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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公行三江啟義：最近的天氣就像女朋友一樣忽冷忽熱。

學聲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淡江體壇再傳佳
績，本校足球校隊以8國聯軍的強勁組合，踢出98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足球賽亞軍的好成績。而女子
網球校隊也在強敵環繞之下，勇奪99年大專校院運
動會北區冠軍，再次展現淡江傲人運動成績。
　足球校隊教練、體育活動組組長陳逸政說，足
球隊踢出好成績，來自團隊精神及整體的堅強鬥
志，才能打造出眾所矚目的8國聯軍外籍生足球校
隊！足球賽期自去年12月至今年3月，共打10場比
賽，與全國25隊好手一較高下。過程中，8強對戰

海洋、準決賽對上台科大，皆以優異成績，一路挺
進總決賽，最後以4:2，兩分之差飲恨敗給義守大
學，拿下亞軍。比起勝利，陳逸政更高興看到球員
的成長，他表示賽中失分的兩場，球員面對輸球，
從起初的口角衝突，到溝通與包容，為彼此扶持與
打氣。他說，要整合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8國聯軍
「不容易！」，在語言及磨合相處，比練球困難。
至於與冠軍擦身而過，陳逸政認為，緊密的賽程，
讓隊員吃不消，整體體能的確需要加強，「一般組
的冠亞軍將晉升公開組，因此明年我們將遇到體育

相關科系之球隊，增加基本體能訓練是未來首要任
務。」在比賽中，意外拉傷腿的國貿三阿別戈以
「一定要贏！」的心態，帶傷上陣。他表示，大家
努力練習，在球場上全力以赴，他以淡江足球隊為
傲，「We do a good job！」他希望明年能再接再
厲，拿下冠軍！
　女子網球校隊的亮眼表現也不容小覷，打敗北區
20多所大學，賽中她們面對去年全國總冠軍長庚大
學、北區冠軍台灣大學，各以2:1及2:0的成績戰勝
強敵，教練范姜逸敏說明，各校實力堅強，尤其最

後對上台北醫學大學，更是以「廝殺」來形容，
展現最佳打擊力，靠著團隊默契才得以2:1抱回冠
軍。相較去年未進入決賽，范姜逸敏歸功於球員的
努力不懈，尤其是自發性的體能訓練。她稱讚女網
隊克服體力上的差距，願意和男網校隊一同去「跑
山」，透過每週一次的山地路跑，大幅提高女網隊
的「戰鬥實力」。女網隊長日文三張雅淳表示，最
感驕傲的不只是為去年雪恥，還有各校對手的肯
定，「去年人家覺得淡江沒什麼好怕，今年卻說
『小心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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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 公行三江啟義：最近的天氣就像女朋友一樣忽冷忽熱。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淡江體壇再傳佳 海洋、準決賽對上台科大，皆以優異成績，一路挺 相關科系之球隊，增加基本體能訓練是未來首要任

好犀利！ 女網　 冠軍 足球   第２

鼓勵自主研習   自組學習社群拿補助金　

柬埔寨成果  30日開展

14名大專優秀青年出爐  參與公益不遺餘力

人潮擠爆活動中心

畢業生對師資專業評價高

下一幕你導 收件延期

選課盜退 水落石出

僑生春季聯誼  2000人湧入

　【記者陳韵蓁、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根據本校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的「97年度畢業生滿意度與
就業概況調查報告」，有46.1%的畢業生已找到工
作或即將就職。畢業生對本校師資的專業性評價極
高，且以在本校就讀為榮，未來願意回饋母校。
　53.9%的校友「目前未就業，正在求職或因某些
原因目前未就業」，畢業後至今沒有專職工作的主
因以「在國內修碩博士」、「服役或待役中」兩項
占多數，其中10.2%的畢業生因工作經驗缺乏、志
趣不符等因素未找到工作，對此，校友處主任薛文
發表示，畢業生對待遇、工作內容較有自己的堅
持，因而尚未找到工作。在畢業生工作收入方面，
大學在2萬至3萬元為主；碩士班以3萬到4萬元為
主；博士班72%月薪在6萬元以上。工作行業以「金
融、保險業」、「教育服務業」及「科技業」所占
比例最高，大學部畢業生以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
員、事務工作人員等基層人員、行政管理為主；主
管及專業人員則以研究所畢業生居多。
　畢業生對本校師資的專業性評價極高，且「以在
母校就讀為榮」及「未來願意回饋母校」之看法認
同度高。國貿系系友唐翊軒表示，當時選修商用英
文，老師所授予的專業皆能與時代結合。企管系系
友林書羽表示，教師教授的專業訓練，在業界十分
實用。她表示，願意回校與學弟妹分享經驗。畢業
生希望學校提供證照檢定或諮詢服務，以「技能
證照」、「外語能力測驗」、「國家考試」占前3
名，薛文發表示，對於畢業生的證照需求，會反映
給成人教育部，而成教部也不定時針對專業證照或
檢定等課程開班，畢業生可注意開班資訊。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99年救國團全國大專優秀
青年公布，全國共155人獲獎，本校14人獲得，預計於5月
社團評鑑頒獎。其中，統計四楊芳寧已於28日在台北縣板
橋國中接受縣市表揚、電機四李青芳於今天（29日）在劍
潭青年活動中心接受全國性表揚。
　其他獲獎同學分別為中文四楊偉成、物理碩一許詩涵、
電機四陳則承、經濟三林佳璇、企管四李岱珈、教心所
碩二譚慧蘭、語言二張育瑄、企管四葉玉英、運管四陳貞
如、產經四林岑泱、公行三潘彥璋，以及會計四陳露靜。
　譚慧蘭在校成績優異，曾獲研究生獎學金，並將所學貢
獻於社會服務，如獲淡水鎮鄧公國小任聘為高關懷及弱勢
學生團體輔導課程老師、擔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區
精神科實習心理師等。譚慧蘭謙虛地表示，謝謝教心所老
師的教導，讓我有更深入學習的機會，「未來將不負得獎
的榮譽，發揮所學回饋大眾。」
　張育瑄為蘭陽校園唯一獲獎者，社團經歷豐富的她，擔
任瑜伽社社長、語言系文化沙龍文書長、女宿自治會幹部
等。張育瑄表示，能夠獲獎很開心，努力沒有白費，「工
作時覺得很費時，但現在看，收穫很多！」許詩涵擔任淡
江嚕啦啦第38期服務員，積極投入社會服務，如擔任救國

團舉辦的營隊輔導員等；李青芳曾任康輔社長、柬埔寨服
務學習團隊長，日前更獲得第17屆傑出青年獎。
　中文四楊偉成曾任中文系系學會會長、籌辦文學院盃體
育競賽等，楊偉成說，「付出心力的當下不覺得辛苦，是
憑著衝勁及熱忱，但最後會得到滿滿的成就感！」潘彥璋
擔任學生議會議員；林岑泱曾任二齊校友會副會長，並連
續三年參與返鄉服務隊；葉玉英曾任雲嘉校友會返鄉服務
隊隊長。
　陳露靜曾任有氧舞蹈社社長，並推廣中小學帶動有氧活
動之服務學習；楊芳寧熱心參與童軍事務，曾任資深女
童軍團主席及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十週年慶執行秘書；李
岱珈曾任康輔社副社長兼文宣長，並擔任服務隊美工課程
講師；林佳璇擔任經濟系系學會會長，並主辦系上迎新宿
營，參加慈濟各類服務活動；陳則承曾任淡江康輔社活動
兼公關長；陳貞如曾任二齊返鄉服務隊隊長及第一屆種子
志工培訓營服務長。課外組專員李美蘭表示，看到獲獎同
學從懵懂到社團經驗豐富、成熟幹練，甚至獲得優秀青
年，替他們感到開心！鼓勵同學多參與社團活動及服務學
習，增加經驗及競爭力。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2010年，較量是啥小，
我只知道教科」醒目的標語秀在投影片上，搭配震撼的音
效，如同電影「艋舺」的敘事方式，現場笑聲不斷。這是
23日教育科技學系第十屆畢業展覽「十，進位」開幕式，
創意新潮，引起熱烈迴響。
　系內評比第1名的作品「營業同仁拜訪技巧模擬課
程」，與廠商震旦集團合作，教材內容以辦公室實景為主
要背景，令使用者身歷其境。震旦集團行銷組處長蔡坤明
指出，學生的作品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目前已於集團會議
中，分享至全中國及台灣地區，大家都十分震撼，紛紛表
示「很有水準！」，未來不排除與系上有更多密集合作的
可能性。組員教科四范綱修表示，透過溝通、內部的精密
分工，努力達成廠商的需求，是我們成功之道。
　中華民國展覽暨會議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林茂廷對淡江
學生的自信、創意及活潑印象深刻，他說：「淡江教科系
的學生很優秀，未來徵才時，我們將會優先考慮錄用。」
給了教科系學生十足的信心。一連4天的展期，共有19組
學生製作的數位教材，吸引許多師生前往觀賞。親自試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覺得
自己的幽默無地方發揮嗎？學務處生
輔組今天（29日）至5月14日舉辦「漫
畫格子趣-淡江生活由你揮灑」校園四
格漫畫甄選活動，讓你發揮KUSO創
意、畫出心目中淡江特色。
  作品形式不論黑白、彩色或手繪、
電腦繪圖皆可，每位最多投5件稿，並
於5月7日下午6時前，連同報名表與切
結書交至聯合櫃檯或B402。得分最高
的前20件得獎作品都可獲得500元獎金
喔！歡迎踴躍報名。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由春
暉社舉辦的非廣告創意短片「下一
幕，你導」徵選活動，為了讓有創意
同學參加比賽，收件延期至4月2日截
止，快來挑戰。
　春暉社社長企管三黃鴻裕表示：
「希望各學院學生能踴躍參加。」對
於報名延期原因，黃鴻裕表示：「報
名延期是為了讓同學有更多時間準
備，使作品更富創意。」有興趣同學
請至生輔組網站下載報名表（http://
sp i r i t . tku .edu . tw:8080/ tku/ma in .
jsp?sectionId=2）。

來畫淡江漫畫格子趣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近
期在網路傳出本校「選課遭盜退事
件」，引起激烈討論。某位大四學生
在學生選課時間截止前，竊取其他
學生校務MIS專用密碼，擅自修改選
課資料並自行修改密碼，受害學生發
現後，馬上與教務處聯絡，並通報教
官室。生輔組教官尤臺蓉表示：「本
事件將依本校網路使用管理辦法第六
條，記加害學生申誡一次。」
　受害學生財金四曾群元表示：「已
給對方時間出來自首，但得不到回
應，只好交由警方處理。」談到如何
防範，教務處秘書陳漢桂提醒，同學
們要經常更換密碼，且密碼不要讓別
人知道。資訊中心校務資訊組組長吳
鏡澄表示，該案屬特例；以前曾考慮
以亂數產生密碼，並於第一次使用時
更改，但因學生反映使用不便且容易
忘記，所以作罷；未來有可能強迫第
一次進入便要更改密碼，並請學生嚴
加保管密碼，確保自身權益。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輔組
於上週四（25日）舉辦的「2010年校園徵才博覽
會」吸引學生熱烈參與。學生活動中心、海報街
到處擠滿人潮，而徵才的廠商稱讚學生很積極，
對就業博覽會活動整體的滿意度更高達近百分
84。就輔組組長朱蓓茵表示，今年參與的學生比
去年多，大家都希望在畢業前，為未來做好準
備。
　今年博覽會有50多個知名廠商徵才，釋放3萬
多名職缺。其中，熱門的聯合報、1111人力銀
行、學習出版社、大同公司、凌群電腦公司等攤
位更是被擠得水洩不通。手拿多份資料的國貿四
楊盈韻表示：「展覽廠商十分主動，參觀完以
後，對各行各業的職務也更加了解，對未來找工
作的方向，很有助益。」另外，蘭陽校園同學一
早也搭專車前來，語言四黃雅婷表示：「我填了
5份履歷，希望能獲得廠商的賞識。」
　對於想當兵或升學的理工學院學生，朱蓓茵也
不忘提醒他們，雖然已有規劃，但別忽略職場
相關訊息。而這次徵才廠商中，釋放出最多職缺
的國軍北部地區人才招募中心，詢問度最高，吸
引女學生不斷前往。旅遊四黃惠興致勃勃地說：
「我對國軍的工作很有興趣，而且薪水很優渥，
剛好藉這個機會可以更了解國軍內部的職務。」
　另外，諮輔組在徵才博覽會中設立的「幸福驛
站」生涯諮詢服務台，更是大排長龍，希望藉由
心理測驗及一對一生涯諮詢，幫助學生知道未來
的定位與規畫。做完諮詢的日文三熊婉琳表示，
原來對以後該朝什麼方向發展感到困擾，現在終
於比較清楚自己的興趣了！

　 【 記 者 王 育 瑄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學 務 處 僑 輔 組 於
20日舉辦的「99
年 度 北 區 僑 生 春
季 聯 誼 活 動 」 廣
受 各 校 僑 生 熱 烈
迴響，約有2000
人 參 與 盛 會 ！ 海
報 街 上 有 來 自 馬
來 西 亞 、 港 澳 、
泰 國 、 印 尼 等 地
各 式 各 樣 的 異 國
美 食 ， 如 ： 肉 骨
茶 、 涼 拌 木 瓜 、
快 餐 等 等 ， 讓 各
校 僑 生 吃 得 不 亦
樂 乎 ； 在 學 生 活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
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為了推動學生自主學
習，鼓勵自組學習社群，於本學期首次推動
「學生學習社群讀書會行動方案」。每學
期前5隊申請通過的讀書會，補助印刷及餐
費，每隊補助金額最高為2880元，即日起受
理申請，歡迎踴躍參加。
　讀書會運作以1學期為單位，由6至8人組
成，討論的主題與形式不拘，進行的方式亦

依照學生喜好安排，是完全由學生自發性的
集合研習，但必須以增進學習能力的議題為
優先。凡在學學生皆可提出申請，各讀書會
的運作形式不拘，惟至少每月須進行活動3
次（含）以上，活動結束後亦須將活動紀錄
表之電子檔傳送至學發組。有意申請之讀書
會召集人，可至學發組網頁（http://sls.tku.
edu.tw）下載報名表，或電洽業務聯絡人劉
欣怡，校內分機2160。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
園報導】課外組招募19
位教職員生組成的「柬
埔寨服務學習團」，將
於明天（30日）起至4
月1日，在SG317舉辦

教科畢展  仿艋舺開幕吸睛

「柬埔寨國際志工服務成果展」，並邀志工於當天
晚上6時30分茶會中，分享13天的感動。
　另外，2010年「國際工作營」也將於4月1日晚上
7至9時，在SG319舉辦校園巡迴說明會，邀請願景
青年行動網協會專案經理林念慈蒞校分享。（圖／
課外組提供）

資概作品競賽開始徵件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為培
養具有創意設計、應用資訊軟體與整
合多媒體的學生，資訊工程學系主辦
的「資訊週-『資訊概論』優良作品
實作競賽」正式開跑囉！即日起至4月
16日止受理報名，主題為「我所認識
的淡江大學」、「我在淡江，我念XX
系」、「我在淡江的一天」等，以簡
報檔、網頁、影片、海報製作、相片
集等方式展現對淡江的熱情。
　得獎作品將於資訊週公開展示，歡
迎全校修習資訊概論課程的大一同學
報名參加，詳細辦法請參閱資工系網
頁。（http://www.csie.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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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校園徵才博覽會 僑生春季聯誼  2000人湧入
用餐看表演  如家人般歡聚  舞蹈炒熱活動現場

19組數位教材吸引人潮　學術副校長陳幹男：專業又親切

動中心也有一系列精彩的表演與抽
獎活動，為週末增添許多活潑歡樂
的氣氛。
　活動中心現場，主持人不但將現
場氣氛炒熱，各校的僑生也使出渾

身解數，相繼在舞台上表演自己的
拿手絕活！抽獎活動也不時穿插其
中，今年的獎項相當豐厚，電風
扇、電子鍋、獎金紛紛出籠，讓來
自他校的僑生滿載而歸！大傳三李

嘉敏笑說：「藉由這次機會見到好
久不見的朋友，覺得很驚喜，大家
就像家人相聚，讓我覺得身為僑生
是一件很驕傲的事！」

教科系第十屆畢業展，吸引眾多學生。（攝影／吳佳玲）

用數位教材的學術副校長陳幹
男頻頻讚許：「學生的作品十
分專業，服務態度也非常親

切。」校外展另於4月16日至18日上午9時10分至晚
上8時，在台北光圈博愛25展出，錯過校內展的師
生，別再錯過了！

資料來源：校友處
圖／陳頤華

攝影／林奕宏

攝影／林奕宏 圖／僑輔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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