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數學二周林緯：圖書館的薦購系統實在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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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獎勵 達29件
本
校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申請「國科會
98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相較95年20
件、96年25件、97年21件，今年申請件數共68件，
通過件數29件，為近三年通過數量最高。其中，工
學院共通過18件，連續兩年蟬聯各院第1，全校各
系以電機系的7件為最高。
電機四李玟芳的「新一代人形機器人之影像系統
建構與行為決策應用」計畫，在機器人身上加裝攝
影機，以機器人的視覺角度攝取圖像，利用程式精
準分析目標位置。李玟芳說，這項計畫是對自己的

一項挑戰，最終目標是為了「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
球賽」做準備。她希望藉著影像處理，有效分析目
標物之相對位置，增加比賽的得獎機會。
教科四林羿妏以「是非選擇大冒險 考試形式大
不同-遊戲模組任我行」為題，進行改善考試形式
流於記憶的實驗。把傳統的紙本考試變成一系列闖
關遊戲，讓學生以有趣的互動方式考試，以較活潑
的方法來評量學生學習成效。實驗過程施測時間及
遊戲內容，均須不斷進行修正，「感謝教科系助理
教授吳純萍老師不厭其煩、耐心的指導，才能使我

經驗傳承奏效 教心所８生考取諮商師
【記者潘桂君淡水校園報導】98年度高等考試
諮商心理師錄取名單上月出爐，本校共有8位教育
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畢業學生張雅雯、劉冠妏、吳
宜倫、賴欣怡、陳念青、游慧仙、林佳芃及王國
仲等取得諮商心理師執照。教心所所長李麗君表
示，：「靠著上一屆傳承下一屆，我們更加進步與
成長。」
現任台北市諮商心理公會總幹事的張雅雯表示，
就讀教心所碩一期間，教授柯志恩所授「認知心理
學」，訓練邏輯思考能力，讓她在課堂上檢視自己
的表達能力。碩二時，曾和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
習發展組合作，擔任培訓講師的機會，帶領大學生
解決學習障礙，尋找學習策略。在教心所的學習生
涯中，除深耕課業知識外，也學習如何待人接物的
道理，並透過團體課程，檢視自己的人際互動，
「甚至可以脫掉社交面具，說出自己真正想說的

（攝影

智財權校際PK賽尬票數

【記者符人懿淡水校園報導】法務部為倡導保護
智慧財產權概念，與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合辦
「不印才夠in－打擊知識大盜 校際PK賽」網路串
聯暨有獎徵答活動。參加PK的學生有機會獲得現金
5000元，累積過關者最多之學校則可獲得價值10萬
元圖書，統計至9日止，本校累積票數為4825票，
暫居全國大專院校第3名。
活動網址為http://project.greatone.com.tw/anti_
piracy/，不限挑戰次數，15日截止。學生只須填答5
題是非題，並填寫簡單資料，便可累積票數參加抽
獎。機電三羅少駿上網挑戰了5、6次，他表示，這
個活動可以讓大家深入了解智慧財產權相關事宜，
避免觸法還能抽獎，真是一舉兩得；除了希望自己
可以得獎，他也希望學校可以獲得10萬元的圖書，
增加藏書量，為全校師生謀福利。

高鐵優惠票 幫您省荷包

曾煥元）

有你真好傳祝福

【記者柯俐如淡水
校園報導】你還沒勇氣說出你想說的
話嗎？小小便條紙大膽表達你的愛！學務處諮商輔
導組於十月舉辦一系列「有你真好」人際關懷活
動，其中在文館側門前廣場的「溫馨MEMO情」活
動至15日止，目前MEMO板上已張貼滿滿的祝福，

其中有「祝福88水災受災戶能早日重建家園」、
「單身者則渴望能得到一段幸福戀情」、「離鄉讀
書的學生希望自己的家人能身體健康」等等。留下
memo的統計二廖祐靖表示：「這是一個能適度表
達自己心情的管道！」
系列活動有：「再忙也要跟你喝杯CUP啡」，
幸運獲得彩繪環保杯者，完成集點活動，志工將會
把杯子送給指定友人，並獻上你真誠的祝福；「愛
的襪娃工坊」讓您學會DIY製作屬於自己的襪子娃
娃，讓參與者在縫製娃娃的過程中，嘗試愛與被愛
需求的自我接觸；「愛與關懷文宣海報徵稿」，獲
獎稿件將製成海報張貼校園，讓你隨時感受校園溫
暖的氣氛！諮輔組輔導員方將任表示：「希望此系
列活動能培養學生藉由不同的方法，釋出自己心中
的愛，讓淡江校園成為友善的校園。」各項活動詳
請請查諮輔組網頁。（http://spirit.tku.edu.tw:8080/
tku/main.jsp?sectionId=4）（攝影 曾煥元）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陳映真‧人間特
展」上週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現場不僅展示許多
陳映真參與社會運動的相關照片，還有他親手繪製
的插畫，吸引許多師生前往參觀，人潮絡繹不絕。
7日下午1時，中文系教授呂正惠向與會者分享陳
映真作品中隱含的對社會現況及人道關懷。中文碩
一劉兆恩表示：「聽完呂教授的演講之後，感覺獲

益良多！不僅能更深入了解陳映真的想法，也較能
夠認同陳映真在當時時空背景下的思想。」
本次展覽，陳映真的第一篇作品「麵攤」，及在
戒嚴時期一再被查禁的小說「將軍族」，吸引許多
師生駐足仔細端詳。企管一陳佳宜表示，過去只知
道陳映真是一位鄉土作家，透過這次的展覽，更加
了解陳映真的作品及相關的種種歷程，很有意義。

黑天鵝展陳映真作品 湧人潮

陳映真作品
展，參觀者專注的
品味作品，神遊其中。

法文系首辦留學展 傳承經驗激發學習興趣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6日至8日在外語大
樓語言學習聯誼專區首次舉辦「法文系大三出國留學成果
展」，由系上留學生為大家介紹法國弗朗士孔泰大學、
里昂第三大學及尼斯大學等三所學校之特色，並分享他
們在國外的生活及旅遊經驗，讓有興趣的同學對出國留學
的相關資訊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6日中午12時的開幕典禮特別邀請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學術副校長陳幹男，以及外語學院院長宋美璍蒞臨。
陳幹男表示，學語言的最佳環境，就是「身處在該語言環
境中」，並且在語言環境的刺激下，更深入理解當地風
俗與民情。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也說：「舉辦成果展的
目的，除了讓學生分享他們在國外求學的經驗外，同時
也鼓勵同學參加大三出國留學計畫，另外對於不能出國
的同學，也希望他們能藉此機會激發更多學習語言的興
趣。」
展覽會場中，特別展示同學在國外的生活照及影
片，像是在法國大罷工期間，在所有公車停駛的情況
下，同學只好步行上學的照片，或假日時大家到歐洲
旅遊的自錄影片等。法國教育中心也特別派員到場為

同學提供留學相關資料的協助。法文二黃曦表示，未來將申請系上的大三出國留
學，「對於要申請哪間學校讓我很猶豫，但是看完這個展覽後，有了學長姐的經
驗傳承，心中更清楚如何選擇！」（圖 曾煥元）

淡大國際志工即起招募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想參
與國際事務、學習外國語言嗎？由國
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辦的「淡大國
際志工團」，配合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之「創新視野品質-拓展國際視野
提升外語能力」補助款，即起招募志
工至16日止。
為提升同學對全球脈動的敏銳度、
培養國際事務之執行力及深耕公共議
題之關懷，國交處首次公開招募「淡
大國際志工團」，國交處主任李佩華
表示，本校外籍生迄今已逾200人，加

電影社邀《一席之地》來校 與同學面對面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生買高鐵票，變
便宜了！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參與台灣高鐵公司推出
的「學生體驗65折」專案，7日在商管大樓4樓發放
優惠券。當天一早學生就開始排隊，等候隊伍更延
伸至5樓樓梯。
生輔組組長白怡昌表示，3000張優惠券中有200
張分配給蘭陽學生，當日下午已全數發放完畢。化
學四吳韻如表示：「我平常回高雄就要1500元，使
用優惠券後只要975元，真划算！」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電影社於
7日晚上6時30分在L412舉辦國片《一席之
地》電影宣傳活動，導演樓一安與演員高捷
及唐振剛也特別蒞臨現場，分享對劇中角色
的詮釋及拍攝時的心得，他們特別表示淡江
大學的同學「很親切」！
電影社社長德文二柯姵宇表示，「當初寄
出邀請函的時候，電影公司很快地就給予回
覆，想一睹明星風采的同學也表示很興奮。
未來有類似的活動，將會再大力宣傳，希望
全校的同學皆能踴躍參加。」
樓一安說，「我想表達每個人無論是生前

或是死後，都在追求屬於自己的一席之地，
也希望藉此拼貼出台灣的風貌。」另外活動
後面還開放同學提問，讓許多對電影有興趣
的同學紛紛踴躍發問，唐振剛甚至模仿起樓
一安和高捷說話的神情，逗得在場所有人哄
堂大笑。
大傳四傅淨婷也指出，自己整個暑假都在
編寫劇本，「困難處就在於如何去表達角色
內心的感受與渴望，很高興能夠參與電影社
舉辦的活動，直接了解導演的想法，帶給我
很多的收穫！」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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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甄及提早接觸研究領域有極大的幫助；在計畫撰
寫上，與教授保持密切聯繫是關鍵。指導參與申請
計劃的財金系教授聶建中說明，申請計劃教授會全
力協助，學生是否有積極的態度十分重要。聶建中
提及，他不斷在課堂上宣傳不要錯失機會，「希望
學生能在學術及教授身上不斷挖寶。」他同時說：
「和學生一起做研究是教學相長。」年年指導學生
通過研究計畫申請的電機系教授江正雄表示，研究
計畫從題目的發想到計畫的形成，教師都必須花時
間與學生共同討論，「老師的熱忱很重要！」

諮輔組關懷活動

話。」這些對日後到職場工作都很有幫助。
現任清華大學諮商中心研究助理賴欣怡表示在校
期間，就組讀書會和同學一起準備考試。其中，對
於洪素珍老師帶領的「諮商實習課」印象深刻。學
生每週花4天的時間待在醫院、諮商中心等不同實
習單位實習。她說：「在老師的帶領下，大家一起
討論、解決問題，即使碰到難題也不怕。」也由於
在校時豐富的實習經驗，對日後輔導學生時十分有
助益。
李麗君表示，今年教心所也再度獲天下Cheers雜
誌評選為2010年度教育類熱門系所，為教育類唯一
入選之私立大學系所。教心所的每項課程都很扎
實，學生們平日就受專業的訓練，加上自身的努
力，畢業的學長姐都會回母校分享經驗，所以才能
有優秀的表現。

淡大60創意賽 好點子快來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你是點子超多的鬼
靈精怪嗎？那麼就來參加文創產業創新產學中心舉
辦的「2009創意大賽--驚聲大壽 淡大60」吧！本
週四（15日）起至11月8日受理報名，前3名分別可
獲得獎金1萬、6千，及3千元喔！
本校即將邁入60歲大壽，創意中心特別舉辦此次
比賽，希望同學發揮創意一同為淡江祝壽。競賽將
由本校創意教師與產業界創意專家組成評審團，針
對作品的創新性、趣味性、可行性進行評比，初選
時專業評審意見占80%、網路人氣占20%，決選則由
校外專業評審針對稿件進行審查，將選出前3名、
佳作、人氣等獎項，得獎者將於11月25日頒獎。意
者請至活動網址http://gogo.tku.edu.tw，下載比賽辦
法及報名表，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將你的創意絕活
展現出來吧！

在測試失敗時，再次投入下個實驗。」她也指出，
研究過程往往會遇到挫折，保有對實驗的熱忱及興
趣，是支持計畫案持續執行的動力，學校資源豐
富，教授也會全力協助，對研究有興趣的學弟妹，
只要多用心，每個人都有機會進入研究領域，將所
學理論付諸實行。
財金四曾玉翔表示，當初因教授在課堂說明國科
會研究計畫，決定投入研究，以「景氣循環與各產
業股價的關係與投資法則」計畫通過申請，他說
明，大學生做計畫除了可實際執行所學理論外，對

工學院
居冠

入志工團行列，除服務校內外籍生，
還可拓展國際視野並增強外語能力。
經錄取後，將可參與培訓課程，內
容包含國際禮儀、國際事務議題研
習、行動企劃開發及語文口語訓練
等。錄取方式將採優先報名、優先錄
取制，欲報名者請於本週五（16日）
前，上國交處網站http://www2.tku.
edu.tw/~oieie/下載報名表，填妥寄至
指定電子信箱tkuoieie@gmail.com或送
至國交處（FL501）洽承辦人林淑惠。

一睹明星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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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2(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納尼亞傳奇二」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0/12(一)
陸研所
「兩岸文教研究」學術交流
14:00
SG319
英會社
10/12(一)
CIT木匠工具樂團
文錙音樂廳
18:40
圖書館非書組
10/13(二)
播放影片「神鬼傳奇3」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0/14(三)
12:00

學園團契
美食廣場

CTI宣傳活動

圖書館非書組
10/14(三)
播放「終極警探4.0」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電影社
10/14(三)
播放影片「沒問題先生」
B117
18:30
10/14(三)
海天青
Just do it
19:00
E311
圖書館非書組
10/15(四)
播放影片「赤壁2」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學園團契
10/15(四)
CTI音樂會
文錙音樂廳
19:00
10/16(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歌舞青春3」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諮輔組
10/17(六)
「月光啟示」塔羅自我成長
淡水B127
9:30
團體
蘭陽CL319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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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京都橘大學
日本京都橘大學（Kyoto Tachibana University）
位於日本本州京都府山科區。該校創立於1902
年，與本校於2000年3月正式締結為姊妹校。該
校學生共有2964名學生，設有英語溝通、日本
語與文學、歷史學、文化資產與遺產、兒童教
育、現代管理、城市環境設計及護理等8部門。
該校與全世界19所大學締結姊妹校，進行學術
交流。
該校創立時原為「京都手藝學校」，宗旨
在「促進並培養獨立自主的女性」，2005年
更名為「京都橘大學」，並採用「獨立、共
存」為宗旨，該校也增加職場知識（clinical
knowledge），加強職業教育。另外，該校相當
重視書法，固定時間舉辦成果展，亦獲得日本
高中、大學生書法展「團體最佳學校」殊榮。
（江啟義整理）
日本京都橘大學
照片來源： http://

www.tachibana-u.
ac.jp/index.html

保險系6生考取大陸證照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保險系碩士在職專
班二年級張家愷、許家定等6人，日前前往大陸參
加證照考試，皆順利取得保險代理人等資格證書。
許家定，目前擔任大眾銀行保險代理人襄理，他
說：「之所以會想考大陸證照，是因為看好大陸市
場未來保險業的潛力，且大陸證照比國內證照考試
簡單，因為國內考的大多是申論題，大陸證照則以
選擇題居多。」
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指出，系上教師上課時，會
講授大陸證照相關的內容，對於學生考證照有一定
的幫助，目前系友會也規劃獎勵通過證照的學生。
大陸未來是一個很好的保險業就業市場，「考取大
陸證照可增加競爭力或就業機會，我們將持續鼓勵
學生考取證照，以立足台灣、跨足大陸。」

活動企劃師證照 等你拿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是否煩惱於如何撰
寫企劃書？不用擔心，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舉辦
的第四屆「校院青年活動企劃師CCAPP」培訓課程
熱烈開跑囉！報名日期於即日起至22日止，限100
人，趕緊為求職做好準備。
報名資格為大二以上的在校生，有社團經驗者優
先錄取，承辦人康雅婷建議：「以同學參加社團多
年的經驗，考張證照，可以證明自己企劃活動的能
力。」活動詳情可洽課外組SG315承辦人康雅婷小
姐，或上網（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3）查詢。

1G隨身碟 上網隨時用

攝影 陳怡菁

《一席之地》演員高捷
（左）、唐振剛（右）
表達對劇情的內心感
受，與同學侃侃而談。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好消息！資訊中心
即日起開放「淡江大學網路隨身碟系統」，免費提
供1GB磁碟空間，供學生存放資料。
個人電腦無論使用Windows、Linux、Mac等作業
系統，上網登入即可存取自己的檔案資料。網址為
http://ispace.tku.edu.tw/，此系統可針對特定目錄設
定加密，不必擔心資料外洩。英文四陳思瑄表示，
這項系統很棒，作業起來很方便，但空間如果可以
再大一點會更好。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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