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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三葉韋奇：選課戰場高手如雲，沒手殘，一秒登，秒殺課還是瞬間掰掰。

美洲所碩生及２校友躍登外交領事金榜
）
（圖 張祥儒提供

（圖 劉曉儒提供）

所上副教授王秀琦「拉丁美洲外交政
策」讓她了解拉丁美洲國家間的關係，
西語系教授陳雅鴻在「西班牙文政經與
法律詞彙」課堂中，十分強調重要的西
語詞彙，在考試中更發揮了作用。考第3
次才上榜的她，吸取前兩次落榜的經驗
並改進後，金榜題名，她說：「我都在
學校的圖書館準備考試，並利用圖書館
的資源，看期刊，關心時事，畢竟考題
天馬行空，不會只侷限在課本。」張祥
儒畢業後從事貿易工作4個月，經家人及
朋友的鼓勵報考，此次是他第2次考試，
他說：「陳雅鴻老師的『國際法常識』
及王秀琦老師的『拉丁美洲政治體系』
都是對於考試非常有用的課程！」連續
半年每天早上8時起唸書到下午5時，張

祥儒說，規律的生活也是重要的。葉仁
傑說明，他的論文指導教授陳一新教導
的「外交與國際關係」頗具啟發性，同
時訓練學生的思考問題的能力，而曾擔
任過外交特考口試老師的榮譽教授李本
京在課堂上也鼓勵學生參加外交特考，
並告訴學生特考的相關訊息及評分標
準，對於即將到來的外交工作，他說：
「雖然開心，但責任同時重大，未來也
會是個考驗。」
3位準外交官皆表示，恆心與信心是
考取特考的不二法門，劉曉儒建議，對
外交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報考美洲研究
所，因為這份工作雖沒科系的限制，仍
會參考所念領域是否相關，若能透過本
校國際研究學院學習，收穫會更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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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廈門大學
廈門大學（Xiamen University）位於大陸福建
省。該校創立於1921年，為大陸第一所由華僑創
辦之大學，與本校於1995年4月締結學術合作協
議書，成為本校在大陸第2所學術合作之大學。
該校目前共有3萬8千餘名學生，大學部共有22個
學院，共60個科系。
廈門大學擁有完善的教學、科學研究設備及
公共服務體系，校地占9000畝，共有校本部、漳
州、翔安等3校區，校景依山傍海、風景秀麗，
也讓該校成為中國環境優美的學校之一。廈門大
學目前與英國、美國、日本等國共150所大學締
結姊妹校，並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共建「全球十大
聯盟」。根據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中國大學評
價》指出，該校列第23名。（江啟義整理）

海外華裔青年團繞著台灣跑

管科所博士班福華同學會
歡送黃文濤場面溫馨

外語學院大三留學即起甄選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想要出國留學嗎？
由英文系主辦的大學海外留學，即日起至3月22日
止，辦理98學年度全校大三留學生甄選，分別前往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維諾那州立大學及加拿大
布蘭登大學留學一年。
英文系助教劉宥蘭表示，參加海外留學甄選不
限任何科系，只要是本校大二生或進學班二年級
的學生，在校成績大一至大二上學期平均達75分
（含）以上，2年內托福網路測驗達61分（含）以
上，即可報名參加。符合資格的同學可至英文系網
頁下載報名表，並將資料備妥後送至英文系辦公室
（FL207），錄取名單將於4月中旬公告於系辦公布
欄及網頁。

【記者梁琮閔台北校園報導】成人教育部
於上月6日至26日承辦僑務委員會「海外華
裔青年台灣觀摩團」，帶領來自中南美洲、
紐西蘭、澳洲、德國78位華裔青年，體驗為
期21天的寶島風情、文化。學員經過半個多
月的相處，感情融洽，除深入了解台灣外，
也結交各國好友，活動結束時，彼此相擁而
泣，離情依依。
本次觀摩團成員多以巴西、阿根廷、智
利、巴拉圭等中南美洲國家為主，行程除參
觀故宮、逛士林夜市外，也以近來引發熱潮
的台灣國片為主軸，設計出一系列的台灣環
島之旅，包含「痞子英雄」、「海角七號」

及「最遙遠距離」等電影景點，帶領學員走
遍台北、台南、高雄、墾丁等地，藉由影片
的觀點讓學員更容易深入台灣特有的文化。
為了這次活動，本校甄選出13位輔導員，
各個外語能力甚佳，充分顯現本校國際化成
果。輔導員國貿四江婉綺表示：「中南美洲
的學員熱情、敢秀，旅行途中所拍的創意照
片，讓活動更增添趣味性。」來自巴西的蔡
安妮說：「最喜歡台灣的夜市，好吃的東西
太多，讓我愛不釋手！」來自阿根廷的高銘
駿也說：「這次是第一次來台灣，發現這裡
的天氣比阿根廷好很多，環境又乾淨，很喜
歡這裡。」

圖片來源：http://www.xmu.edu.cn/xyfg.asp

MV高手來金傳獎較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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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服務隊下鄉
服務隊下鄉 行副期勉為別人打造幸福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右３︶等師
長為服務隊員加油打氣，並與同學
在福園前合影。︵圖 陳怡菁︶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管科所博士班同學
會於上月23日，在台北福華飯店舉辦成立大會，共
有100多人參與，當天除推選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
心董事長簡仁德擔任理事長、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常
駐監察人黃壽佐擔任監事長外，也歡送系上退休教
授黃文濤，場面溫馨感人。
會上邀請前校長暨監察委員趙榮耀致詞，他期望
同學會往後能蓬勃發展，簡仁德也希望日後能舉辦
各項活動，凝聚系友向心力，與系上緊密聯繫、合
作，並給予課程等相關建議。
大會以影片等方式來回顧黃文濤在校種種，畢業
生代表育達商業科技大學教授陳基國說：「老師有
教無類，教學總是充分展現出文人的風範，這對我
影響很大。」黃文濤表示，感謝淡江給予這麼好的
教學環境，看到所指導的博士生在領域上都有傑出
的成就，非常欣慰，也非常感謝系上這次的安排，
十分窩心。

寒訓充電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美洲研
究所於外交領事特考中大放異彩！98年
度外交領事人員特考西班牙文組報考
人數約130人，第一試取8人，第二試最
終錄取6人，其中3位就是本校美洲所出
身！分別為美洲所碩四劉曉儒，以及校
友張祥儒、葉仁傑，美洲所所長陳小雀
表示，因台灣的邦交國多在拉丁美洲，
故擁有西語的專長加上拉丁美洲的專業
知識，在外交特考中較易脫穎而出，也
是決勝的關鍵。
今年即將自美洲所畢業的劉曉儒表
示，她大學就讀本校西語系，大四畢業
後即透過大專生公部門實習計畫進入外
交部實習，由於從事外交工作是大學以
來的夢想，因此報考美洲研究所進修，

之

【本報訊】在寒冬中淡江人仍不忘
送暖，寒假本校17支服務隊下鄉，包
括彰化、台中、二齊、屏東、花蓮等
5個校友會返鄉服務，還有親善大使
團、資創學會、關懷動物社及在「98
年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鑑」
獲得特優獎的康輔社等9個社團，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並於上月18日在商管大
樓B712，為同學授旗並加油打氣。
今年本校服務隊仍至偏遠地區國小
服務，遠至屏東、高雄等縣，有課業
輔導、電腦等課程，也安排團康、環
保等活動。今年第2次至柬埔寨服務
的「柬埔寨服務學習團」，也帶著熱
情前往磅針省磅針市、貢布省。高柏
園在授旗典禮中，期勉服務隊努力學

習「專業不只能成就自己，專業也可
以關懷別人、打造別人的幸福」。學
務長柯志恩表示，大學時曾在青年訪
問團擔任與親善大使同樣的任務，因
此十分有親切感，她祝福學生收穫滿
囊。
在社團中，蘭陽校園資訊創新科技
系學會的資創寒假服務隊，於上月
25、26、27日在宜蘭縣蘇澳鎮岳明國
小，舉辦資訊體驗營「資碼開門」，
課程內容教導如何正確利用網路上免
費資源，包括萬國風情之明信片製
作、電腦硬體結構等。藉此提升學童
的電腦應用及網路資源應用能力，並
使小朋友發揮創意及增加新生代學童
之競爭力。

好山好水樂學習 個別指導親身體驗收穫多

學生會蘭陽幹訓 在討論中激出火花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舉辦的寒假幹部訓練，於
上月18、19日在蘭陽校園登場。許多第一次踏上蘭陽的學生會儲備幹
部，看到好山好水讚嘆不已。兩天訓練中，學生會邀請「康輔天堂」
團隊講師蒞臨演講，講授如何發揮團隊默契，順利完成活動及創意思
考，創造最大團隊動力。企劃實務設計「超有點設計公司」，讓參加
者印象深刻，由學生會幹部設定活動時、地、物，隨後由儲備幹部分
組設計活動流程及內容，在討論與互助中激發出火花。
學生會會長水環三陳聖致，講授學生會在學校自治的重要性；財務
部長財金三蔡雅茹指導社團經費核銷及公文流程；權益部長公行三江
啟義講授學生權益申訴流程與重要性等精采的課程，讓參加者收穫匪
淺。公關部員英文二鍾幸儒表示，參加完寒訓後，了解學生會在學校
的重要性。而權益部副部長經濟二林柏廷說，身為權益部的一份子，
會盡全力為學生權益把關！
在企劃實務設計中，頗有收穫的西語二俞佳嘉表示，全隊發揮創
意，設計屬於淡江的活動，學到如何吸引師生參加、運用有限資源創

造最精采的活動等，「大家都是藝術家」！另外，由幹部領導，填寫
對學生會及自己的展望、目標，接著放入時光寶盒，並於明年幹部訓
練再打開。秘書長英文三陳筱涵說，希望能為學生會留下傳承的身
影，進而激勵大家盡全力為全校同學服務。

合唱團音樂營 聲樂教師逐一指導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合唱團5天4夜寒訓音樂營於上月22日
圓滿落幕，同學不僅唱歌功力提升，也學習到肢體語言與認識自我。
合唱團社長化學三高振堯表示，這次寒訓社員都指出，在聲樂練習上
收穫最多，「這全歸功於老師細心一一指導！」高振堯另提及，今年
寒假合唱團於上月25日在國家音樂廳表演＜獅子王＞，也得以藉此機
會加強練習。
高振堯指出，音樂營師資陣容龐大、課程多元豐富，曾擔任台北愛
樂合唱團、榮星合唱團之聲樂指導老師陳美玲，帶領大家認識自己的
聲音；同樣曾擔任過台北愛樂合唱團聲樂指導老師陳珮琪，開發同學
的驚人潛能；獲獎無數的林義偉老師，讓同學更了解自己；林坤輝老
師用肢體語言破除同學心中的障礙，更能自由展現自我。還有多位老

師說明發聲方法與技巧，並提醒學員們不容易發現的歌唱缺點，讓學
員們更加了解自己的聲音。高振堯滿懷感謝地說，老師在練習時一一
個別細心的指導，讓團員功力增進不少！

吉他社齊聚學習

馬術社夜宿馬場體驗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寒訓營於上月23日在淡水校園
新工學大樓進行，5天4夜的行程包括吉他課程、晚會、團康遊戲等活
動，許多參與活動的同學皆表示，對於課程設計很滿意、又可凝聚社
員向心力。課程邀請林建和、謝力航、林正如等名師授課，社長數學
三莊昇達表示：「吉他社寒訓是歷來的傳統，雖然籌辦很累，但很值
得。」
另外，馬術研習社於上月18、19日在山海關馬場舉行寒訓，2天1夜
的課程包括馬事勤務、趕馬、騎乘訓練與學調馬索，馬術社社員不少
皆是女生，但各種馬術訓練一點也不喊苦。馬術社社長公行二袁愛婷
表示，今年不同以往社員夜宿馬場，不但增進社員的感情，也更清楚
馬兒一天的作息。新進社員法文二李佳蓉，在練習過程中被馬匹踩
到，但她仍大呼「能自己騎馬，感覺好新鮮！」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你是拍攝MV的高
手嗎？你是擅長劇情短片的導演嗎？來吧！大傳系
主辦的「第二屆淡江金傳獎」可以成為你實現夢想
的舞台！即日起至4月13日徵件，總獎金超過1萬5
千元，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承辦活動的資訊組長大傳二張漪彤表示，比賽
共分為6大類組--「音樂MV」、「劇情短片」、
「照片故事」、「電視新聞」、「海報設計」及
「廣告金句」，每組各取前3名，第1名獎金最高為
2000元，詳情請參閱活動網址http://www.wretch.
cc/blog/tkugma。

管院歲末聯歡 師培聚餐為學習營打氣

【記者黃雅雯、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管理學
院日前在活動中心席開14桌，熱熱鬧鬧舉辦歲末聯
歡。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各系系主任輪番上陣引
吭高歌，資管系系主任徐煥智及系友顏志祐等人帶
來的撲克牌魔術表演，搏得熱烈掌聲，為活動掀起
高潮，而前校長陳雅鴻、林雲山，以及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學術副校長陳幹男也熱情與會。王居卿表
示，藉由舉辦歲末聯歡，來感謝院內教師、同仁的
辛勞，也希望大家能帶著輕鬆的心情一同狂歡、凝
聚彼此感情。
活動由王居卿以＜快樂的出航>揭開序幕，緊接
著，各系系主任也使出渾身解數，輪番獻上一曲，
當會計系系主任陳叡智高歌＜光陰的故事>時，系
上教師、同仁也上台伴舞合唱，為活動增色不少。
另外，師資培育中心於上月15日中午在鍾靈化學
館新館中庭舉行「98學年度第1學期板書競賽及三
分鐘即席演講頒獎典禮暨寒假學習營行前授旗儀
式」，同時也是歡樂的期末餐會，邀請師培中心師
生共襄盛舉，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也特地前往參
加。中文三許瑋珊說，師培學生來自各個不同的科
系，除了上課之外很少聚在一起，這次餐會讓大家
可以相聚，感覺很輕鬆、溫馨。高熏芳表示，藉期
末餐會的方式回饋大家一年來的辛苦，用此場合頒
獎及授旗除表現教育學院寓教於樂的一面，也象徵
教育活動的延續。

本報27日寒訓增強實力

【本報訊】本報將於27日舉辦記者冬令研習會，
邀請知名媒體工作者經驗分享，以增進學生記者的
寫作、專業技巧。此外，創辦人張建邦將與會開訓
並勉勵記者學生，而本報發行人校長張家宜、行政
副校長兼本報委員會主委高柏園也將在結訓時，為
記者們頒發結業證書。
研習會邀請的講師分別為：壹週刊人物專欄組記
者簡竹書、前路透社在台首席攝影記者鍾宜杰、商
業周刊編輯總監黃瑞瑩；授課內容包含人物專訪、
新聞攝影與新聞採訪，以精進同學寫作技巧。

寒假淡江很童趣 小紳士小淑女習禮儀 小記者學採編 小朋友製年曆知習俗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由員工福利委員會、師資培育中心、教育
學程委員會舉辦的「淡江大學2010員工子女FUN寒假學習營」，於上月28
日圓滿落幕。小朋友經過6天邊玩邊學的洗禮，過了一個充實的寒假。目
前就讀小一的陳啟寧童言童語，開心地說：「我以後都要來
淡江大學上學！」

小紳 士、 淑女 發言 都會 先舉
手， 禮儀
課成效佳。（圖／陳振堂）

4至6年級小朋友，參
觀淡江時報，在歡笑中學習。（圖／曾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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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
課程由
師培中
心副教
授朱惠
芳，帶
領該中
心學生
精心設
計，依
年紀分
為A、B
兩班。
A班介
紹不同月份的習俗及慶祝方式，並讓小朋友製作獨具特色的年曆，
小朋友各個發揮玩心和創意，在年曆上畫出最喜歡的圖案，有的小
朋友還特別加上獻給媽媽的話，讓媽媽看了好感動。
B班則以「NEWS！TKU」為主題，學習報紙產業相關流程，最
後動手動腦製作報紙，小朋友天馬行空超有想像力，做出來的報紙
充滿創意。成果發表時一一介紹自製報紙，小朋友上台時有的害
羞靦腆、有的信心滿滿，頒獎時小朋友難掩興奮，不時爆出歡呼
聲，台上台下熱鬧非凡。問他們創意靈感從那裏來？小五陳怡玲
開心地說：「我的『報米花』是因為老師請吃爆米花想到的。」隊輔之一
西語三黃万娟笑著說：「小朋友的活潑熱情，讓整個課程變得很有趣，也
讓我從活動中學到很多。」
小朋友在遊戲中，互動互助，學習
知識與團體生活！︵圖／陳振堂︶

【本報訊】寒假的淡江，多了許多小紳士、小淑
女！親善大使團於上月25、26日在新工學大樓舉辦
「禮儀小兵總動員，探索世界大冒險」成長營，指導
國小的小紳士、小淑女們美姿美儀、國際禮儀與說話
的藝術、用餐禮儀等生活上實用的技巧。親善大使團
團長西語三吳敏琪表示，第一天小朋友很活潑、好
動、不受控制，但經過訓練下來，小紳士、小淑女們
都習得了大多數的禮儀，「和小朋友相處真的很快
樂！」
親善大使精心安排課程，並經由簡易的教學，讓小
朋友在玩中學，習得各項生活禮儀，讓小朋友知道如
何走、如何站、如何使用刀叉等國際禮儀及說話的技
巧，並將英語融入團康遊戲中，讓小朋友在遊戲中學
得禮儀並具國際觀。吳敏琪指出，小朋友活潑但急於
發表意見，但經由學習，他們最大的改變是懂得「等
別人說完再說話。」在課程進行到「世界萬花筒」
時，談到杜拜塔時，小朋友紛紛瞠目結舌「哇！」吳
敏琪表示，小朋友在「世界萬花筒」中打開國際視
野，也讓他們了解，具備國際觀的重要性。她也談
到，未來想增加與小朋友互動的時間並讓他們有更多
機會表現。
第2次參加這個營隊的李奕葶開心地對媽媽說：「很
喜歡跟大哥哥、大姊姊在一起，而且我學會如何喝湯
了！」今年小學五年級的李韋成表示，營隊活動不但
好玩，東西也很好吃，「下次我還要參加！」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2010/1/28

下午 07:1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