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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二段艾伶:為了忘春瘋的票，平常上課也沒那麼早起！！

本週四就業博覽會 ３萬機會等你卡位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找頭路當自強！你
想要在畢業後，馬上找到好工作嗎？由學生事務處
就輔組承辦的一年一度「校園徵才博覽會」，將於
本週四（25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30分在海報街
與活動中心舉行，將有3萬多名職缺等你卡位。當
日上午10時10分校長張家宜將蒞臨剪綵，並有醒獅
團帶來熱鬧的舞龍舞獅，聚集人氣。
展覽中邀請國防部軍情局、學習出版社、大同公
司、京元電子等近50家廠商參展，其中也有今年第
1次前來本校徵才的廠商，如：櫻花精品旅館、海
霸王餐廳、大魯閣棒壘球打擊場等，而國軍北部地
區人才招募中心的專業志願役士兵，占2萬多，對

星相社：來算人際考驗數字

國軍工作有興趣的同學，要把握機會。活動當天同
學還可至服務台領取活動手冊、問卷及「參加博覽
會攤位訪談證明單」，填妥個人基本資料及至少6
個攤位廠商諮詢並蓋章，就可登錄就輔組個人學習
檔案，供自己教學、求職及申請入學時參考。訪談
證明單可至網頁( http://spirit.tku.edu.tw/career/ )下
載。
另外，諮輔組當天也將在海報街設立「幸福驛
站」生涯諮詢服務台，藉由心理測驗小遊戲及一對
一生涯諮詢的活動，讓同學們不再擔心人生未來的
方向。不論是煩惱所讀的科系是否適合自己的新
生，或是即將結束大學生活的畢業生，正面臨就業

或升學等問題，都可至服務台，讓諮輔組幫你規劃
未來之路。若想獲得更多就業資訊，圖書館也於25
日起，本週在閱活區擺放提升就業力的相關書籍，
讓學生能吸收更多知識。

教科「十，進位」畢展 23日揭幕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教科系第十屆畢展
「十，進位」於本週二（23日）至週五（26日）上
午9時至下午6時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並於23日中
午12時15分舉行開幕式。執行長教科四邱于萍說，
從個位數邁入兩位數代表更好、更進步，如本次展
覽Logo是一個小綠人準備起跑的姿態，教科系已經

口琴社全國音樂賽 勇奪優等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聆韻口琴社日前
參加「98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在台大、師
大、輔大等12校激烈競爭下，本校表現優異，與交
大等4校並列大專團體組口琴大合奏優等；四重奏
奪得第2。
本次北區的比賽在宜蘭羅東展演廳舉行，口琴社
社長日文二顏敬修說明，這次比賽曲目較往年困
難，從上學期社員們就著手練習大合奏的曲目〈雷
神進行曲〉、〈新世界交響曲第四樂章〉，雖然在
比賽前幾天碰上寒流來襲，大家仍是努力不懈地練
習，「因為太冷，嘴唇都吹破了！」終於換得成
果。四重奏則是以〈橄欖的首飾〉與〈羅馬尼亞狂
想曲〉2首充滿歐洲氣息的曲子，憑著4位演奏者的

絕佳默契，在舞台上相互接力、交替，順利拿下全
國第2名。
此外，顏敬修表示，為了在舞台上有完美演出，
大家在演奏也下很多功夫，「新生大多是進了大
學才開始學口琴，因此大合奏對他們而言是一大
挑戰，在賽前還上網找了許多教學影片反覆觀看
呢！」另外，也特地租了白色的燕尾服，有別於其
他隊伍白襯衫、黑西裝褲的裝扮，的確為表演加了
不少分數。
顏敬修說：「經過這次比賽，讓我見識到新生們
真是潛力無窮，很感謝前輩們大力相助，那股為了
完成比賽一起奮鬥的感動，是大家繼續進步的動
力。」

準備好了，因此扣緊展覽主軸「10」，開幕將邀請
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蒞臨剪綵，
並切蛋糕慶祝教科系畢展10週年生日快樂。
參展共19組學生攤位，呈現教科系同學四年來所
學的知識技能，並與多家知名企業合作，包括誠
品、震旦通訊、可口可樂等，共同開發多元數位學
習課程。展區分為「回顧過去」、「展望未來」，
以動態影片及靜態照片呈現過去及現今教科系的轉
變。另將舉辦抽獎活動，獎品包括烤箱、4G隨身
碟、美容用品等。歷時1年的籌備時間，邱于萍表
示，這些作品都是大家努力的成果，辛苦的結晶，
期望大家藉由這次機會更加認識教科系。

60週年校慶搶先報

淡江達人 5月報名10月開賽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為迎接淡江60大
壽，學生事務處將舉辦「淡江達人、挑戰60」的益
智問答活動，邀請全校師生以6人一隊，於5月報名
參加，一同歡度60週年校慶。
益智問答題目以淡江60年來的歷史、文化等背景
為考題，將於這學期開始蒐集題庫，除邀請歷屆校
長及金鷹獎得主共同出題外，還有志工學生組成的
小記者、校園狗仔隊及蒐題組整理題庫。
比賽採取初、複與決賽。10月15日初賽、28日複
賽，決賽將於校慶期間在活動中心舉辦。前3名，
可獲得6萬、3萬、1萬獎金，另優選5隊，可獲獎金
5千元。

聯合愛心勸募 340志工義賣接力熱情相挺
16日晚上星相社為參加「數字特質」活動者，計
算數字特質，其方式為：年+日＝人際考驗數字，
如小萱生日是1989年8月1日，她的人際考驗數字為
1+9+8+9+1=28；2+8=10；1+0=1，「1」所代表的
考驗為「有些任性」，除可自己努力避免外，也可
選擇手機號碼有數個「1」來避免唷！（圖／陳頤
華 文／陳韵蓁）

林肯背誦賽 即起報名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的林肯
背誦比賽又來囉！由英文系主辦的第25屆林肯背誦
賽，即日起至29日開始報名，並將於4月1日晚上6
時30分，於驚聲國際會議廳（T301）舉行比賽。
大學部或進學部學生皆可參加，背誦時間為3分
鐘，評分標準為咬字清晰流暢度、表達方式、背誦
完整度及儀態等，比賽取前5名，除頒發獎狀外，
還有豐厚獎金，分別為3000、2000、1800、1500、
1200元，第1名將代表學校參加林肯學社主辦之全
國「林肯蓋茨堡演講詞背誦比賽」，有意願者請至
英文系系辦FL207索取報名表，或上網站（www2.
tku.edu.tw/~tfex/ch/indexc.htm）下載報名表。

宮燈盃辯論賽開始報名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想挑戰你辯論的
功力嗎？健言社將於5月15日舉辦第五屆宮燈盃大
專校院辯論比賽，屆時將有全國各路辯論好手參
加，報名對象為全國大專校院大學部大一、大二在
學生，即日起至4月8日止，上健言社專區留言報名
（www.wretch.cc/blog/tkudebate）。
邁入第五屆的宮燈盃大專校院辯論比賽，每屆皆
吸引台大、政大等名校參加，可見激辯程度。健言
社社長機電二陳姵妤表示：「去年比賽隊伍超過24
隊報名，盛況超過預期，多位新人在比賽中嶄露頭
角。」本校主辦4屆以來，尚未拿過冠軍，陳姵妤
說：「這像是個魔咒，希望今年本校大一、大二新
生能打破魔咒，把冠軍留在淡江！」

淡江之星報名開跑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公關社和轉聯會聯
合舉辦的「第三屆淡江之星校園歌喉戰」即將開跑
囉！比賽不限淡江學生，即日起至本月26日止，於
文學館側門擺攤開放報名，報名費200元。
公關社總召統計三劉得宇表示，今年評審陣容堅
強，除了超偶的評審歐得洋，還有知名藝人茂伯的
經紀人陳家倫。陳家倫表示，希望今年在淡江尋找
歌唱人才，因此初賽、決賽都會到場。
初賽分為獨唱組與重對唱組，前3名將頒發獎金
1萬元、5千及3千元，另有最佳人氣獎與最佳造型
獎，快來成為下一個明日之星吧！歡迎敢秀、有實
力的同學踴躍報名！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
「2010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
心勸募義賣活動」於上週在全校
教職員生熱情參與下，第1天現
場出現人龍等領福袋，商管學會
志工趕忙追加小贈品，儘量讓同
學不至於空手而回。有遠從台
大、世新、海洋等校的義工前來
熱情相挺，持續一週340位同學
的愛心接力，在每個時段，以流
動方式，在各大樓販賣餐點，活
動共募得近60萬。活動負責人企
管二陳彥潔表示，義賣活動會持
續至4月底，同學仍可與商管學
會（SG146）連絡購買。
陳彥潔滿心感謝地指出，同學
踴躍參與義賣，每天搬運新鮮蔬
果到現場，造成教職員工間的團
購熱潮。中文博一黃子純表示，
今年物資比去年種類、選擇都較
多，買生活必需品還可做善事，
真是一舉兩得！另外，在寒冷天
氣中，捐血車前熱血排隊的人潮
沒停過，財金一林怡文表示，捐
血車開進校園，對想捐血的人真
的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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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3/22(一)
8:00
3/22(一)
12:30、18：30
3/22(一)
19:00
3/23(二)
12:30、18:30
3/23(二)
19:00
3/23(二)
19:00
3/23(二)
20:30
3/24(三)
12:30、18:30
3/24(三)
18:30

主辦/地點

國交處
FL501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英語會話社
E302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星相社
L204
投資理財社
E302
體適能有氧舞蹈社
SG246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電影社
B117
企業模擬社
3/24(三)
創意研習社
18:30
L417
學園團契社
3/24(三)
E312
19:00
圖書館非書組
3/25(四)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3/26(五)
12:30、18:30

活動名稱

大陸姊妹校交換學生甄選報名
播放影片「澳大利亞」
Travel旅遊
播放影片「X戰警」
數字特質介紹二
現金流
Basic Latin(入門拉丁)
播放影片「X戰警2」
影片欣賞「愛上妳，愛上我」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賣法拉利
尋蛋記
播放影片「X戰警3」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金鋼狼」
5F多媒體室

相對論攝影 29日開展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影像藝術工坊
將於下週一（29日）起至4月2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
辦「顯影季」攝影展，展示學生努力學習的成果，
只要展覽期間填寫問卷，就有機會得到造型可愛的
三格相機，心動嗎？那麼就去逛逛攝影展吧！
活動總召大傳三夏聞譽表示：「今年的主題為
『相對論』，因為我們想挖掘出被人們慣性忽略的
另一面，才想運用影像來記錄、探討這些事物的一
體兩面。」本週三、四（24、25日）並舉辦校園街
拍活動，為攝影展暖身，邀請學生拿著宣傳看板拍
照留念，屆時也將在展場上展出。

膳食督導團：來美食廣場捐發票

【記者王妍方淡水校園報導】捐發票不嫌少，一
張發票就是一個希望！膳食督導義務工作團即日起
至26日（週五）在美食廣場舉辦捐發票活動，只要
攜帶6張發票就可向商家換取一張抽獎券，所募發
票將捐給創世基金會。同時為鼓勵學校師生踴躍至
美食廣場用餐，另有抽獎金集點卡，消費滿50元即
可獲取1點，集滿4點可參加抽獎活動。
膳食督導團社長英文三蔡晟綸表示：「因應學校
政策，美食廣場的商家需多負擔場地和環保費，對
他們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成本，希望可以藉此活動鼓
勵大家至美食廣場用餐。此外延續以往慈善活動，
從捐發票做起，激起大家對弱勢團體的關懷。」英
文三劉玉櫻也表示，捐發票箱太小，無法吸引人注
意，可換成和加油站捐發票箱一樣大的，比較顯
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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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上週的黑天鵝展
示廳不斷湧入人潮，為睹異國風采。由學生事務
處僑生輔導組舉辦的「2010年僑居地文物展」於
15至19日展出，開幕時醒獅逗趣的表演及24節令
鼓的響亮鼓聲，吸引學生目光。連著幾天的系

列表演有：僑居地服裝走秀、歌曲演唱、知名觀
光景點及遊樂園介紹、美食、二手衣服義賣等活
動，讓展示廳有如市集般熱鬧滾滾。
國貿一鍾心如說：「來參觀僑居地文物展後，
才了解到其他國家的傳統與文化。好開心有機會

攝影／吳佳玲
能不用出國，就能體會他國的地方特色。」剛購
物完的法文二劉宜慧開心表示：「這裡的服飾總
類多又便宜，還有很多沒吃過的名產。繞了一圈
展場，就好像出國環遊世界一樣，除了認識到當
地國家特色外，還可以買東西作紀念！」

國貿外籍生宋達明 代表亞洲赴哈佛論壇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布吉納法索外
籍生國貿二宋達明，於日前申請參加由賀蘭比奮
進聯盟（The Harambe Endeavor）主辦的Harambe
Bretton Woods Symposium（HBWS）論壇，為亞洲
唯一錄取參加哈佛大學論壇者，將於4月赴美。
賀蘭比奮進聯盟為一幫助非洲發展的組織，藉由
召集來自世界頂尖大學的非裔學生，吸收其想法及
經驗，讓非洲的經濟、民生等各方面能穩健發展。
宋達明表示，報名需繳交企劃申請書及自傳，在亞
洲的申請者中，僅他一人錄取。他提出其國家的經
濟民生問題，並以所學提出改善，希望能讓布吉納
法索的居民擺脫困苦。對於參加該活動滿懷期待的
宋達民說：「希望能學習如何與人溝通、切磋，並

讓非洲更進步與繁榮。」
學習心旺盛的宋達明亦於上月10日參加由外交部
舉辦「非洲留華學生華語演講比賽」，以「我學
習華語的經驗」為題，獲得第6名。演講過程中，
宋達明引用孔子「學而時習之」及「有志者事竟
成」，說明他會繼續努力學習中文的決心。宋達明
表示，因國際趨勢漸重視中文能力，布吉納法索會
說中文的人口比率極低，但願藉由學習中文，能夠
成為語言溝通橋樑，進而回饋國家，改善國家困
境。

統計資料分析競賽 今起報名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統計系系學會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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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至5月22日舉辦「第四屆問卷設計與統計資
料分析學術競賽」，獎金最高1萬元。即日起至4月
2日受理報名，歡迎大學部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競賽分成問卷設計組（A組）及統計資料分析組
（B組）兩組，A組以本校學生相關事務為限，B組
則無設限，兩組皆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報名參加，
但團體以6人為限。
獲得去年A組團體組冠軍的統計二王繼斌建議，
多花時間蒐集資料，考慮種種因素後再進行題目篩
檢，並以填問卷者的心態進行排版、設計，較能
獲得青睞。欲報名者，可上網（www.stat.tku.edu.
tw/）查詢參賽辦法及下載報名表，或至統計系系
辦B1102洽詢。

波蘭華沙大學（Warsaw University），位於
波蘭首都華沙，該校創立於1816年，歷史悠
久，經過多次改革成為波蘭第一個合法的高等
教育學術機構，與本校於2001年11月正式締結
為姊妹校，成為本校第66個姊妹校。
該校目前擁有18個學院，包括自然科學、社
會科學、人文等32個學科領域的研究，共約6萬
多名學生；《泰晤士高等教育》於2006年評為
世界500強大學之一，2007年波蘭報紙評為波蘭
最好的高校。
華沙大學的專業研究及高水準學習環境在世
界享有極高聲譽，該校目前與全球47個國家近
130所大學建立合作關係，外國留學生有700餘
人，積極發展國際交流上的學術合作。該校與
本校關係良好，至今已有12位交換生出國、1名
波蘭生至本校歐研所就讀，除了例行性的交流
訪問，2007年該校管理院院長Alojzy Nowak也
曾至本校參加學術研討會；當年簽署姊妹校合
約的華沙大學副校長Prof. Wtodzimierz Borodzie
也曾蒞校歡慶本校51週年。（林姍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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