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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二簡志偉：期末考考世足，我還比較會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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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MOS雙冠四連霸 ８月將赴世界賽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務處就輔組組長朱蓓茵於
12日帶領13位學生參加「2010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全國總決
賽，數學二林資閎與財金二曾莛雅，奪下EXCEL、WORD冠軍，為
我校贏得「四連霸」的榮耀。
本次參賽就輔組特別邀請資管系副教授楊明玉，親自教授同學解
題技巧、反覆練習考題，加上曾在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獲獎的

EMBA畢典將終身學習帶回職場

資工系講師陳智揚，與去年奪得EXCEL世界
冠軍的統計系校友劉文琇的傳授下，使參賽學
生在冠軍賽有亮眼的表現，兩人也將於8月代
表台灣前往美國猶他州，與來自70多國頂尖高
手，爭奪世界盃冠軍寶座。
這次的MOS世界盃全國總決賽，共有54所
學校276位同學參賽，在WORD文書處理比
賽項目中，本校除了曾莛雅成功奪得第1名
寶座外，林資閎也拿下第5名的好成績；此外

EXCEL資料處理競賽項目的排名，前6名裡本
校就占4個名額，分別是林資閎勇奪冠軍、數
學碩一蕭力誠拿下第3、曾莛雅獲得第4、財金
二鍾毓秀得到第5。而在初賽中因電腦當機問
題而只獲得佳作的林資閎，在決賽中更發揮應
有實力，成功贏得冠軍。林資閎開心地表示：
「初賽中因為電腦問題只得到佳作很遺憾，還
好這次的決賽中努力終於得到成果，回想賽前
心情真的很緊張，但能得到冠軍，很意外！」

導師能為我做什麼？ 學生期許多

EMBA畢業典禮，畢業生爭相與張校長合影。（攝影／徐浩慈 ）

【記者柯俐如、江啟義、陳韵蓁淡水
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於本學年
度針對學生「導師能為我做什麼？」的
意見調查報告日前出爐，共有3703人填
答。分析顯示，其中「導師提供就業資
訊或人脈」為全校各系所學生最重視的
選項；「導師提供就業資訊或人脈」、
「導師安排畢業學長姊交流」、「邀請
專家經驗分享」為淡水校園同學平均需
求度較高的排名；蘭陽校園學生需求度
的前三名也落在「導師提供就業資訊或
人脈」、「邀請專家經驗分享」、「導
師安排畢業學長姊交流」。學務長柯志
恩表示，希望能夠在調查中，讓導師更
加了解學生需求，進而幫助學生。在調
查中，針對學生重視的「導師提供就業
資訊或人脈」方面，柯志恩強調，導師
在了解學生需求後，能夠分享該授課科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商管聯合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典禮於
12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熱鬧舉行，共有師生及畢業生眷屬近500人，
使現場爆滿。校長張家宜勉勵畢業生在工作上要善用自本校習得的
專業技能及人脈，並將「終身學習」精神帶回職場，也期望繼續活
用本校三化的特色，讓工作更上一層樓。
商管聯合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林江峰以「走過十年」作為開場，
說明本校EMBA至今，孕育無數優秀人才，他期許畢業生「向學長
姐看齊」。英文系校友、菁英校友會會長侯登見前來參與，他也勉
勵同學要在語言與資訊科技上持續學習，就能在競爭力上「如虎
添翼」；會計系校友、兆豐銀行常務董事陳戰勝分享，在金融風暴
下，許多人重返校園充電都選擇淡江，顯現出淡江在業界的高度評
價；本校公行碩專班校友、總統府第二局局長陳烯堅以學長身分表
示，勉勵學弟妹要「學以活用」、跨領域的結合，以拓展人脈。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瘋世足！台灣學生
踢球也很威風！98學年度「全校足球公開賽」於日
前落幕，23支隊伍參賽，在各方「腳」力爭奪後，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實習媒體淡
首次由足球興趣班學生奪冠，為第一次台灣學生打
江之聲廣播電台日前參加由國立教育廣播電台主
敗外籍生隊伍的成績。體育室主任蕭淑芬則表示，
辦的第7屆「金聲獎—校園廣播節目競賽活動」，
興趣班的獲勝，展現學習成果，「大學生活就是要
從全國19所大學、269件作品脫穎而出，參賽作品
多元嘗試不同的運動，學習團隊精神，快樂運動就
不僅入圍率高達50%，更奪下「文教新聞節目」及
有意想不到的收穫！」身為興趣班教師兼足球校隊
「非流行音樂節目」兩個大獎，大傳系系主任楊明
教練的體育室活動組組長陳逸政表示，「他們的勝
昱表示：「電台指導老師許文宜的用心指導，加上
利，讓不少人跌破眼鏡！也顯現出只要透過練習，
同學們的努力，得獎是實至名歸！」
任何人都能踢球！」
「文教新聞節目獎」是由大傳四林承潔、企管四
興趣班A隊隊長機電三錢膺丞分享，「在進攻上
侯松甫、法文四周崇偉以「看不見的角落」，由
「明眼人也可以從事按摩業」的新聞議題切入，探
討視障人士的就業問題，評審一致肯定其細膩的呈
現手法。侯松甫表示：「透過這次採訪，讓我了解
不同的觀點。」
「非流行音樂節目獎」由公行二李美樺、國貿二
國標．舞研．極限舞．熱舞社 舞成果
陳思瑜、經濟二莫桑妮及大傳二李蕙珊、周佳蓉
【記者陳思嘉、柯雅婷、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
共同製作的「PUYUMA原音重現紀念音樂會」勇
期末各社團舉辦成果展，展現這學期努力的成果。
奪，以音樂會的形式，呈現出熱鬧豐年祭的感覺是
國際標準舞社和舞蹈研習社、極限舞蹈社分別於
其得獎的原因。李美樺表示：「很感謝電台用心地
5、6日晚間在活動中心舉行「獨一舞二」和「舞士
栽培我們，希望能夠繼續替學校爭光！」
道」。熱舞社在13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成果展，
節目單以雜誌方式呈現，且讓表演團體自由發揮。
國標社「獨一舞二」成果展這次以經典的舞曲
【本報訊】總務處於日前緝獲司令台女廁偷窺嫌
呈現，展現國標熱情性感的魅力，其中也以當紅
犯，並戒送中山派出所報案，警方已以違反社會秩
的「Nobody」和韓版流星花園插曲「Can You Feel
序法移送偵辦。交安組組長曾瑞光呼籲，校園中人
My Heart」作為舞曲，引起共鳴。舞研社和極限舞
少的地方務必結伴同行且提高警覺，發現可疑人物
蹈社合辦成果展，「舞士道」便是以日本藝妓及武
請即撥打26215656轉2110或2119通報。
士作為主軸，兩社皆帶來高超舞技，令現場觀眾
總務處勤務管制中心於4月14日及5月26日，透過
尖叫聲連連。熱舞社邀請輔大、政大熱舞社及校
監視器發現司令台女廁外有可疑人士徘徊，即刻派
外舞蹈團體共9組參與演出。整場表演融合house、
員處理安排埋伏勤務，本月8日下午再次由監視器
poppin等風格。熱舞社社長化材三林哲寬表示，觀
發現該名男士行跡可疑，值勤人員隨即通報前往處
眾的歡呼聲，就是對他們最大的鼓勵。
理；該人士坦承曾於司令台女廁偷窺之事實。曾瑞
弦樂．管樂．鋼琴．詞創音樂發表
光表示，學校將請警衛人員及學生加強巡邏及監視
【記者陳思嘉、林姍亭、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
器之監看，也請全校人員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共
弦樂社於2日晚上在文錙音樂廳舉辦「還在響」；
同為校園安全把關。

目在未來的出路、幫助，進而協助就業
發展。
日文三林逸勤表示，學生大多希望能
藉由學校管道，提前找到較優質的工
作；而大傳三陳楷婷表示，安排畢業學
長姊回校交流，不僅能詳細暸解相關科
系工作內容，也能幫助自己奠定未來的
就業走向；在專家的經驗分享方面，運
管三林雅慧則表示，專家提供自身領域
的專業知識及多年職場上的體悟，讓學
生們獲益良多。
另外，理學院的學生對於「導師聚
餐增進感情」的需求度也高居院內第4
名，數學四施建旭表示，每次聚餐時老
師都會提供我們未來方向的相關意見，
讓畢業的我們不再迷惘；創發學院的同
學則偏向需求「導師參與班務討論」，
旅遊二林城儀表示，導師所提出的專業

在訓練過程中，資訊中心教學支援組給予極
大的幫助，使學生有場地練習。資訊中心主任
黃明達與有榮焉說，能參加世界級競賽是很好
的機會，也很高興同學有這麼好的表現，未來
會鼓勵同學多參與。對於即將於8月到美國角
逐世界盃冠軍，曾莛雅蓄勢待發說，整個7月
都會去主辦單位翊利得資訊公司，練習之前所
有的考題，讓自己做好萬全的準備，才能有信
心應戰。

學生對導師的期望
淡水
提供就業資訊或人脈
安排畢業學長姐交流
邀請專家經驗分享
協助與各科老師互動
了解各科目之學習情況
聚餐增進感情
給予自由空間，不用管太多
參與班務討論
和我談談近況
導讀優良書籍
協助學校環境適應
關心我的身心健康及情緒起伏

（圖／陳頤華）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蘭陽
提供就業資訊或人脈
邀請專家經驗分享
安排畢業學長姐交流
協助與各科老師互動
參與班務討論
聚餐增進感情
給予自由空間，不用管太多

導讀優良書籍
關心我的身心健康及情緒起伏
協助學校環境適應
和我談談近況

意見，對我們幫助較大；商學院的學生普遍希望導師能給予
自由空間，經濟三陳培益表示，自由發揮的空間讓我們的獨
立思考能力更周延。

我們無法與外籍生相比，但在防守上絕對能死守球
門！」成功運用戰術的他，對最後的勝利也感到十
分訝異，他說，每隊都有最多兩名的外籍生校隊協
助，是他們的熱情激起全隊的鬥志，「有他們的帶
動，其實足球對台灣人來說一點也不難！」對於足
球的熱愛，他表示自己選修兩學期的足球興趣班，
藉由課程讓他增進足球技能，「大家都應該親身體
驗足球的樂趣！」
巾幗不讓鬚眉，足球場上首次有女生球員參與比
賽，更是成為本次最大焦點。來自宏都拉斯的國
貿三羅塔莉，以一股對足球的熱情，因為朋友的
邀請，加入了「BARCA」隊，在場上協助隊友阻

10社團成果嘉年華

交安組為校安把關 偷窺嫌犯送辦

擋、進攻，一舉拿下亞軍。她驕傲地說，「場上的
男生都怕我呢！因為從沒看過這麼厲害的女生！」

國術社青年盃刀術奪第2 內家拳得第3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國術社於6日參加
臺灣武藝文化研究協會舉辦「全國青年盃武藝錦標
賽」，企管二江育庭勇奪男子個人內家拳組第3，
社長企管三吳佳穎也奪得女子個人刀術組第2名。
吳佳穎表示，這次是第一次帶隊出賽就能獲此成
績感到十分開心。吳佳穎說：「希望下次能再接再
厲，能拿座冠軍。」江育庭也表示，未來練習時會
加強自主訓練，希望未來能再參賽。

攝影社「春染光」 參觀者絡繹不絕
【記者柯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攝影社「春染光」
於7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共同參展作品共79
件，17組個人參展作品。
社員們分享這一年來所拍攝作品，以照片抓住參

全國古典詩歌賽 張富鈞奪雙冠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由華梵大學中文系
舉辦第三屆「曉境雲聲」全國大專院校古典詩歌創
作大會於6月5日舉行，共6校，106人參與，這次比
賽分別為七絕組及七律組，中文博三張富鈞奪下雙
冠軍、中文碩一張家菀則拿下七律組第三名、本校
驚聲詩社社團獲得團體組第三名。
去年得到兩項比賽佳作，這次拿下雙冠的張富鈞
說：「平常在生活中多閱讀，並把想法及感觸記錄
下來，對創作很有幫助。」社長張家苑開心地表
示：「創作古典詩就是平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
不怕即席創作。」並表示，這次許多社員都是第一
次比賽，雖然未獲得前三名，但都有入圍，可見淡
江的學生不亞於其他學校。

資管企管聯手 創意行銷獲獎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企管三黃鈺
婷、資管四王瑞璽等6人，在指導老師企管系副教
授楊立人及羅惠瓊帶領下，日前以「讓心臟重新跳
動，解放你的星故事－台灣故事館2011年度代言人
選拔賽」，參加TKB臺灣知識庫及鼎茂圖書出版股
份有限公司等單位主辦之「第二屆尋找企劃達人全
國大專院校創意行銷企劃競賽」，自331組隊伍中
脫穎而出，榮獲台灣故事館組第1名、企劃簡報達
人獎及最佳企劃案指導獎三項殊榮。
組長黃鈺婷表示，很開心能夠得獎，感謝企管系
及資管系的組員發揮各自專長，而密集的口頭報告
練習增加彼此默契，也是贏得簡報達人獎的原因。

盧耀欽帶２６０學生志工服務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通核中心講師盧耀
欽所開設的「生態社區建構」課程，日前帶領約
260位同學前往關渡自然公園進行志工服務。
盧耀欽表示，關渡自然公園是國際重要溼地，安
排這次課程活動是要讓同學們了解服務是件美好的
事情，由於關渡自然公園只有3名專職幹部維護環
境，更需要志工加入環境維護的行列。資工四劉瀚
之說，這是第一次穿青蛙裝清理溼地雜草，以後有
機會也會告訴身邊朋友一起參與。

成教部機器人班7月開課

熱情洋溢多才多藝

管樂社社員法文四劉恩良於8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
「夏日烈唇－小號獨奏會」；鋼琴社於9日在驚聲
廣場舉辦「夏日嘉年華」音樂會；詞曲創作社於11
日在覺軒花園舉辦「經典之夜，風華再現」。
弦樂社「還在響」以弦樂團團員分組進行表演，
其中不乏多首耳熟能詳的樂曲，如「雙人枕頭」、
海角七號電影配樂「1945那年」等。管樂社由劉恩
良吹奏小號，輔以鋼琴伴奏，現場聽眾如痴如醉，
沉浸於樂聲之中。鋼琴社「夏日嘉年華」以多首古
典樂曲，如蕭邦《幻想即興曲》、聖桑《動物狂歡
節組曲》皆展現精湛的琴藝，令現場觀眾拍手叫
好。詞曲創作社由8個樂團帶領大家重溫80年代至
今30年間，膾炙人口的經典歌曲，表演者以復古風
裝扮華麗登場，現場經典歌曲一一重現，觀眾聽到
副歌跟著搖擺合唱，感染力十足。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近30位同
學日前響應世界展望會第21屆飢餓三十活動，在校
園舉辦飢餓體驗（餓蘭食陽），感受餓肚子的感
覺，並前往林美步道淨山，用行動表達對地球的關
愛。
資創二丁晟民說：「藉由飢餓體驗活動，讓大家
更深刻了解到這個世界上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因
此我們更必須要珍惜我們所擁有的一切。」主辦
人資創一關明修表示，這是蘭陽校園第2度舉辦活
動，希望成為蘭陽的一個傳統，繼續傳承下去。

了解各科目之學習情況

足球興趣班腳力擊敗外籍生隊奪冠

淡江之聲獲金聲兩大獎

蘭陽校園傳承淨山精神

觀者的目光並感受春天的繽紛。到場觀賞的師生絡
繹不絕，新任社長資工二董家翰開心地說：「這次
跟去年不一樣的是布景都是由攝影者自行布置，
顯得生動活潑許多，且有一面牆上面貼滿600張
LOMO照片，都是由自己精心設計，希望大家會因
看了我們的展覽作品而愛上攝影。」

實驗劇團公演 觀眾有笑有淚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實驗劇團於8日
至10日在L209舉辦期末公演，演出4齣劇，融合親
情、愛情、喜劇等內容，讓觀眾有笑有淚。
同學也熱烈響應，現場座無虛席，這次的公演分
別是「大家一起寫訃文」、「Yes’ I do」、「一匹
紅布」、「殺人A犯人B正在逃亡」，演員各個演技
精湛，表情豐富，戲劇張力十足。
其中「大家一起寫訃文」是說一個平凡的夏天傍
晚，奶奶過世了，爸爸要每人寫一篇訃文來紀念奶
奶。大傳二謝君竹熱淚盈眶的表示：「大家一起寫
訃聞，親情詮釋的很好，描寫地很逼真，令人感
動。」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成人教育部自7月5
日至8月26日在E219開設NXT LEGO機器人系列課
程，即日起受理報名，歡迎對小學三年級以上或對
機器人控制技術開發有興趣的人踴躍參加。
課程由機器人工程碩士班、電機系系主任翁慶昌
所指導的團隊，曾獲得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
中型、人形世界冠軍。基礎班課程將精心設計一系
列應用主題，讓學員透過LEGO實際動手做實驗。
課程詳情請參閱成教部網頁http://www.dce.tku.edu.
tw/OA/news/ufdir/45.doc 。

學習經驗分享賽果揭曉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習與教學中
心學生學習發展組舉辦的「我的學習經驗分享」
徵文比賽，成績日前公布，前3名分別是經濟二
林柏廷、國貿進學三巫緒貞、德文四馬世昌。
林柏廷表示，參加徵文比賽原本是希望能分享自
己的讀書策略，例如看書必須有一個順序，先瀏
覽、看綱要，再精讀、複習，如此才能將明瞭、吸
收書中的每個環節。這次得獎的作品也將放置學生
學習發展組網站「酷學習電子書」（http://sls.tku.
edu.tw/WEB/CHT/index.html），供大家參考。

淡江畢業季 張校長：樸實剛毅與全品管精神翱翔萬里 畢業生離情依依

唱作俱佳的全校畢典 令畢業生又驚又喜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度畢業典禮「淡江DNA‧
企業評價A」12日上午於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典禮中，校長張
家宜期勉每位畢業生「秉持淡江共有的DNA－樸實剛毅及全品管
持續改善的精神，開創淡江以你為榮的榮耀。」原定上午9時的
「校園巡禮」雖因雨取消，但體育館內師長的祝福及畢業生的熱
情仍不減。
典禮開始前，由司儀點名各院所，畢業生以掌聲及歡呼為自己
喝采，並在管樂的奏樂聲中揭開序幕，體適能有氧社同學手持黃
色與藍色彩球，各表演社團也搭配親善大使的新裝，結上黃、橘
色的蝴蝶結，令典禮會場呈現一種繽紛且朝氣蓬勃的氛圍。
今年的畢業典禮上，博士班撥穗及領證時，逗趣的《無敵鐵金
剛》、深情的《梁祝》以及《大黃蜂進行曲》的播送，新意十
足，皆令現場的畢業生又驚又喜。舞台上播放著畢業生校園生活
點滴的簡報，從青澀的大一新鮮人爬克難坡，到外語學院的畢業
公演等，照片一張一張，有汗水、淚水，也有喜悅和感動，畢業
生淚中帶笑，同時也給身旁的同學祝福的擁抱。

各系自辦小畢典 回饋感恩多
【記者陳書澔、陳瑩臻、林姍亭、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資工
系於9日晚上在台北國賓飯店舉辦「資訊工程學系聯合畢業典禮
暨謝師宴」，包含大學部及進學班四個班級逾百位學生參加，現
場播放各班製作回顧影片及謝師影片。當晚入場時猶如走進星光
大道，現場不時出現「哇！你也太帥了吧！」驚呼聲。土木系於
12日畢業典禮結束後，在E787舉辦「小畢典」，土木系系主任楊
長義勉勵：「成績不是最重要的，態度才是最重要的。」

國際研究
學院於12日舉
辦「國際研
究學院畢業典
禮」，國際研
究學院院長戴
萬欽表示，鵬
程萬里很適合
獻給國際研
究學院的畢
業生，以後就
業很有可能在
海外，或是常
出國，真的是
「萬里」。大
陸所碩四游智
彬表示，大陸
本校大傳系四年級畢業團拍。（圖／黃舒瑋提供 ）
所對他的栽培
將永遠銘記在
心，畢業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捐錢回大陸所，用行動表現感謝母
校的心。
建築系第42屆「Architorture－建築折磨」畢業成果展暨畢業典
禮於12日在127號公店舉行，催淚短片和建築系編纂洪玲玲的感
言更是使台下哭成一片，畢籌會會長建築五張珳傑表示，洪姐把
學生當成自己的孩子，不單單只是課業，其他的問題也都會想盡
辦法幫助他們。而系主任屆滿四年，畢籌會特別製作一張專屬系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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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畢業證書送給他，「表示
他為我們第42屆的一份子。」

海博館讓同學玩cosplay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
海事博物館為歡送畢業生，於10
日至12日舉辦「威風凜凜畢業季
專案」，開放4樓駕駛室，提供
船長服、水手服，以及攝影、輸
出服務，用影像為畢業生留下美
好回憶，不少畢業生第一次穿上
船長服進入駕駛室掌舵指揮，威
風凜凜煞有介事。
活動期間，導覽人員特別著水
手服，為參觀者進行解說，參觀
完後畢業生還可獲得海博館特色
紀念品一套。畢業典禮當天不少
家長及畢業生紛紛入館參觀，對
海博館做畢業前最後巡禮。數學
四施建旭表示，這是第一次來海事博物館，意外發現館內收藏如
此豐富、珍貴的圖畫與模型，這一趟參觀真是不虛此行，再加上
和同學一起玩cosplay爭相拍照，這個有趣的回憶很難忘記。

盲生資源中心畢業生：很捨不得
【記者柯雅婷淡水校園報導】盲生資源中心也於10日在商管
B120舉辦「期末座談暨歡送畢業生餐會」，雖然天公不作美，於
活動前突然下起大雨，但仍澆不熄大家的熱情，52位師生冒雨出

席話別，現場溫馨感人。
活動中，除由盲生分享4年來的感想及對盲生資源中心的建
議，另致贈惜別禮物給畢業生，互道珍重再見。大傳四林承潔
說：「盲生資源中心就像我們的家，給我們許多照顧，幫助我們
順利完成學業，在這裡有很多回憶，要畢業了真的很捨不得！」

大傳系友攜家帶眷返校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
導】大傳系系友會主辦的
「時光‧回憶」校友返校
活動，12日在O202熱鬧展
開！共有數十位系友攜家帶
眷返校與會，還有系友們熱
情地獻上花束禮物及寫滿祝
福的卡片，獻給即將在本校
服務滿25年的系上教授趙雅
麗，她感動地說：「這是我
收過最有價值的禮物了！」
大傳系教授趙雅麗（左）與校友郭秉讓
活動播放大傳系第1屆至
（右）合影。（圖／大傳系提供）
第23屆的系友照片，第10屆
系友、目前任職教育部人事處的丁士芳表示：「看到認識的學長
姐年輕的模樣，不禁莞爾。」
大傳系系友會理事長、第2屆系友吳世家表示，希望系友們能
透過返校活動聯繫彼此的感情，也期望未來能多舉辦相關活動，
讓大家的美好回憶能夠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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