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於上月8、9日參加東吳大
學日文系主辦的「第六屆全國大專院校日語辯論比賽」，以「高
等學歷是必需品嗎？」為題進行辯論，在11所學校的高手環伺
下，獲得一般論題部門第3名，比賽中表現亮眼的日文四劉艾茹，
抱回一般論題部門最佳第一反駁士。指導與帶隊參賽的日文系講
師河村裕之強調，「準備過程比結果重要」，學生學到的合作精
神，是最寶貴的經驗，而賽前除閱讀大量資料外，也利用春假練
習與討論，用功態度令人讚賞。
　劉艾茹表示，參加比賽的隊員中包含二至四年級的學生，起初
大家都不太認識彼此，隨著一起蒐集資料、絞盡腦汁練習與討論
建立默契。對於能獲得一般論題部門最佳第一反駁士獎，她說：
「很開心，但這個獎是靠隊友在比賽中相互幫助，才能擊敗對

手，功勞是屬於大家的。」

                                                    
6/7(一)

8:00

國交處

T904
暑假英語加強班(額滿為止)

6/7(一)

8:00

員工福利委員會

A111

私校教職員退撫新制之現況

講座報名
6/7(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留下好印象：履歷

、面試、外表」
6/8(二)

11:00

諮輔組

商館前
all pass粽粽傳情(all pass卡)

6/8(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主動積極的工作態度」

6/8(二)

18:30

插花社

B713
2010台北國際花博校園講座

6/8(二)

19:30

管樂社

文錙音樂廳
夏日烈唇-小號獨奏會

6/9(三)

12:00

學發組

I304

非說BOOK-淡江大學學生學習

社群讀書會推廣分享會
6/9(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職場中有效的溝通

技巧」
6/9(三)

18:30

國交處

活動中心
交換生&外籍生畢業歡送會

6/9(三)

18:30

鋼琴社

驚聲廣場

鋼琴社期末成果發表Summer 

Carnival(夏日嘉年華)
6/9(三)

19:00

學園團契社

E312
夏日火鍋會-什麼!夏天吃火鍋

6/10(四)

12:00

法文系

T701
法式滾球比賽說明會

6/10(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職場的商業倫理

」
6/11(五)

11:30

美洲所

驚聲大樓306會議室

淡江論壇-美國歐巴馬政府

與兩岸及世界新關係
6/11(五)

12:00

法文系

牧羊草坪
法式滾球比賽

6/11(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你被開除了」

6/11(五)

18:00

詞創社

覺軒花園

經典之夜-（絕世音樂.風華

再現）
6/13(日)

18:00

熱舞社

學生活動中心
熱舞社成發

                                                     
6/10(四)

18:30

圖書館

D304
博碩士論文何處尋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七日 星期一 產經三陳婉茹：等畢業典禮一過，我就是淡江土霸王!

學聲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台北 蘭陽 網路淡水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The University of 
Vienna）位於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創立於
1365年，是現今全世界最古老的德語大學，
也是中歐規模最大的學校之一，與本校於
2000年11月締結為姊妹校，成為本校第57所
姊妹校。
　該校約有8萬餘名學生，現有世界各地的
外籍學生人數約1萬人，該校亦為奧地利及
多瑙河地區的學術研究中心；設有8大學
院，190個科系組成，2009年世界百大大學
中，位居72名。
　該校與本校自簽署姊妹校至今已有8名奧
地利學生來校就讀中國文學系，本校亦有
8位學生至當地攻讀德國語文、國際貿易
及歐洲研究等課程。94學年度該校校長兼
歐洲大學協會主席 Prof. Georg Winckler蒞
校訪問，並商談學術交流相關事宜；95學
年度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主席Prof. Alfred 
Ebenbauer蒞校訪問並於本校歐研所演講，
97學年度該校教授Mr. Christian Leitner 蒞校
與本校中文系教授崔成宗進行短期研究及
合作計畫。（林姍亭整理）
（圖片： http://www.univie.ac.at/  ）

之 28
 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台北校園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七日 星期一 產經三陳婉茹：等畢業典禮一過，我就是淡江土霸王!

班代表暢所欲言 師長現場回應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統計本校每
學期約6000人辦理就學貸款，生活輔導組提醒學生
各款項的還款時間，以免影響個人信用。
　各類就學貸款，在職專班學生應於學業完成後開
始清償款項；一般生於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後
（服完兵役或是教育實習期滿），滿1年之日起償
還並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就學過程中，
曾因故退學或是休學未繼續升學的同學，也須於退
學或休學滿1年後執行還款；如有繼續就學者，可
向銀行申請延後。此外，計劃出國留學、定居或就
業者，應一次償還。其他任何還款事項疑問，可洽
台灣銀行淡水分行。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由風工程研究中心主辦的「風工程
週」，於2至4日在黑天鵝展示廳展開。現場展出台北社子大橋及形狀
特別的中國信託總部等橋梁、建築模型，吸引好奇的同學爭睹。其中
風洞實驗室的風洞體驗，體驗者可感受風對結構物造成的搖晃感，經
濟四李詩瑤體驗時，因受強風吹襲而搖頭晃腦，大呼「好有趣！」建
築系講師陳宏銘體驗說：「在風洞體驗過程中，能夠感受到如颱風般
的風速，很新鮮。」
　展示內容分動、靜態，靜態展示分三大主題，包括風力規範、實場
量測、e-Wind，其中，e-Wind結合五項風工程電子化研究，藉由精
密的資料庫來測量建築物對風的承載能力，以加強建築物的穩定性；
「e-learning」為風工程研究中心所研發的線上學習系統，可透過網路
學習風力規範，增加學習的方便性。土木二楊智凱說：「來到這裡看
到風工程研究的奇妙之處，對於平常在教室接觸一堆複雜計算公式的
我來說，真是大開眼界。」

金韶獎大贏家詹宇庭再奪金旋獎創作第一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於3日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行「98學年度第2學期二、三年級
班代表座談會」，由校長張家宜主持，約150位班
代表出席，現場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連線，張校
長全程參與，聽取班代表所提出各項事宜。班代表
針對教室髒亂、課程教學、獎助學金等問題自由發
言，學校相關單位主管也對提問作具體答覆。
　電機三馬瑜鴻表示，校園中垃圾桶收走後垃圾量
反增、商館及海報街充斥補習班廣告，盼學校能解

決。總務長鄭晃二說明，因台北縣升格直轄市，7
月起將實施垃圾隨袋徵收，深怕校外垃圾會增加學
校負擔，期盼大家能配合；而廣告張貼已與業者溝
通中。至於交通安全及停車問題，他表示希望同學
多利用五虎崗停車場，減少大忠街交通擁擠問題。
另班代提及路面不平的部分，他說明將去函淡水鎮
公所，並增設減速坡。此外，學生在校安全的加
強，軍訓室表示將加強巡邏，以避免社辦遭竊、校
園襲胸等安全疑慮。另多位班代希望獎學金能增

加，學務處說明，獎學金因獎補助預算無法增加，
同學可嘗試申請校外獎學金。而學生申訴管道部
分，班代反應學生意見不易即時反應。對此生輔組
回應，將學生意見專區置於生輔組網站，以方便搜
尋。在教學評鑑方面，國貿三李云嫚表示，教學評
鑑實施時間在學期未結束前，造成學生害怕影響期
末成績。對此，學習與教學中心表示，評鑑在期末
考前2週，是避免打擾學生準備考試，而評鑑結果
是送交成績後才提供教師，不會對學生造成影響。

　蘭陽校園資創二李宜珮表示，希望淡江時報能加
強報導蘭陽校園新聞並增加蘭陽校園記者。淡江時
報社社長馬雨沛回應，目前蘭陽校園記者有3位，
而蘭陽校園因大三出國等因素，導致稿量不定，但
歡迎蘭陽校園學生加入，淡江時報會不定期培訓，
傳授蘭陽記者採訪寫作技巧。

就輔組推動考照有成

社團評鑑之夜  

生輔組：就貸還款要準時

春季聯合義賣捐百萬愛心

資工週帶你體驗熱門3C產品

謝韋毅獲入職涯探索營機會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會於上週一（5月31日）在
覺軒花園展覽廳舉行「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的
受贈儀式。商管學會會長國貿三林宣亞表示：「此次勸募活動秉
著創新的理念，離開北區拓展到蘭陽校園，並走出大學到淡水中
學、淡水商工販售義剪券。」這次義賣募款總金額為新台幣115萬
9,350元，比去年多了近15萬元。
　義賣所得將贈給罕見疾病基金會、法鼓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及台東市偏遠地區國小圓夢專案─知本國小柔道隊。管理學
院院長王居卿表示，希望透過這次活動將愛心傳出去。

　【記者陳昭岑、王育瑄淡水校
園報導】水環二詹宇庭上月參
加台大搖滾音樂季奪下創作組
第1；在第27屆政大金旋獎拿下
創作組第1及最佳作曲獎，而與
詹宇庭搭檔的物理碩三楊登竣也
獲最佳吉他手。猶如明日之星的
詹宇庭，將與台大搖滾音樂季其

他得獎者於7月28日在河岸留言
舉辦演唱會，並預計發行合輯
CD。
　詹宇庭在台大搖滾音樂季以
《不被心疼的孩子》從25組選手
中拿下創作組第1，政大金旋獎
以自創曲《聽見說》從180多位
參賽選手中脫穎而出。而詹宇

庭也是本校第21屆金韶獎獨唱組
冠軍、創作組第2及重對唱組冠
軍；楊登竣是第20屆金韶獎的創
作組位展現在各項默契十足的表
演中。軍、創作組第2及重對唱
組冠軍；楊登竣是第20屆金韶獎
的創作組位展現在各項默契十足
的表演中。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就輔組於98學年度致力推
動證照研習及校園考照，成果展現！就輔組組長朱蓓茵日前帶
領18位學生，參加翊利得資訊公司主辦「2010年世界盃電腦應用
技能競賽」北區初賽，全數合格、抱回33張證照，更順利取得全
國決賽的入場券，並獲團體亞軍。朱蓓茵開心表示：「很滿意同
學此次表現，也證明只要有心，就算不是唸商科同學也可拿到證
照。」
　職場上擁有證照則有競爭力，朱蓓茵鼓勵大家：「不要怕困
難，只要認真學習，就輔組會幫助同學取得證照。」在本次世界
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中，我校共參與MCAS和MOS兩種證照考

試。本校來自法文、國貿、統計等10個不同科系學生，在就輔組
的協助下，百分之百取得證照。其中33張證照中，就有29個測驗
分數達滿分，與他校比較速度後，數學碩士一蕭力誠更成功拿下
MOS Excel第1名寶座；統計二蘇千惠、企管二盧冠良則獲MCAS 
Excel第2及第3。就輔組組員陳芝仙表示：「當天選手表現穩健，
雖然遇到電腦當機等突發狀況，仍冷靜地應對拿到滿分，可惜因
當機無法在平常訓練時間內完成，不然成績將更出色。」賽中，
一舉拿下MOS Excel第1名、MCAS Word第7名、MCAS Excel第10
名的蕭力誠說：「考前兩週，每天至少花1個小時以上練習，很開
心努力有成果。」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度
社團評鑑主題「改變、轉變、蛻變」於上
月28日公布得獎名單，161個參賽社團，較
去年增加17個，美術社連7年奪得文藝性社
團特優、康輔社4度獲得康樂性社團特優，
而體適能有氧社也3次蟬聯體育性社團特
優。校長張家宜出席社團之夜並頒獎，肯
定各社團的努力及展現。美術社社長西語
二王婉如領獎時，難掩心中歡喜，大聲尖
叫，社上成員更一同高聲歡呼。
　社團評鑑執行長電機四李青芳表示，為
鼓勵同學參與社團觀摩，增設社團人氣
獎，由同學選出心目中理想的社團。各社
參賽時，無不絞盡腦汁呈現社團特色，高
雄校友會獲得社團人氣獎第一名，雄友會
副會長俄文二許伯瑄表示，在投票前，就
在網路及MSN上尋求支持，社上的同學及
幹部也很積極拉票，甚至在攤位設立一座
摩天輪吸引同學注意呢！擔任評審的圖書
館採編組編纂郭萱之說明，社團學生很用
心表現，能夠看見每個人滿滿的熱情，其
中康輔社運用全品管PDCA製作成果報告，
真的很認真！
　蘭陽校園街舞社獲得淡蘭閃耀獎第一，
社長政經二朱定芸表示，街舞社是蘭陽人
數最多的社團，去年並未得名，今年再參
賽，除加強成果報告，也進行帶動中小學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碩二謝韋毅日前自百餘名參賽者中勝
出，與台、清、交等校學生一同獲得免費參與台灣杜邦公司第三屆「職涯探
索營（2010 Career Discovery Camp）」機會，並與組隊以「財源滾滾」計畫，
獲得團體最高榮譽的創新獎「Innovation Award」。
　謝韋毅表示：「我們的題目是：『再生能源的應用』，隊員們發想以壓電
材料做成輪胎夾層，藉由汽車輪胎轉動發電，藉此達到節能減碳目的。」在
隊員腦力激盪下，討論其可行性、找數據資料佐證、製作投影片，並練習英
文報告，終於獲得創新獎，杜邦主管對此計畫也表示高度興趣。
　「參與這個活動，認識不同學校的菁英，與公司高層近距離對話，讓我知
道領導人的想法，收穫良多。」謝韋毅也鼓勵同學多參與相關活動，「不要
擔心自己是否能做到，因為沒有去做，永遠不知道。」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由資訊工程學系舉辦的「2010資訊週」自今
日（7日）起至週四（10日）登場，除邀請中華電信副總經理黃子漢、趨勢科
技技術經理張書源等人蒞校演講外，知名廠商如中華電信、友旺科技、華電
聯網等都將參展，想要體驗時下熱門的3C產品來資訊週就對了！
　資訊週將於週三（9日）中午10時30分舉辦開幕式，由舞蹈研習社等帶來動
感的舞蹈揭開序幕，活動包括資訊證照說明會、考試經驗分享、就業面試座
談會等，邀請畢業系友及研究生與同學交流；新工學大樓3樓中庭亦將展示大
三生專題、研究室成果以及資訊概論優秀作品，資工系系主任郭經華表示，
這次特別邀請大三同學家長前來參觀，讓家長了解孩子在校研究成果，另邀
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科技所教授陳攸華，分享人生心路歷程。系學會會長資工
三凃博瀚表示，今晚重頭戲「資工之夜」，特請color樂團、歌手陸瑤及luxy 
girl帶來精彩演出，資工系同學們也精心準備戲劇、舞蹈表演，現場另有摸彩
活動，錯過今晚，就要再等一年！

　上週社團之夜，跆拳道社一出場便展現驚人氣勢，防身術和擊破表演，震撼
全場。（文、攝影／鄭雅文）

及社區服務，希望能充實社團成果，未來期望在中小學活動中，讓小朋友學習舞蹈。搖滾
來搖滾去研習社獲得進步獎，社長政經二汪祖婕表示，很開心獲獎，未來將在社務及社區
服務方面更努力。
　即將擔任學生會副會長的化材二王奕筑趁機觀摩表示，看到許多社團賣力展出成果，未
來會更努力製作成果報告。保險一吳靜宜驚訝地說：「大學跟高中社團很不相同，要準備
的資料很多，看來要投入更多心思了！」

全國日語辯論賽 劉艾茹奪最佳第一反駁士 

屢 獲 音
樂 創 作
獎 的 水
環 二 詹
宇 庭 ，
對 創 作
的 熱 情
十 足 。
（ 攝 影
／ 劉 瀚
之）

風洞體驗 風真

就輔組推動考照有成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就輔組於98學年度致力推 試。本校來自法文、國貿、統計等10個不同科系學生，在就輔組
電腦應用賽合格率百分百

喝!

（攝影／吳佳玲、曾煥元）

金韶獎大贏家詹宇庭再奪

反增、商館及海報街充斥補習班廣告，盼學校能解

　【記者陳昭岑、王育瑄淡水校

明日之星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於3日在驚

淡水
蘭陽

創作

才女

美術社特優 蘭陽街舞社第1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由風工程研究中心主辦的「風工程

透

小啓

有繼續就學者，可向銀行申請延後。此外，
計劃出國留學、問，可洽台灣銀行淡水分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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