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企管二張翔婷：考試時，大家都來不及化妝，班上好多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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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人員滿意度調查 學生心聲Speak up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將於明天（4日）起至14日在海報街舉辦
第一屆「淡江學聲節-right fighting」，將進行學生對校務人員滿意度調查，並
與學務處住宿輔導組及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合作，舉辦租屋博覽會與環保
大作戰，並設立彩繪牆，你可寫下對淡江的期望及需要改進之處，學生會邀全
校學生一同加入發聲。
「Speak up！！權益問卷」明日起，針對全校學生隨機抽樣，發放問卷。學
生會權益部長公行三江啟義表示，問卷將以各行政、教學單位滿意度調查為
主，以同學日常業務來往的單位，如教務處註冊組、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各系
所辦公室等。調查結果將於統計後，送至相關單位參考。江啟義說明，同學對
於權益申訴的了解並不深，希望藉由這份問卷提醒同學，「任何與權益相關的
事，要大聲說出來！」
沒抽到宿舍，又不知如何找房子嗎？下週二（11日）起，一連4天，早上11
時到下午5時，在海報街舉辦「租屋博覽會」，讓同學了解學校週邊的租屋環
境，並找到理想的住所。擺攤形式將依照大學城、大田寮、水源街等分區呈
現，並在攤位上張貼海報介紹房屋資訊，住輔組也提供租賃小百科供同學索
取。此外，現場也將請到多位房東坐鎮，介紹房屋現況，並讓同學詢問相關租

【記者江啟義、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第16屆
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暨「第25屆學生議員選舉」
候選人參選登記，於本週三（5日）至12日開放登
記。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請至學生會選舉委員會辦
公室SG203領取選務資料袋、學生議員選舉請至學
生議會辦公室SG206領取選務資料袋，以完成登記
手續。學生會選舉委員會主席水環三梅忠堯提醒，
登記參選者，請至課外組網站查詢參選資格。
本次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與學生議員合併選舉，
於25至27日在各大樓門口投票，時間為上午10時至
下午7時，請全校同學發揮民主精神，踴躍投票。

2010未來學年會學生代表出爐

【記者蔡瑞伶淡水校園報導】2010年世界未來學
會（World Futures Society）年會的與會學生名單揭
曉！未來所碩三楊鈞宇、航太三蔡耀釧及公行三陳
頤華將於7月8日至10日，代表本校前往美國波士頓
參與未來學國際學術會議。
對於有幸能錄取未來學年會代表，陳頤華認為，
自己的英文不算好，但在第一關英文口試時，她盡
可能把會的都講出來，顯示自己強大的決心，獲得
老師的青睞。蔡耀釧則對全球暖化和未來學研究方
法很感興趣，他表示能和知名學者交流討論的機會
很難得，「我還要介紹台灣的風土民情和淡江，讓
更多人知道我們。」
兩年前曾甄選上代表，卻因家庭因素無法參加的
楊鈞宇興奮地表示，由於他正在進行關於藝文空間
的論文研究，因此將著重參與關於文化經濟與現象
的講座和討論。

畢業生致辭代表 5日報名截止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一起大聲分享畢業
心情！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將舉行「畢業生致辭代表
選拔」，讓你有機會於今年畢業典禮代表全體畢業
生，傳達對母校的感謝、抒發4年來的心情。
畢業生代表可以個人身分參加，也可組3人以下
的團體報名，只要把錄製好的個人或團體自我介
紹、3分鐘致辭內容的短片，連同報名表於週三（5
日）前繳至B402，就有機會成為畢業生致辭代表。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歐洲研究所、
歐洲聯盟研究中心、覺生紀念圖書館歐盟資訊中心
及台灣歐盟中心合辦第二屆「歐盟週」，於今天
（3日）至14日舉辦系列活動，包括音樂會、電影
賞析、專題講座及研討會、有獎徵答及資料庫講習
等，歐研所所長郭秋慶表示，今年為配合60週年校
慶特別擴大舉行，歡迎全校熱情參與。
除了今天在文錙音樂廳由鋼琴演奏歐盟盟歌＜快
樂頌＞，為歐盟週揭開序幕，有獎徵答將自本週二
（4日）至週四（6日）於覺生紀念圖書館大門口前
舉行，活動以我問你答的方式，答對者將獲得歐洲

愛媽媽
照過來

管樂音樂會 奏喇叭人生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期中考考完何處
去？來場音樂饗宴！管樂社將於今日（3日）下午7
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喇叭人生」期中音樂會。
將有重奏及獨奏表演，曲目包羅萬象，包含流行
歌曲、宮崎駿卡通主題曲、古典音樂、現代音樂等
多種音樂曲風的演出。一起去一飽耳福，享受浪漫
的夜晚吧！

各國辦事處提供的精美小禮，不僅增加大家對於歐
洲聯盟的認識，又能把好禮帶回家！另外，電影賞
析於週二、週四播放「時尚女王香奈兒」、「星星
大作戰」及「我們這一班」。
郭秋慶表示，歐盟週是為本校師生能更深入認
識歐洲國家，故推出「歐盟週」系列活動，讓全
校師生了解歐盟的價值觀，並以動態方式體會歐
洲。另特別邀請外交部人員於7日（週五）在外交
部外交人員講習所2樓國際會議廳，舉辦「2010歐
洲聯盟與台灣：經貿關係前瞻研討會」，開放國人
參加，有興趣者可至網站（http://www2.tku.edu.

【記者林俞兒、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母親節將
近，要記得向媽媽示愛！美術社將舉辦油畫營，讓
你「用油畫來表達對母親的愛」。學園團契社幫你
寄送卡片給媽媽，對媽媽大聲說愛！
美術社油畫營「原來油你」活動，於8日（週
六）在新工學大樓E301教室舉辦，今日（3日）起
在海報街擺攤報名，限額40名。當天有美術社的校
外指導老師北藝大美術系研究生萬芙蓉，教導油
畫。對畫畫一竅不通的你，也可體驗油畫樂趣，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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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tiexm/2010euweek/forum.html）下載報名表，
限額80人，要搶要快！
另有「五月．歐洲．風尚潮」於今天（3日）至
7日接連五場專題演講，除邀請本校教授之外，更
力邀校外人士，包括「拒絕聯考的小子」作者吳祥
輝，與大家「漫談北歐競爭力」；大同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副教授張洋培「漫談西歐美食與英式下午
茶」；實踐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顏忠賢等專家學者，
探討歐洲各個面向的議題。另於12日下午2時20分
在覺生紀念圖書館3樓指導室，舉辦歐盟資料庫講
習，生動活潑的活動帶領你深度了解歐洲。

加者可帶著母親的照片前來，親手繪製今年最特別
的母親節禮物！
母親節想寄卡片給媽媽傳達孝心者，學園團契
社於今日（3日）至7日止，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在福園前商館旁，舉辦第三屆「媽媽卡了沒」，今
年與台大、交大、政大、台科等21所全國大專院校
學園團契社合辦2010就是愛媽咪活動，希望透過活
動，傳遞自己對於媽媽多年辛勞的感恩。活動提供
精緻的母親卡及郵資，將於母親節前夕寄出！

拉美外交官來校 傳授青年大使外交經驗
【記者張靜怡、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外交部
日前公布「99年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21個代表
團，本校4個代表團獲選，將於6月前往瓜地馬拉、
尼加拉瓜、巴拿馬與巴拉圭。外交部中南美司四科
領事回部辦事葉長春，帶領「外交遠朋班」27名學
員，於上月27日下午5時蒞校，在新工學大樓E680
與青年大使交流。葉長春說：「希望外交遠朋班學
員來台灣，傳授青年大使外交經驗，使代表團將來
出訪更為順利。」

上月27日拉丁美洲學者來校傳授青年大使外
交經驗，薩爾瓦多外交部專員Ana Claudia Ardon
Rodriguez，用心聽西語碩一蘇柏名以西班牙語分享
台灣文化。（攝影／劉瀚之）

來自拉丁美洲15個邦交國的外交遠朋班學員，
多為各國外交部工作的官員或學者，由西語系系
主任吳寬接待，本校代表團24位同學參與。來訪
人員包括宏都拉斯總統辦公室主任Diana Gabriela
Valladares、尼加拉瓜外交部美洲司南美科科長
Lorena del Carmen Martinez等。
一見到外交遠朋班學員，本校同學便熱情地以互
親臉頰方式打招呼，並以流利的西班牙語對話，活
動現場氣氛熱絡，成功拉近彼此距離。會中，將帶
隊至巴拉圭的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藉此機會和巴拉
圭來訪人員相互交流，並與國立東方大學經濟主任
Jorge Heriberto Cabral Basalik及外交部經濟整合司南
方共市集團組組長Lethicia Sther Paredes Sequeira相談
甚歡。
西語碩一潘姿穎表示，瓜地馬拉外交部審計處
長Cesar Agusto Chavez Abrego除介紹當地風情、飲
食、觀光特色外，另說明該國鈔票上所印人物及意
涵，能與他對談是十分特別的經驗。潘姿穎說：
「好期待親自到瓜地馬拉的外交初體驗！」
葉長春表示，本次的交流也可讓外交遠朋班學員
進一步認識台灣，藉由參訪淡江大學建立友誼。薩
爾瓦多外交部人權事務法律專員Ana Claudia Ardon
Rodriguez表示，淡江校園很美！談到交流會議的感
想，她說：「很高興看到年輕人有心學習西班牙語
與文化。」

地球村博覽會 留遊學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由成人教育部指
導，國際青年交流團承辦的「2010年遊學展暨第7
屆地球村博覽會─Start a new journey」，將於本週
二（4日）至週五（7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在黑
天鵝展示廳開展，將有廠商進駐提供法、美、澳、
加、日地區學生遊學、留學、海外打工、國際志
工、海外旅遊等最新資訊。並於週二（4日）中午
12時舉行開幕儀式，國際青年交流團社員跳自編的
舞蹈為活動暖場。成教部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周湘華
表示：「活動提供遊、留學第一手資訊，新增日本

資訊一把抓

海外打工機會，希望藉此開拓學生的視野。」
展覽期間每日中午舉辦不同的講座，包括「歐洲
留學講座」、「留學政策宣導」、「消保官講解留
遊學消費權益與應注意事項」、「國際學生證簡
介」、「自助旅行遊歐洲」等。除了相關遊、留學
資訊外，凡參加現場活動並填寫問卷者，可兌換紅
茶或爆米花。週五下午4時將舉行抽獎，有機會抽
到最夯的iPod Touch、拍立得、海外遊學團折價券
及各國精美紀念品等，得獎人必須在場才有機會得
到喔！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785-4-.indd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GO！讓我們一起為體育選手加油！為迎接
「99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大會將於5日（週三）下午3時來校傳遞聖火，本
校由學術副校長陳幹男在驚聲銅像廣場迎接，並親自帶領田徑選手，手舉聖火
跑校園，從宮燈、活動中心經過海報街，一路跑回驚聲銅像廣場，以傳遞聖火
的方式，為7日（週五）將開幕的大運會暖身，而本校10支校隊也將帶著淡江
的榮耀應戰，全校同學可共襄盛舉，在聖火經過時，以歡呼聲給予最大支持！

美術社原來油你畫母親 學園團契送愛卡給媽咪

商管兩院聯誼月重出江湖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兩院五月聯
誼月」重出江湖囉！商管學會將在淡水校園進行一
系列的積分競賽活動，歡迎全校師生參與，獎項豐
富包括報名獎、參加獎、優勝獎等。商管12系象徵
最高榮耀的「龍鼎」獎座將再度現身，如果你是商
管12系的學生，參與比賽的成績將累積到「龍鼎」
積分競賽，你準備為自己所屬的學系努力，將「龍
鼎」榮耀帶回了嗎？
13日登場的是挑戰自我的「校園馬拉松」，繞著
淡江校園跑步，將校園美景盡收眼底；19日輕鬆趣
味「主題關卡」的5色闖關賽，考驗團隊合作及默
契；21日在覺軒教室「五月之夜」，除有社團的熱
力表演，亦撥放影片讓大家回味競賽過程中的點點
滴滴。有興趣的同學今日（3日）至週三（5日）可
在文館前擺攤接受報名，參加者皆有一份精美小禮
物唷！

大運會5日來驚聲銅像廣場傳聖火

歐盟快樂頌 音樂電影講座動態看歐洲

圖／學生會提供

學生會正副會長、議員選舉 5日登記

屋問題。學聲節執行長化材二王奕筑表示，每到期末就看見同學到處奔波「撕
紅條」，希望租屋博覽會提供大家一個平台，讓同學找到舒適、安全的住所。
「快閃學聲，有話大聲說」，在海報街搭建彩繪牆，師生可將對學校的期許
及意見自由表達在牆上，學生會將選出最具特色及反應數量最多的問題，送至
相關單位，尋求回覆。另外「動手救地球，環保大作戰」，同學可在海報街攤
位上看到二手再生紙的製作流程，另有二手教科書收購，王奕筑說明，學聲節
活動包含「權益、租屋、環保都是同學關心的校園事務，學生會權益部邀請學
生為自我權益把關！」

學園團契社所提供之母親節「媽媽卡了沒」卡片。

卡片設計為經由網路投票選出（上圖），卡片靈
感取自詩篇17篇第8節，圖中的愛心象徵母親溫柔
慈愛的翅膀；其中的小肉球則是未成型的胚胎，它
的心跳意味著：雖然沒出生，愛早已經開始。學園
團契社社長保險二朱以琳表示，希望同學能一同參
與活動，只要小小的行動就可將卡片寄至各地，不
管國內外皆可表達你對媽媽的愛。（圖片來源：
www.tccc.org.tw/event_sites/2010mcard/index/）

6系外語戲劇 日6 開演

【記者張靜怡、蔡孟倫淡水校園報導】同學，來
看戲囉！外語學院6系，將從這星期開始陸續在實
驗劇場（L209）舉辦各系戲劇公演活動，自今天
（3日）起，分別於特定地點展開售票，喜歡戲劇
的你，千萬不要錯過這些精采好戲唷！
由德文系打頭陣，6日將演出「那個誰誰誰」，
講述一個失去所有希望的重考生，在決定結束自己
生命的同時，竟然掉進了另一個世界？他將會在這
一個世界遇到什麼樣的人？這趟奇幻旅程又會怎樣
改變他的一生？戲劇售票時間是3、4兩日下午1時
至2時，地點在德文系系辦（FL507），票價40元。
而英文系將於12、13日演出的「每‧個‧人」，
敘述劇中主角Everyman面臨死亡找上門，努力尋求
方法逃避死亡，3日起開放在新工學大樓售票；法
文系的「巴德蘭律師喜鬧劇」，描述一位中古世紀
的律師巴德蘭以騙人聞名，為騙取布料而和妻子合
演一齣戲中戲。導演法文三曾然楓表示：「本劇以
幽默諷刺的手法，看律師夫妻與商人的鬥智，以及
貪心的律師與商人最後下場，誰才是真正的贏家？
凸顯我們想要表達的『誠實』。」售票時間為3至7
日，在網球場前近學生活動中心。
此外，日文系在21日下午2時與晚上6時30分，於
文錙音樂廳同時上演兩齣戲劇，分別是「江戶一
夢」與「不只是一部家庭劇」；俄文系則接力於26
日，演出「米德拉的幻境夢遊」，皆不需購票即可
入場觀賞。西語系將於20、21日在實驗劇場L209公
演「白納德之家」，票價50元，將於4、5、6日在
新工學大樓售票。

淡水

活動看板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3(一)
8:00
5/3(一)
8:00
5/3(一)
9:00
5/3(一)
10:00
5/3(一)
12:30、18:30
5/4(二)
12:30、18:30
5/4(二)
18:30
5/4(二)
19:00
5/4(二)
19:00
5/4(二)
20:30
5/5(三)
12:00
5/5(三)
12:30、18:30
5/5(三)
18:30
5/5(三)
19:00
5/6(四)
12:10
5/6(四)
12:30、18:30
5/6(四)
18:00
5/7(五)
12:30、18:30
5/7(五)
12:00
5/7(五)
14:00

英文系
FL207
學習與教學中心
I304
諮輔組
B413
保險系學會
海報街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公關社&轉聯會
文錙音樂廳
英語會話社
L412
俄文系
FL101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英文系
T212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電影社
B117
學園團契社
E312
資圖系
L413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統計系
B709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大傳系
O202
日文系
E813

活動名稱

申請英文能力測驗(一)補考
大一、二經濟學、初級會計學
基礎課程加強輔導班
大學生笑很大自拍徵稿
第 22屆保險週；中午12時開幕
播放影片「我媽的新男友」
播放影片「不要傷害我小孩」
第三屆淡江之星校園歌喉戰
窮學生也要出國渡假-美國工讀旅遊專案
播放影片「12怒漢:大審判」(上)
Double Latin(雙人拉丁)
何嘉仁志工招募說明會
播放影片「老媽愛死你」
影片播放「牯嶺街殺人事件」
當男孩遇上女孩，淺談男女交往
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99年度暑期實習
說明會
播放影片「老娘說了算」
統計系輔導學活動
播放影片「尋找阿娜答」
無名英雄站出來 第三屆無名良
品影音競賽說明會
日本財團法人國際產學交流協
會赴日度假打工說明會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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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吉林大學

大陸吉林大學（Jilin University）位於大陸長
春市，創立於1946年，1958年更名為吉林大學。
1960年，該校被列為國家重點大學，多年來培養
大批優秀人才，是國家基礎科學研究和高層次
人才培養的重點學校之一。吉林大學與本校於
2001年8月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成為本校在大
陸的第12所姊妹校。該校系所種類多元，共有
122個系所、6千多位教師，以及6萬餘名學生。
吉林大學擁有221個現代化研究的實驗室，並
擔任國家級和省部級科學研究，該校以「積極
發展、規範管理、改革創新」為指導方針，此
外，亦全面推進全資企業的改革，建立和實行
現代企業制度，大力推進學校科技成果的轉化
和產業化。吉林大學目前與美國、德國、韓國
等40多個國家130餘所校院和科學研究機構建立
合作交流關係，並擁有1千餘名留學生。吉林大
學自2003年至今舉辦的「北國風情夏令營」，本
校多位學生參加，兩校互動良好。（江啟義整
理 圖片： http://www.jlu.edu.cn/）

我的學習經驗即日徵文

上週期中考，企管系學生在月亮咬一口外休憩
區，準備考試。（攝影／陳怡菁）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心學
生學習發展組即日起至21日止，舉辦「我的學習經
驗分享」徵文比賽，學發組組長徐加玲表示，徵文
結果將出版電子書，期望藉由他山之石，分享彼此
的學習經驗，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主題包括時間管理、考試準備及應試、讀書策
略、書面報告撰寫、上台簡報、記憶策略及原文書
閱讀7大類，參賽獎金最高3000元。詳細規定至學
發組網站（http://sls.tku.edu.tw/）查詢。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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