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企管進學三 江成悅：開學穿洋裝優雅的走在學校，結果被商館前新翻修的斜坡路絆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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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調查新生入學考量 未來就業機會是關鍵
圖中數據為平均數
圖／謝慶萱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為了解大一新生入學考量因素，教學評鑑
發展組針對98學年度入學新生，進行大一新生
入學考量因素調查，結果發現「未來的就業機
會」為大一新生入學考量第1主因，「學校的整
體聲望」、「系所的課程規劃、師資設備」分
居2、3。
而申請學校時，則依序以「同儕（朋友、同
學、學長姐）的影響或建議」、「長輩（父
母、家人、師長）的影響或建議」及「高中時
期的教師」為選校的主要參考來源。
教學評鑑發展組組長白滌清表示，這份調查
結果顯示，多數學生將大學教育是否能訓練職
場知能列入關鍵考量，就業導向已是影響學生
選校的重要因素之一。未來這份調查將作為學
校了解大一新生的選校需求、調整招生方向的
參考依據。教務處招生組組長王嫡瑜表示，招

生組透過講座、參訪、博覽會、寄發簡介的方
式，本校每年與約百餘所高中交流招生事宜，
並定期以多元方式讓更多高中生了解淡江的
好。對於調查結果顯示大一新生選校，以親朋
好友的建議為最主要考量因素，她表示，以淡
江龐大的校友數量及向心力、各系更強化的專
業師資及精緻課程規劃下，相信會有更多人推
薦本校，吸引更多學生就讀本校。
中文二李孟瑄說，當初選填志願就將淡江列
為心中夢想的校系，來到淡江後發現，學校
設施充足，校園鄰近山海，美景令人沈醉，而
且搭乘大眾運輸到市區也方便。物理二陳怜方
說，本校理學院大一不分系，讓她能在大一時
接觸各類不同的領域，更能確定未來的研究方
向。她指出，系上提供不少研究機會，當初因
高中老師及家人推薦：「淡江校譽好，應該不
錯！」，這也是讓她更願意離家，北上就讀的

＜兩代早餐＞獲「無名良品」最佳劇情獎
淡江達人獎金６萬 等你挑戰

新鮮人不可０不年知
Q

挖寶６

1. （ ）請問哪一部偶像劇未曾
至淡江取景？（A）原來我不帥（B）愛
情合約（C）流星花園（D）痞子英雄
2. （ ）請問校歌第12句第一個字
是？（A）淡（B）江（C）大（D）學
3. （ ）請問驚聲銅像廣場的銅像是
誰呢？（A）嚴家淦先生（B）張驚聲先
生（C）孫中山先生（D）蔣中正先生
4. （ ）書卷廣場的竹卷有幾片？
（A）2片（B）3片（C）4片（D）5片
5. （ ）淡江大學共有幾個出入口
（A）20個（B）21個（C）23個（D）25
個

大學生活真 鮮
第一次上「文字學」，就被老師的原則
嚇到了！老師說他只有一個原則：「手機
如果響的話，那就謝謝再聯絡了！」我超
怕的，馬上就把這項重點記到筆記本上。
（中文進學一張宏宇）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商管聯合碩
士在職專班開學典禮，於11日上午10時在台北校園
D221教室舉行，由EMBA執行長林江峰主持，邀請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商學院院長胡宜仁、管理學院
院長王居卿及商管學院各系所師長、校友和新生近
300人齊聚一堂。
典禮中，高柏園頒獎給各系學業成績第1名的學
生，他表示，能兼顧學業與事業，並獲得優異的成
績十分不易。資管所EMBA第一屆校友，現任商管
聯合碩士在職專班（EMBA）同學會理事長許義民
說，在EMBA的課程中學習，受益最大的是人脈，
而該會將為學生建立聯合互助平台，整合並提供各
系資源，期待學校能提供更多相關研討會、專業課
程等產業資源。

日期/時間

9/20(一)
8:00

主因。
語言二張珮玟則說，當初在選填志願前，便
上網搜尋該系系所規劃，發現語言系可以在
大三出國一年增廣見聞，並可選修不同語言
增加外語能力。另外，學校在天下《Cheers》
雜誌中公布「2010年1000大企業最愛大學生調
查」，於私校位居龍頭，連續13年蟬聯第1。
她說：「這些因素，讓我相信選擇淡江是正確
的！」

9/20(一)
10:00
9/20(一)
13:00
9/20(一)
19:00
9/20(一)
19:00

跆拳道社在社團
之夜
帶來驚險的擊破
表演。（攝影／
鄭雅文）

採訪／陳昭岑、梁琮閔
攝影／林奕宏、鄭雅文

上了大學有雙二一制
度，好像一不小心就要
跟新學校說Bye Bye了，
感覺皮要繃得很緊ㄟ！
（電機一李佳宸）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由學務處課外活
動輔導組主辦、學生會承辦的社團博覽會「淡江
一甲子，社團起飛GO！」－社團之夜，於15日
在活動中心登場，吸引近兩千位學生，塞爆活動
中心。演出的21個社團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現場
尖叫聲與歡呼聲此起彼落，彷彿置身忘春瘋演唱
會般，好不熱鬧！
由競技啦啦隊揭開序幕，連續的空中拋接、翻
滾，將整場活動帶入高潮，現場尖叫聲不斷；吉
他社、鋼琴社等音樂性社團展現純熟的音樂技
巧，台下觀眾也隨著音樂搖擺；空手道社及跆拳
道社帶來高難度的武術表演，台下觀眾都不禁為

暑期記者研習自強活
動舉辦成語填空競賽，記者們
積極搶答。（攝影／林奕宏）

享其豐富的人物專訪與專題企劃經驗等。課程
結束後大家仍意猶未盡，圍繞著講師提問。
統計二洪予揚說：「曾是淡江時報記者的亮
萱學姊，給我很多激勵，從她採訪國際新聞的
經驗，我更了解英文及事前準備的重要性。」
大傳四鄭雅文說：「振堂學長以攝影的角度，
針對我的作品點出許多盲點，讓我發現還有很
大的進步空間。」
本報也安排同學參訪《遠見》雜誌社，由副
社長兼總編輯楊瑪利等資深新聞人分享工作內
容、雜誌封面設計、專題內容發想等。洪
予揚說：「我發現雜誌跟報紙的運作很
不一樣，尤其雜誌更注重團隊合作。」
自強活動至台東進行2天1夜的密集訓
練，建立新舊記者的合作默契與情誼。
除經驗傳承外，並進行成語填空與瞎拼
ABC等機智問答遊戲，同學們團隊合
作，卯足全力搶分。拿下第1名的大傳四
施雅慧表示：「我們這組拿到的獎勵是
刮刮樂，居然沒刮中任何獎金，2、3名
卻都刮中了，超生氣的！不過每次和報
社的同學們一起活動，感覺默契更好，
也可傳授新記者採訪的祕訣。」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主辦/地點

親善大使團
覺軒花園
茶藝室
諮輔組
商館旁
僑輔組
B406
課外組
E302
投資理財社
E302

活動名稱

親善大使招生
兒童志工招募
僑生中秋贈餅活動
種子課輔社迎新及社員
大會
迎新活動

舞蹈研習社、體適能有氧社、極限舞蹈
社及熱門舞蹈社等社團甫上場，一連串
毫無冷場的舞蹈，令台下觀眾為之瘋狂。
（攝影／鄭雅文）

下課後，同學們仍圍繞天
下雜誌主筆江逸之（右一）
提問，十分認真。（攝影／
林奕宏）

金融保險營趴趴走 吸70餘高中生

網路

淡水校園

表演者捏一把冷汗，但他們一連過五
關、斬六將，獲得滿堂彩。
晚會壓軸由詞曲創作社演出，兩首
自創曲及盧廣仲的〈我愛你〉，讓氣氛High翻
天，全場觀眾起身衝到台前一同高分貝尖叫，令
日文進學一李沛霖大呼過癮，直呼「一定要加
入詞創社！」公行二簡巧玳說，看到舞者賣力演
出，想加入國標社，「隨音樂搖擺一起High！」
社團博覽會執行長財金三陳宛君表示，很開心有
這麼多的新鮮人參與，但願他們都找到心目中理
想的社團。

本報記者暑期台東磨鍊 《遠見》參訪 楊瑪利授課
【記者張靜怡台北、淡水校園報導】
為精進本報記者新聞採訪及寫作、攝影
技巧等能力，本報社分別於6月26、27日
和本月10、11日舉辦暑期記者研習自強
活動及記者暑期研習會。
研習會在台北校園校友會館舉行，結
業時，行政副校長、
本報委員會主任委員
高柏園致詞並頒獎，
他勉勵記者要能虛心
接受指教，但保有對
新聞專業倫理的堅
持。
研習會邀請本報社
前攝影記者、中國時
報編輯部攝影中心記
者陳振堂分享其攝影
經驗，文錙藝術中心
副主任張炳煌，為大
家介紹「e筆書畫系統
的應用」；另外，天
下雜誌主筆兼產業組
召集人江逸之等資深
新聞人也應邀前來分

蘭陽

社團之夜
活動中心熱力 起飛

第一次遇到6點下課，被指南客運
站牌前的大排長龍嚇得傻眼，就當我
好不容易排到時，車門竟然在面前關
了起來，對面的公車休息區沒有公
車，不知下一班公車要等多久，無奈
的我只好選擇走回家，但是走沒幾
步，一台載滿學生的公車就從身旁離
去，頓時心中只有「殘念」兩個字！
（大傳一吳書瑜）

EMBA開學 300人齊聚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保險學系於7月舉
辦首屆「2010淡江金融保險營」，吸引來自全國超
過40所70餘名高中生，其中包括廣東省東莞台商子
弟學校學生也遠道而來，體驗本校保險系精心規劃
的課程。
這次營隊以「ICE CREAM I SCREAM」為主
題，設計6堂金融保險相關課程，包括保險與理財
等；並結合淡江的人文特色舉辦校園景點趴趴走、
校園偵探大搜索等，學生玩得不亦樂乎。
保險系學會會長保險三黃朝群說：「這是學會首
次舉辦高中生保險營隊，籌畫許久，規劃活動讓系
上同學感情增進不少，也頗有成就感。」來自台南
興國高中、今年推甄進入本校的保險一柯怡箏說，
這是第一次參加大學舉辦的營隊，藉由這個營隊讓
她提前認識多位學長姐，也更了解課程與系學會。

任編劇的袁為琳表示：「之前就看過多件
參賽影音作品，其他學校也有不錯的畢製
作品，所以能在強敵環伺之下拿到獎項，真
的很開心！」對於＜兩代早餐＞網友評論：
「兩代早餐的配樂精巧、巧妙搭配男女主角
表現自然的內心情緒，其中老闆跟顧客的
對話，將台灣選舉狀況完整顯現，真的很
棒！」也有網友指出：「題材很好，很喜歡
裡面象徵政治情緒與觀感的畫面，營造台灣
選舉時寫實的政治氣氛。」
而與藝人阮經天有些神似的日文三彭梓
安，在＜艋舺KUSO：春暉歲月＞中，飾演
阮經天有如本尊上身，也奪得明日之星獎！

台北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精采的社團表演，獲得同學
滿堂彩。（攝影／鄭雅文）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你想在60週年校慶拿大獎嗎？由60
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社團活動組主辦、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承辦
的「淡江達人、挑戰60」－智多星爭霸賽，報名將於今天（20日）
下午5時截止，欲報從速。
比賽將以分組機智問答競賽進行，已邀請歷任校長、金鷹獎得
主、全校師生及校友，以淡江60年來之歷史、人文、組織、人事、
制度、軼聞出題。報名資格為本校教職員生、退休教職員和畢業校
友，以6人為一隊組隊報名。活動承辦人課外組組員吳孟香說明，
將擇期舉辦初賽、複賽及決賽，最高獎金為6萬元，歡迎踴躍報
名。報名表及詳細報名方法，請上課外組網站http://spirit.tku.edu.
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3查詢。

【記者王育瑄、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由
Yahoo!奇摩、無名小站主辦的第三屆「無名
良品」網路影音圖文創作徵選活動，得獎名
單出爐。本校大傳系第24屆校友許碧鈺、王
亮鈞、袁為琳、黃添鈞、傅意珊、陳司凱及
寸碧翠的畢製作品＜兩代早餐＞，獲得影音
組最佳劇情片獎，並得到獎金3萬元！＜兩
代早餐＞運用輕鬆詼諧又細膩的手法，以有
政治傾向的家庭為背景，描述兩代觀念隔閡
的種種問題，尤其劇中一句台詞：「誰當選
了，我還不是要賣早餐。」貫穿了整部片的
精神，自一千多件作品中脫穎而出。
該片導演王亮鈞表示，得獎是肯定也是過
程，未來將用影像傳遞各種理念與精神。擔

淡水

蘋果日報財經中心記者李
亮萱（左）講授新聞採訪技
巧，與同學互動多。
（攝影／林奕宏）

A

1. （D）痞子英雄 2. （C）大
3. （B）張驚聲先生
4. （C）4片
5. （C）21個

師培中心展教案 同學熱情回饋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配合教育部
「教育史懷哲專案」，本校師資培育中心師生
利用暑期，赴石門國中及三芝國中輔導弱勢學
生，並於本月14至17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淡
江60校慶活動─2010年「與史懷哲相約在黑天
鵝」成果發表會。
活動展出輔導弱勢生的相關教案等，並有闖
關活動等實作體驗。闖關遊戲尤其受青睞，吸
引許多參觀者試身手，公認6個挑戰關卡中，
以「馬達抽抽樂」機智問答關卡最有趣，英文
三張睿君說，「這個關卡讓腦袋都活絡了起
來！」參與輔導弱勢生的中文四陳菀萱表示，
起初學生對參與活動並不熱衷，曾感到挫折，
但課程結束時，學生的熱情回饋卻又讓人捨不
得離開；「這次難得的經驗，讓我增進教學的
信心。」

遠距組連線清大 2門課影音互動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
本學期收播清華大學二門同步遠距教學課程，
限大三、大四生選修，將利用I501遠距教學教
室視訊會議系統即時連線，遠端授課教師進行
影音互動。
「行銷管理」由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洪淑芳主講，每週四下午3時20分上課；「美國
政治」由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嚴震生以
英語授課，每週二下午1時10分上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