一導師舉辦輔導知能研討
會、為大一新生做身心適應調查，並提供給導師參
考等措施，大一導師也會主動透過21預警制度，視
情況轉介相關輔導單位，以及時給予幫助。
　經濟系大一導師江莉莉表示，同學遇到的問題多
為課程與預期有落差與時間管理，不知如何安排空
堂時間，與人際關係等，「我會注意學生的學習成
績，也能從專注力與出缺席看出端倪，會打電話、
寫mail連絡、關心同學。」她說：「帶學生也要帶
心，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能成長。」
　蘭陽政經系大一導師包正豪說明，全英文授課的

課程，對於一年級新生是一大挑戰，同學不一定能
跟上進度，他說：「不過依個人努力程度，都會
慢慢好轉。」另外，蘭陽校園與同學想像中的大學
不同，「通常同學很快就會習慣，並找到屬於自己
的生活模式。」且蘭陽老師大多住校，平時與學生
互動頻繁，學生有問題都能直接聯絡老師，關係緊
密，能及時提供協助。
　建築系大一導師宋立文指出，課業繁重，作業時
間很長，壓力大，「但助教是系上畢業的學長姐，
他們會與同學分享自己的經驗，就像朋友一樣關心
同學。」建築系也會找時間向全系宣導，提醒同學
要時常和家人連絡，注意自己的健康等。
　一位曾對自己的未來感到迷惘，一度灰心想轉系

的保險系新生表示，接受諮輔組的大一定向輔導，
及生涯興趣量表測驗與分析後，輔導老師指出他讀
保險系的潛力，鼓勵他不放棄，現在已經在保險系
讀出興趣了。

　【記者張瑜珊蘭陽校園報導】今年鳳凰花開時，蘭陽校園
126位首屆畢業生即將披上學士袍，步出校園迎向新人生。在
6月13日回淡水校園登上五虎坡之前，於6月6日（週六）在蘭
陽校園建邦國際會議廳舉辦一場，專屬於蘭陽畢業生的畢業
典禮。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表示，典禮將全程以英語舉行，
並頒發「青出於蘭」的專屬獎項，讓學生擁有特別又難忘的
畢業典禮。
　為了籌劃這場別開生面的活動，蘭陽校園將為畢業生設計
別具特色的學士服，典禮當天進行遊園後，全體畢業生步下
克難坡進入會場。此外，蘭陽校園於日前邀請學生發揮創
意、集思廣益，舉辦專屬畢業獎項名稱票選，「青出於蘭」

以66%最高得票率出線。競爭獎項名稱另有「蘭陽雪山」、
「淡蘭」等，許多同學表示，「青出於蘭」意味蘭陽校園培
育出的青年才俊，「很有意思。」準畢業生資通四郭家蓁表
示，相信會成為蘭陽校園獨具特色的傳承。
　蘭陽畢業典禮訂定8個別具意義的獎項，自即日起受理推
薦。其中，「青出於蘭傑出獎」名額有2位，11日推薦截止，
13日起至20日止進行網路票選。其他7個獎項推薦截止日期
為15日，由畢業獎評審小組進行評選。「青出於蘭才藝獎」
將頒給大學期間曾獲校內外才藝獎項，或推展才藝活動有具
體事蹟者；「青出於蘭成長獎」將頒給大學期間成長最明顯
者；「青出於蘭開卷獎」將頒給至圖書館借書最多者，另有

青出於蘭創新獎、國際獎、勤學獎、學分獎。活動承辦人學
務處組員蘇鳳龍表示，這項活動對蘭陽校園有深遠的意義，
希望藉此打造更多蘭陽校園的傳統。
　此外，6月4日晚上將於建邦教學大樓一樓餐廳，舉辦畢
業舞會暨展翼歡送會，邀請全校教職員生參加，歡送畢業
生及暑假即將出國留學的大二生，並於舞會最後選出King及
Queen。蘇鳳龍說：「會場將以機場為布置主題，工作人員
打扮為空姐或空少，希望畢業生及出國留學生們都能如登上
飛機一般，翱翔天際，尋得更開闊的天空。」

　【記者王學寧淡水校園報導】「YA一個！」校
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陳幹男及各體育校隊教練帶
領大家齊聲吶喊，於紹謨體育館前留下合影。「98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授旗典禮於上月30日中午舉
行，張校長親自授旗，並期許同學為校爭光，她鼓
勵選手們：「要把我們的團隊精神和抗壓力展現出
來！」。
　今年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主辦的大專運動會，主
題為「卓越競技，樂活運動」。於本月2日熱鬧開
幕，張校長也親自到會場加油，各項賽事將持續至
本週三（6日）。體育室主任謝幸珠揮舞著旗子，
帶領大家呼喊口號：「淡江！淡江！淡江！」田
徑、游泳、柔道、跆拳道、空手道、擊劍、體操、
桌球及羽球共9支體育校隊，大聲回應：「加油！
加油！加油！」氣勢十足。擊劍隊隊長西語三沈佳
穎表示，「今年目標為三金三銅！」自春假過後，
各校隊皆開始加強練習，「期待展現最佳狀態。」
桌球校隊指導老師蕭淑芬則笑容滿面，有信心帶領
女子桌球隊進入決賽。

　【記者孫筱婷、陳思蓓淡水校園報導】女生宿舍即
將除舊布新，更換新床組，包含床、衣櫃及書桌。學
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將於網路問卷調查，由學生票
選最喜愛的床組，做為選購的參考依據，投票至今天
止。
　校長張家宜於上月30日（週四）至女宿勘查，4家
廠商依序介紹床組。張校長表示，「以學生的安全為
第一考量，而床組的實用和耐用也會納入考慮。」住
輔組亦會請專家評估各床組，預定於暑假期間進行更
新。
　「很期待新床組。」保險四林婉真說，若床組更
新，感覺宿舍就會變得更高級。企管二林侑蓁認為，
更新後，每個人都有獨立的床位、書桌與衣櫃，但擔
心空間會變得擁擠。宿舍的其他設施，如洗衣機、廁
所等也應更新，應該會更臻完善。
　展示的4組床組預計展至今天，同學可至松濤二
館大廳體驗床組，上住輔組網頁http://spirit.tku.edu.
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8票選。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羽球社舉辦的「第四
屆淡江大學北區羽球邀請賽」於上月26日在活動中心舉行，
來自北區的政大、中央、東吳、銘傳等10所大學共15隊好手
共襄盛舉，本校派出4隊參賽，其中淡江A、C兩隊在強敵環
伺下脫穎而出，奪得冠軍及殿軍，並獲獎盃及獎品。
　淡江A隊在預賽中，雖以2：3敗給台科A隊，分數屈居第
二，仍晉級複賽。淡江A隊在複賽首場對上淡江B隊，但兩隊

仍全力以赴，最後由A隊拿下複賽首勝，並接著以3：0的佳
績順利擊敗銘傳；迎戰中央A隊時，本校沉著應戰，亦順利
打敗對方挺進冠亞軍爭奪賽；之後碰上在預賽交手的台科A
隊，淡江A隊隊長運管四陳品傑根據對戰紀錄及場邊觀察的
情報，適當調度球員，縮短雙方差距，最後以3：2些微之差
逆轉勝，抱走冠軍獎盃。
　由新生組成的淡江C隊，在預賽與政大、輔大的循環賽中

順利晉級進入複賽，維持高昂的氣勢與中華科大及台科B隊
交手，皆以勇猛的攻勢打敗對方，直到遇上中央A隊，因實
力略遜對方一籌，不幸落敗，僅奪得殿軍。
　羽球社社長運管二孫秉廉表示，雖然有頗多校隊參加，但
仍守住了冠軍，「表現得非常好。」D隊中的新手國貿一王
香涵說：「雖然成績不盡理想，但是比賽過程是很好的經
驗。」

大傳畢展傳媒兵登場 主題多元
　【記者謝慶萱淡水校園報導】大眾傳播學系第23
屆畢業成果展「第23號傳媒兵」即日起至週四（7
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靜態
展，今天中午12時30分舉行開幕式，週二（5日）
至週四（7日）每天晚上6時10分在文錙音樂廳播放
作品影片。
　畢展總召大傳四林俊瑋說：「資訊爆炸時代裡，
擔任傳媒的大傳系學生就像戰場傳令兵，肩負重
責大任，所以以『傳媒兵』為名。」展出作品共14
組，分為行銷傳播、專題創作及影音創作。其中，

行銷傳播組《e-n@il水指甲》將提供環保指甲油試
色；《典華Wedding I》組員也將身著婚紗，在文
錙音樂廳表演舞台劇，呈現「幸福也能很簡單」的
行銷構思。
　專題創作組主題多元，有新潮的街頭塗鴉、同
志議題、搖滾樂團，也有傳統的象棋和挽面等。
影音創作組包含3部劇情片、2部紀錄片、1齣廣播
劇。其中《一半的天空》、《I want more》、《迷
網》故事背景不約而同和單親家庭有關；《The 
Jumper》紀錄片則是描述一群舞者的奮鬥史。成

果展另將於5月9日至10日在華山藝文中心東3烏梅
酒廠舉辦校外展，《The Jumper》的主角「櫻木軍
團」舞者亦將蒞臨開幕表演，歡迎全校師生一同加
入這場傳媒大戰！
　參觀者凡集滿點卡，就有機會抽中PARTAKE包
包或500元折價券、旅遊書、推理小說等，週四（6
日）上午11時至下午6時還有優仕網提供的夏日美
人彩妝體驗及專業彩妝示範等，有興趣的同學千萬
不要錯過囉！

　【記者江啟義、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
暨國際教育處在外語大樓「語言學習聯誼專區」新
開設「華語Chat Corner」，分別於4月27日至5月15
日及5月18日至6月12日兩梯次進行。由本國學生擔
任Chat Leader，藉由華語交談交流文化，提升外國
學生的華語能力。國交處主任李佩華表示，希望提
供外國學生更多學習華語的機會。
　擔任華語Chat Leader的日文一張舒婷表示，這樣
的交流方式可以讓華語落實到外籍生的生活中，本
次主題為「中國菜」，將分享台灣在地美食，「還
相約品嚐滷肉飯！」來自義大利的戰略所研二阿瑪

托表示，這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未來將繼續參加
相關活動，提升華語能力。
　李佩華說明，本校對於外國留學生的照顧不遺餘

力，如舉辦華語歌唱賽、外籍生華語課程、外國留
學生座談會、華語教學工作坊及架設英文版課程查
詢系統等。

　　　　　　　　　更正啟事
　本報第749期之柯氏憂鬱量表相關報導，圖表
「本校96與97學年度各學院柯氏憂鬱指數高分組分
布」誤植為「本校96與97學年度各學院柯氏憂鬱指
數」，謹此致歉。本校97學年度各學院柯氏憂鬱指
數，各學院高分組分別為文學院12.58％、理學院
13.89％、工學院10.98％、商學院11.29％、管理學
院12.05％、外語學院10.91％、教育學院5.56％、創
業發展學院8.33％、全球化研究發展學院15.25％。

國交處開設華語�C�h�a�t� �C�o�r�n�e�r� 趣味學中文

　【記者江啟義、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
暨國際教育處於上月25日舉辦「2009春季交換生、
國際留學生蘭陽文化之旅」，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及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帶領94名
交換生及外籍生，參觀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安排羅
東林業文化園區的生態饗宴，讓參與的外國留學生

體驗台灣文化，留下深刻印象。
　來自復旦大學的交換生公行一張韜開心表示，親
身體會傳統文化，更能體驗台灣風俗民情。甫到台
灣半年的德國留學生中文一尼克表示，對台灣同學
的好客及熱情，「感覺很溫暖！」

蘭陽文化之旅 外籍生體驗台灣民俗風情

　【記者林宛靜淡水校園報導】提升就業競爭能力！
由學生事務處生涯規劃暨就業輔導組主辦，公行系協
辦的「2009職涯彩虹研習營」將於本月16日舉行，即
日起受理報名，限60人，額滿為止。
　報名可上就輔組網頁http://spirit.tku.edu.tw:8080/
tku/main.jsp?sectionId=7，詳情請至就輔組B421洽承辦
人李青怡詢問。

雙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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