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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輔主題週人氣旺 文化週美食遊戲接棒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八日 星期一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諮輔組於1日在黑
天鵝展示廳舉辦「小眼睛with大耳朵」主題輔導，
開幕當天除詞創社與舞研社帶來精采的演出外，大
門口五彩繽紛的花造型氣球，更增添黑天鵝的熱鬧
氣氛；展示廳內有wii、手工DIY、人體素描等多項
活潑的遊戲活動，吸引同學們呼朋引伴參加，讓展
場瞬間熱鬧滾滾。
諮輔組諮商師、活動負責人楊正彬表示：「去年
同學對手工藝的反應十分熱烈，加上配合這次人際
交流的主題，故本次添加更多互動性活動，讓同
學能藉此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其中「make a
wish許願樹」大聲訴說著同學們的心願：「長高到
180」、「順利畢業」、「I want a job」、「成為出
色的洗馬桶工人」等千奇百怪的願望。
展場攤位設計成闖關活動，讓同學接受挑戰，通
過4關後，可將花造型的螢光筆、海音咖啡券等禮
物帶回家。順利闖關的大傳二詹惟婷興奮地表示：
「沒想到展示廳也有這麼好玩的遊戲，還可學到許
多手工技巧。」
動態部分，有wii遊戲比賽的網球、高爾夫等多

企管二張瑜珊：地震時，床頭千萬不要放仙人掌。

種運動項目，同學們欲罷不能的一場一場玩下去，
直呼要打倒對手為止！而由康輔社員教導的串珠、
星沙、摺氣球等限量手工DIY，相當受到喜愛，現
場座無虛席。資管三邱于真開心地說：「學摺汽球
時，一直有氣球爆掉的可怕聲音，但克服心理障
礙、完成作品後，便很有成就感。」
靜態部分有海報展、書展及美術社社員現場人像
素描。剛體驗完的資圖三高瑄鴻表示，「畫得還滿
像的耶！」迫不及待想拿回畫像作紀念。走出展示
廳外，廣場旁有同學許下今年願望的卡片、或正在

寫傳情卡片的人，大家勇敢說出心裡話，空氣中飄
著希望與祝福。

文化週今開幕 送折價券
【記者張靜怡、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台灣各地
的名產是否讓你回味無窮呢？一年一度由新竹、台
中、嘉雲、花蓮、高雄等16個校友會合辦的「環台
之旅4、5天」聯合文化週即日起至週五（12日）展

60校慶搶先報：時光膠囊徵稿

甄選未來學年會學生代表 15日報名

【記者蔡瑞伶淡水校園報導】參與世界未來學
會議的機會來囉！報名日期自15日至22日止，有
興趣參與甄選的同學，請至未來學研究所辦公室
（Q207）索取申請書或至網站http://future.tku.edu.
tw/cht/index.htm下載。錄取者將於7月8日至10日，
參與在美國波士頓「世界未來學會2010年年會」。
未來所所長陳瑞貴表示，3天的會議包括論文發
表、工作坊及與未來學相關書籍的作家面談等活
動，會後也有專家論談，與會同學不僅能與全球未
來學者面對面談話，還能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接
觸。參與2008年年會的產經四陳若伨表示，「平常
很難接觸到這樣國際性會議，藉著參與演講的機
會，不僅能增長知識，還能與來自不同國家的人接
觸，擴大視野。」

畢業紀念冊即起訂購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2010畢業紀念冊
「逐步出滬」將隨鳳凰花一同盛放，即日起至4月
15日止，有意願訂購的同學可與各畢業班代聯繫，
每本售價1300元，畢籌會會長數學四張弘陵表示，
此次訂購之後絕不再版，錯過可惜！
「逐步出滬」象徵畢業生將步出校園，走向未
來！風格活潑浪漫，期望呈現滬尾美麗風景與四季
天候，張弘陵拍胸部保證：「畢業紀念冊將採高品
質的四色印刷及網點印刷技術，即使拿專業放大鏡
也看不出馬賽克缺格，加上挑選的照片畫素極佳，
使紀念冊更具收藏價值，絕對物超所值！」

學習策略傳授 報名要快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習與教學中心
學生學習發展組所舉辦的「學習策略工作坊」即將
於下週一（15日）開跑囉！本學期的課程共有「記
憶煉金術」等課程，歡迎踴躍報名。
課程除了「記憶煉金術」外，尚包括「原文書輕
鬆讀」、「我是報告王」、「上台報告技巧」、
「神啊，請給我多一點時間」、「輕鬆簡報快‧
譯‧通」、「 Photoimpact 基礎入門」和「大學生
讀了沒--閱讀技巧精進」，幫助同學學習英文讀書
策略、書面報告撰寫、時間管理、簡報實作及閱讀
技巧。各班僅接受14位同學報名，意者即日起可至
I405，或上網線上報名（http://163.13.42.31/index.
aspx）。

法式煎餅蘋果酒邀你來嚐
魁北克饒舌歌11日分享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提到法國，你的
腦海中已經浮現各種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嗎？法
文系於本週三（10日）晚上6時30分在烹飪教室
（R108，活動中心一樓郵局旁）舉行「法式煎餅
與蘋果酒品嚐活動」，將由系上法籍助理Fanny
Scarulli現場指導同學做出可口美味的法式煎餅，配
上甜甜的蘋果酒，與大家來一場浪漫的法式饗宴。
法式煎餅不僅是家庭生活中不可少之的傳統美
食，也是當時農夫為了方便在遠地忙於農務而發
明的食物。本次活動人數限30名，報名至今天（8
日）下午4時截止，報名費100元，請至法文系辦公
室FL416向法文系組員趙俊凱洽詢，在學校就能品
嚐道地法國佳餚，你還在等什麼？
此外，法文系也將於本週四（11日）上午10時10
分至11時30分，在外語大樓地下一樓舉辦「魁北克
饒舌歌演唱」，邀請在法國許多重要的音樂節演出
的薩米安，用音樂分享他對生活、身分和人民歷史
的個人解讀，活動完全免費，有興趣的同學可至現
場參與。

摺氣球作造型，學生花數小時手工DIY。 在黑天鵝
展示廳外，許願卡結滿繩網，為同學的願望留下見證
（攝影／曾煥元、陳怡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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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來訪 樂學華語遊名勝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子計算機科
學系（現資工系前身）校友、現任日本名古屋產
業大學副教授林敬三，於1日帶領該校學生參訪本
校，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為迎接遠道而來的貴賓，
開設為期2週的短期華語文研習班課程，也安排日
文系學生擔任學伴，陪同遊覽台北名勝，讓兩校學
生在輕鬆的氣氛下相互交流。
來訪的學生在國交處主任李佩華的協助下，入住
本校麗澤國際學舍，每間寢室各安排一位日本交換
生與台灣學生當室友，以解決日本學生在語言上的
不適應。另安排參訪國科會等單位，並遊歷淡水老

街、北投溫泉、故宮、艋舺、西門町等台北知名景
點。擔任學伴的日文二阮詩涵表示：「一開始大家
都很害羞，但彼此溝通良好，晚上還帶他們品嚐淡
水名產，相處十分融洽，希望藉由這次的交流，讓
他們能對淡江留下美好印象。」山田晴那表示：
「學校課程安排非常好，雖然中文發音很難又複
雜，很容易學了就忘，但是老師很耐心教導，加上
晚上在宿舍時還會複習功課，所以學習得很快。」
鈴木健一郎開心地說：「在淡水老街玩食物十字路
口遊戲（食物名稱接龍）很有趣，尤其台灣的美食
琳瑯滿目，讓我吃完還想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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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為迎接本校60週年校慶，全校總動
員，並如火如荼地策劃各項慶祝活動，本報也於本
月起一連規劃多項相關主題，包括校慶主題徵文、
傑出淡江時報校友邀稿等，歡迎共襄盛舉。
首先登場的為三月主題徵文--「珍藏淡江的時
光膠囊」，你看過電影或卡通主角埋下時光膠囊，
多年後重新挖出來的感動情節嗎？試著想像20年後
本校80週年校慶時，你會希望打開什麼專屬自己淡
江生活的時光膠囊呢？即日起至22日止受理徵文，
文長約500字，歡迎踴躍上網投稿（http://tkutimes.
tku.edu.tw）。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真理大學及聖約翰科技 芬、聖約翰科技大學學務長陳建宏及真理大
大學，於4日簽署「北海岸運動聯盟」，由本校體育室主任蕭淑 學體育室主任鄭俊傑代表簽約，以「資源共
享」及「校際合作」為理念，將淡水地區學
校的體育運動串聯，讓北海岸動起來。
蕭淑芬說「北海岸運動聯盟就像是大型的
運動友誼賽！」她表示，此聯盟有效促進校
際友誼賽的舉辦，有助提升運動水準，並藉
由支持場上選手的熱情，凝聚愛淡江的心。
而三校間的資源共享，學生受惠外，亦給淡
水居民更好的運動場域。
親臨本校體育館後，鄭俊傑、陳建宏不約
而同對淡江體育推動表示肯定，鄭俊傑表示
重訓室具專業水準，更以「非常羨慕」形容
淡江學生的運動環境；陳建宏指出，對本校
體育館重量訓練室（SG323）設有跑步機、交叉訓練器、
籃球隊無論在實力及素質上，都是值得學習
腰部旋轉機、腿機等共18種重量訓練器材。
的對象。對於三校聯盟，蕭淑芬表示，本校
（攝影 陳怡菁）
有優勢提供資源，並說明未來是「海洋教

育」的時代，任何水域運動都將是學生學習
的重點，我們擁有「北海岸」之共同特色，
更應結合三校發揮運動經濟實力。提到真理
大學在運動上的特色，鄭俊傑表示，真理設
有運動休閒管理系，可提供專業上資源，如
學生擔任比賽裁判、協助舉辦研討會等。
本校體育室活動組組長陳逸政說，對即將
到來的校內水運會，由於三校聯盟，可讓三
校水上好手一同競賽，可增加本校游泳校隊
的實力。蕭淑芬說，此聯盟為60週年校慶計
畫之一，若成效好，希望讓這樣的方式一直
持續下去，將運動風氣散播至北海岸的每個
地方！參與上學期校際友誼賽的男籃校隊隊
長統計四黃郅銘表示，此聯盟的誕生，讓校
隊的實戰經驗增加，不但能了解不同學校的
戰略，也能訓練隊上的臨場應變力。

本報研習會精進專業 張校長有期許有考驗
【記者梁琮閔、戴瑞瑤台北校園報導】本報記
者冬令研習會於上月27日在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舉
行。會中邀請校長、本報發行人張家宜於開訓典
禮中致詞，張校長除了肯定過去本報人員的辛勞
外，也指出未來工作方向。另外，研習會中邀請
業界資深新聞工作者，進行經驗分享與寫作教
學，以精進採訪技巧。結業時邀請行政副校長、
本報委員會主任委員高柏園致詞頒獎。
張校長帶來張創辦人指示的工作重點，指出要
回顧淡江過去4波的發展，提出對第5波的展望。
另外，張校長對本報有期許也有考驗，她針對校
務進行「有獎徵答」，本報記者搶答，勝者獲得
「小金虎」。而高柏園於結業時提到，高等教育
面臨少子化、研究所招生將有困難等問題，提醒
本報未來關注的焦點。
本次研習會邀請專業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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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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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活動名稱

3/8(一)
課外組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甄選報名
8:00
SG315
3/8(一)
會計系
98學年度第2學期會計學系「會計財金學
8:00
B1113
分學程」及「會計資訊學分學程」報名
3/8(一)
諮輔組
馬偕醫院志工招募
9:00
B413
3/8(一)
攝影社
淡江大學義賣攝影展
10:00
恆昶藝廊
3/8(一)
師培中心
教育學程甄選說明會
12:10
鍾靈中正堂
3/8(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天使與魔鬼」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3/8(一)
英語會話社
Travel旅遊
19:00
E302
3/9(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決戰異世界-進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化時代」
3/9(二)
16:00

諮輔組
邁向性別平等新紀元-國家
驚聲國際會議廳 婦女館形象片

星相社
3/9(二)
西洋靈數學介紹
L204
19:00
3/9(二)
體適能有氧社
有氧舞蹈社迎新活動
20:30
SG246
3/10(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越獄風雲‧終極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之路」
3/10(三)
電影社
影片欣賞「情鍵四分鐘」
18:30
B117
3/10(三)
學園團契社
聖經大解密
19:00
E312
3/10(三)
投資理財社
電子股選股策略
19:00
E302
圖書館非書組
3/11(四)
播放影片「博物館驚魂夜2」
5F多媒體室
12:30、18:30
3/12(五)
英文系
英文系全校大三出國留學說
12:00
FL204
明會
3/12(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真愛旅程」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3/13(六)
經濟系
經濟學系系友成立大會
12:20
鍾靈中正堂

省荷包！二手書人潮多

本報甄選記者 即起報名
【本報訊】你對文字及攝影記者工作有興趣嗎？
歡迎加入淡江時報！即日起至15日止受理報名。對
新聞工作有興趣的大一、大二及研究生皆可，請攜
帶2吋照片至商管大樓B426室填寫報名表。
本報另於本週三（10日）中午12時10分在體育館
SG316舉行說明會；下週三（17日）中午12時10分
在體育館SG317舉行筆試，內容包括新聞改寫、觀
點表達及校內新聞常識測驗，筆試通過後將以電話
通知面試；攝影記者甄試須攜帶個人攝影作品。

北海岸運動聯盟 3校簽約資源共享

張校長與有獎徵答獲得
小金虎的本報記者合
影。（攝影 林奕宏）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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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為期5天的活動，今日（8日）中午12時在海報街
舉行開幕式，將發送限量折價券，帶你享受台灣文
化與美食。靜態展在黑天鵝展示廳，以靜態立體模
型、海報介紹各地文化。
在好吃的美食方面，雄友會除販賣芋泥餅及爆漿
餐包外，還有冰涼的枝仔冰及頗具特色的棋糕餅；
宜蘭牛舌餅、台中薔薇派、嘉義火雞肉飯與福義軒
蛋捲也不遑多讓，滿足同學們的味蕾。此外，新竹
校友會特地邀請琉璃師傅現場指導同學製作，另有
擂茶表演與火辣辣的制服走秀活動；彰友會則將送
出消費滿150元，就可抽籤享有折扣或贈品；雄友
會與中友會更將於攤位前上演一齣齣搞笑的戲碼，
豐富的活動將給大家視覺上的享受。
活動召集人、中友會會長電機二郭冠廷表示，過
去聯合文化週以海報街的擺攤活動為主，今年著重
展出介紹各地文化。花蓮校友會社員，數學四吳偉
新說：「我們今年展示的主題，以花蓮觀光為主，
因此有花蓮政府與當地民宿的支持，活動除了介紹
花蓮的風景外，現場還可填問卷，抽免費的民宿住
宿券及腳踏車等大獎喔！」

活動看板

商業周刊編輯總監黃瑞瑩。
課程中同學們踴躍提問，互
動頻繁，講師傳授採訪技
巧，以實際業界經驗分享，
讓同學了解現今媒體生態，
另以分組討論實際作業，讓
同學創造發想，增加新聞的
豐富性，學生獲益匪淺。大
傳三張靜怡表示：「人物專
訪課程讓我了解採訪前，要
事先做功課了解對方，才能
更有效率。」運管三曾煥元
表示：「除了一般攝影技巧
之外，老師說明新聞攝影中
新聞圖像使用原則，讓我對
圖像的使用更有概念。」

攝影／
吳佳玲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由課外活動輔導組
主辦、學生會承辦的「二手教科書拍賣會」，於4
日登場，此次共有36個系學會參與，共募集381本
教科書，其中以英文及運管系最多，分別為48本和
36本，雖然第2學期需添購書本的同學較少，仍吸
引人潮前來「撿好康」。
活動一開始，就吸引大批人潮選購，保險一許惠
雯說，找到想買的「護理與健康管理」只要50元，
遠比原價便宜許多，「真的很划算！」

卓

經濟會計加強班 即起報名

越 【記者施雅慧、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對經
濟、會計學有恐懼感嗎？由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
習發展組舉辦的「大一、二經濟學」、「初級會計
學」加強輔導班，於下週一（15日）開課。
參加過上學期「大一、二經濟學」的財金二謝曉
筠表示，由於有人數限制，教師能照顧到每位同
學，並常於課後與同學討論習題，幫助釐清、統整
觀念，對於上課進度無法跟上的同學，十分有幫
助。有興趣的同學，即日起可至 I405或上網報名
http://163.13.42.31/index.aspx。
另外配合教學卓越計畫 ，為使教學助理在教學
上更得心應手、在輔助教授教學時更能提高效能，
商學院將於4月2日舉辦「商學院『經濟學』教學助
理學科專業培訓營」，由經濟學系副教授林金源主
講，即日起至26日受理報名，歡迎踴躍參加。

之
大陸復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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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復旦大學（Fudan University）位於上海市，
創立於1905年，1950年歷經大規模整併後，成為完
整的綜合型大學。該校為中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所
高等院校，與本校於2001年4月締結學術合作備忘
錄，成為本校在大陸第9所學術合作之大學。該校
目前有5萬餘名學生，29個院系，70個系所。
該校學門齊全，並有多系所成為國家重點學科；
光子學材料與器件、專用積體電路與系統、應用表
面物理、遺傳工程、醫學神經生物學更成為國家重
點實驗室。復旦大學在國際學術地位頗具影響力，
如與美國耶魯大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新加坡國立
大學等世界著名大學建立了合作關係。自97學年度
至今，本校已甄選19名學生至該校修習，兩校每年
皆有熱絡的學術交流。（江啟義整理）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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