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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4/29(一)

8:00

英文系

網路報名

聽力理解與口說卓越，

整合於職場英文暨

多益證照（http://enroll.

tku.edu.tw/）

4/29(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885小隊」志工招募

培訓課程（http://enroll.

tku.edu.tw/）

4/29(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抒壓手作工作坊(part1)

～鉤針杯墊及小玩偶

（http://enroll.tku.edu.

tw/）

4/29(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抒壓手作工作坊(part2)～

左手香喉糖製作

與種植&壓花書籤跟

卡片製作（http://enroll.

tku.edu.tw/）

4/29(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生活不當機」打擊拖

延‧樂活工作坊（http://

enroll.tku.edu.tw/）

4/29(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聽到內在的呼喚～生

涯敘事工作坊」（http://

enroll.tku.edu.tw/）

4/29(一)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UNIQLO公司徵才說明會

（http://enroll.tku.edu.

tw/）

4/29(一)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如何從小員工變CEO 

（http://enroll.tku.edu.

tw/）

4/29(一)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2013科系出路 （http://

enroll.tku.edu.tw/）

4/29(一)

8:00

歷史系

網路報名

畢業校友座談～

編輯與書記（http://

enroll.tku.edu.tw/）

4/29(一)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遇雨停辦）

4/29(一)

17:10

法文系

L416

法文電影播放

《騎單車的男孩》

4/30(二)

12:00

職輔組

鍾靈中正堂Q409

富邦金控公司

徵才說明會

4/30(二)

12:20

正智佛學社

黑天鵝展示廳

「隨心所浴 心饗素成」

素食展

4/30(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歡樂基本杖

5/1(三)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遇雨停辦）

5/1(三)

18:10

法文系

T505

法文電影播放

《偶然與巧合》

5/2(四)

19:00

吉他社

B712

FingerStyle與創作上的

應用

5/2(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歡樂基本杖

5/3(五)

17:00

體育事務處

操場

校園慢跑活動

（遇雨停辦）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美洲所將於5月
1日（週三）上午10時30分在驚聲大樓T306，
進行巴拉圭亞松森市市長Arnaldo Samaniego與
美洲所拉美組師生座談。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表
示，本次座談主題為「台灣與拉丁美洲」。市
長Arnaldo Samaniego是由外交部邀請來臺，在
此次行程中，由於本校在拉丁美洲研究上著力
很深，所以特別安排本校接待來自拉丁美洲的
市長，並以座談會的方式來交流。

台灣與拉丁美洲座談週三登場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宿舍開放申
請囉！有意願於102學年度入住松濤館或淡江
學園的同學，請於今日（29日）上午9時至5
月6日下午5時止，至淡江大學學生宿舍網站
（http://163.13.152.6:8000/）提出申請，住輔
組預計將於5月7日下午5時公布抽籤結果。住
輔組組員曾明玉表示，舊生入住松濤館的意願
很高，每年約1,100名同學申請，釋出床位名
額佔全館45%。此外，提醒中籤之男女生均需
確認床位，逾時未確認者，視同放棄床位，由
候補生遞補。
　本學年度松濤館2館已完成更新冷氣計費系
統，住宿生可於環翠軒儲值冷氣卡金額，免
除以往金融機構轉帳或匯款上的不方便。館內
設置助理輔導員，提供24小時的住宿生各項事
務、溝通管道等服務，且松濤館宿舍自治會定
期舉辦迎新、all pass糖等宿舍活動。松濤2館
樓長保險二林劭純表示，松濤館住宿費相較便
宜，同寢有室友互相幫助，且館內有飲水機、
冰箱、網路線路等設備完善、安全無虞。

松濤淡江學園今起開放申請

克廷科技大學
　克廷科技大學（Curtin Univers i ty of 
Technology），位於澳洲西澳大利亞州的
伯斯，是西澳大利亞最大的國立大學，也
是澳洲科技大學聯盟中的一員。1967年創
校、1986年正式升格為大學，為紀念前澳
洲總理John Curtin，於是命名為克廷大學，
之後改名為克廷科技大學，與本校於1998
年4月27日締結為姊妹校。
　克廷科技大學在西澳大利亞總共設有6所
校區，主校區設置於西澳的賓利，該校區
提供的大學學程，有商學院、健康科學學
院、人文學院、科學與工程學院，以及原
住民文化研究中心，每個學院內又依性質
不同，細分相關的科系；伯斯市中心校區
亦提供研究生商業課程。Kalgoorlie校區主
要為礦業學院；位於葡萄酒生產釀造地帶
的Margaret River校區，提供葡萄栽培及釀
酒的課程；Fremantle校區則是提供給研究
生再深造的環境；Shenton Park校區則設立
4個衛生研究機構。
　除了在澳洲設立校園外，克廷科技大學
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也設有分校，馬
來西亞分校的課程與賓利校區相同，新加
坡分校則是以會計、市場營銷和其他業務
課程為主。本校與克廷科技大學共同簽訂
「雙聯學制」合約，本校商管學院學生只
要合乎資格提出申請，就可赴該校修習學
分，同時獲得兩校學士學位或碩士學位，
這也是本校首次與姊妹校達成不受名額限
制的雙學位學制政策。（整理／楊蕙綾、
圖片來源／http://www.taisha.org/abroad/
australia/sq/zytj/200810/20081017145643.
html）
相關「姊妹校 On Air」介紹，請上淡江
時報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
點選姊妹校專區，就能搜尋到更多友
校資訊！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101學年度社
團指導老師座談會於26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行，由校長張家宜主持、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社團指導老師蒞臨座談，
蘭陽校園以視訊同步進行。會中頒發102年全
國大專校院評鑑榮獲特優獎之屏友會、績優獎
之合唱團的指導老師獎，以及頒發100學年度
校內評鑑績優之社團的指導老師獎。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感謝老師們推廣、帶
領社團活動的辛勞，過去一年因推動社團學分
化，經費及場地使用情況吃緊，目前邁入第二
年，勉勵老師繼續面對挑戰，也希望能提出意
見、以利解決。」
　課外組組長江夙冠進行綜合業務報告，並提
到「希望淡江學生在經過社團的洗禮後，能成
為一個更健全的人！」性平會執行祕書黃文
智，以「社團你我他」為題，針對性別平等議

題進行講解。提到同志在群體中的相處狀態、
過度追求或追求方法不當，同時說明性別平等
法規發展成熟，呼籲社團指導老師在社內活動
時，除了要注意師生分界，更要留心同儕間的
互動，避免影響社內事務。兼任性平會主任委
員的張校長提到，「目前校內偶發性騷擾案
件，提醒社團指導老師應要留心，師生或同儕
之間的關係密切固然良好，但更要懂得拿捏分
寸，在使用通訊軟體時，也要留心用字遣詞，
可能有『說者無心、看者有意』的情況發生，
造成不必要的糾紛。」
　中文系系主任、中文系學會指導老師殷善培
表示，對於性別平等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也
提到同學要維護學校形象、家庭垃圾應自行處
理、勿帶到校內丟棄；同時認同許多措施的推
廣，能在社團間產生正向效果。
　總務長羅孝賢則回應場地使用問題，「會注

　【記者趙巧婷、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期中
考壓力太大嗎？諮商輔導組舉辦「壓力FUN開
來，心情HIGH起來」活動，於今日（週一）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在商管大樓前擺攤，邀請
你一起解放壓力，發現生活中的小確幸！諮輔
組輔導員呂羿慧表示：「希望透過正向思考和
簡單的體操小活動，讓同學紓解壓力，看見生
活中的美好，每個人都有低潮的時候，但憂鬱
不等於憂鬱症，只要抱持健康的心態，就能讓
心情HIGH起來！」
　即日起至5月1日止，可至商管大樓B408室找
呂羿慧老師領取「幸福九宮格小卡」，填寫完
畢後於「壓力FUN開來，心情HIGH起來」攤
位兌換高級讀卡器一只，獎品數量有限，換完
為止喔！

填卡換獎品 壓力Fun開來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把你的需要，
放在心上。學務處生輔組提供慈濟慈善事業基
金會「安心就學方案」及教育部「學產基金
急難慰問金」。前者申請資格為家中遭逢變
故，例如：父母重大傷病、死亡、離異、遭裁
員、學生重大傷病或符合中低收入戶等，生活
或經濟上極需幫助者，欲申請者由導師協助提
報「經濟弱勢家庭子女就學補助申請表」，經
家長同意後，將書面及電子檔資料送至生輔組
（B421室）。該基金會將派員家訪關懷，並視
情況提供註冊費或生活費等相關補助。
　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申請對象是大
學部在學學生，其申請事項為傷病住院7日
以上、傷病死亡、學生父母因天然災害受傷
住院者，於事發3個月內提出申請。欲申請
者請填妥申請表，備齊在學證明、全戶戶籍
謄本、學生印章及學生郵局存簿封面影本，
送至生輔組（B421）、臺北校園（D106）或
蘭陽校園行政聯合辦公室。詳情請上生輔組
網頁（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伸援家變學生 教部慈濟急難救助相挺
jsp?sectionId=2）或撥打校內分機2263洽生輔組
專員許之榕。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由學務處主辦
品德年「學生有品、淡江有德」系列活動之
「有你真好」徵稿活動開跑嚕！可曾留意生活
周遭，如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電梯遇過主動禮
讓者，或是長期協助弱勢族群的善心人士嗎？
若你發掘身邊有一位這樣的朋友、熟悉的場
景，趕快將校園中有品、感動的故事記錄下
來，一同散播品德的種子。徵件內容包含800
字為限的文字說明、照片及影片，且須為原創
性。欲申請者請先至學務處網頁下載，並填妥
報名表與切結書，連同參賽作品DVD或VCD
光碟1份，親送至商管大樓（B403）。凡經錄
用之作品將頒發獎金1,000元，即日起至5月17
日止，詳情請上學務處網站查詢（http://spirit.
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1），或
撥打校內分機2399洽學務處專員陳瑞娥。

有你真好 徵文活動開跑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張校長揭示今年
為「品德年」，本報特設置「品德之星」，徵
選品德表現優異、致力實踐於此，堪稱典範足
為表率之學生，獲課外組組長江夙冠及德文系
助理教授柯麗芬的回響，推薦德文二邱馨儀同
學為品德之星。
　德文系助理教授柯麗芬表示，「馨儀投身志
工事蹟可溯及高中時代，關懷弱勢、服務奉獻
的熱忱不減，值得大家學習。」樸毅志工社指

導老師江夙冠表示，
「和馨儀相處近2年
來，不僅能感受到她
的學習與成長，亦發
現她是一位有耐心、
有品德，且懂得付出
及感恩的好學生。」
　邱馨儀高中時期曾
陪 伴 肢 障 人 士 遊 溪
頭 、 及 康 輔 苗 圃 計
畫，大學時期也曾參
與多場創世基金會、
華 山 基 金 會 、 飢 餓
十二活動，以及加入
世界展望會校園種子
志工，累積出豐厚的
志願服務資歷。
　問起走向公益之路

的開端？邱馨儀微笑地說，「臺大碩士生沈芯
菱11歲就投入公益，發揮影響力的故事，激勵
了我。」讓她從此決意要利用課餘時間、投入
公益活動。
　高中時她曾經參加康輔社的苗圃計畫，教
導學齡兒童寫作業，「在弱勢環境中成長的
孩子，對人會比較沒有信任感。但在課程結
束後，有位小女生卻拉著我的衣角，靦腆地
問：『妳下次還會來嗎？』我答應她一定會再
去！」但之後因為和考試撞期，就再也沒看過
那個孩子，這讓邱馨儀心裡一直存有小遺憾，
而上大學後，她決定要參加服務性社團，幫助
更多人。
　服務性社團將她的足跡帶到更遠，「我們
總以為熟悉這塊土地，但每次下鄉服務，都
會發現不同的臺灣之美，尤其是與當地耆老
聊天，能真正貼近當地居民的需求和土地記
憶。」她有感而發的說：「有人說臺灣最美的
是『人』，且臺灣人的熱情讓我很感動，所以
想做更多事回饋社會，讓臺灣更有溫情。」
　「做志工是會上癮的！」雖然每次完成活動
都精疲力盡，但心靈上的飽足感遠超過物質及
勞動力的付出。邱馨儀憶起三芝興華國小舉辦
「希望閱讀」，活動尾聲，孩子們齊聲說出
「謝謝大哥哥、大姐姐！」頓時，讓她體會，
「看到他們臉上的笑容、內心的感動，讓我有
種說不出的滿足感。」
  對於擔任樸毅志工社長，邱馨儀有份使命
感，希望社團建立更完善的傳承。她回想，
「學姊曾說：『在妳的臉上看到做志工的熱
情。』至今這句話仍帶給我很大的鼓舞，儘管
有時也會動搖想法，但反思做志工的初衷後，
讓我能堅持地走下去。」
  談到志工的影響力，邱馨儀堅定的眼神說：
「我想改變世界！」她想從改變身邊的人做
起，幫助需要的人，實踐品德教育、學習回饋
社會，讓這份感動延續下去。「我的信仰，就
是收集很多『微笑』！」邱馨儀說，「只想
看到溢於言表的『微笑』，因為勝過千言萬
語。」她更期待自己像水花激盪出漣漪般，影
響到某些人的觀念及想法、把愛傳出去，就很
值得了。
　在付出的過程中，她學習到關懷行善、尊重
生命。未來，邱馨儀堅定地說：「儘管再忙
碌，但只要有機會，還是會挪出時間參與志工
活動。」考慮將足跡跨得更遠，為不同國度的
人互動與服務，期待看見他們臉上的喜悅與感
動，一同散播有品與感動。
　下一個冬天的「舊衣舊書募集活動」舉辦
時，你或許會，掠影一瞥看到有位女孩，繞著
攤位忙進忙出，臉上總帶著光彩般的微笑，像
是初春的第一抹新綠，彷彿讓整個冬天增添些
許溫暖。她是邱馨儀，繼續散播品德馨香與感
動。

大運會代表隊接授旗 校長勉為校爭光

意改善、加強清潔。」並提示，今年為
品德年，但學生在校抽菸、丟棄菸蒂、
攜帶家庭垃圾來校丟棄等問題仍有待
改善，且近期環境教育獎委員會來校評
鑑，希望老師們能協助宣導該項訊息。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
「102全國大專院校」授旗典禮於
24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4樓排球場
舉行，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
虞國興到場勉勵全體參賽選手及
帶隊教練群。張校長親自授旗時
表示，「雖然淡江非體育學校，
但還是有100多位選手踴躍報名參
賽，期望大家都能在場上發揮出
實力。」為振奮出賽選手能為校
爭光，更提出「贏得前3名的隊伍
校長請吃飯，優勝隊伍還有機會
到國外姐妹校進行參訪」。
　由國立宜蘭大學主辦的大專運
動 會 ， 今 年 以 「 牛 動 新 世 紀 ，
宜蘭大躍進」為主題，於27日熱
力開幕，各項賽事將持續至5月1

日。授旗典禮中，體育長蕭淑芬更揮舞著旗
誌，帶領全體運動員吶喊「加油！」，代表出
隊的田徑、游泳、桌球、羽球、網球、跆拳
道、柔道、空手道和擊劍共9支校隊一同互相
激勵，隊員們展現十足活力。
　空手道社長俄文二李翊寧提到，「平時練習
會著重在動作的調整，除了加強體能訓練外，
也會因應比賽需求作體重上的控制。此外，希
望能克服臨場的緊張感，發揮出平常水準。」
體育處助理教授李俞麟表示，「每一場比賽都
有很多不確定因素，希望大家發揮實力，讓今
年成績突破以往。

　24日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102全國大
專院校」授旗典禮，校長張家宜（前排右
三）、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前排右二）及體
育長蕭淑芬（前排右一）與游泳隊參賽選手
及帶隊教練們合影勉勵。（圖／體育事務處
提供）

救國團合作方案啟動 擴大資源共創雙贏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26日與中
國青年救國團舉行「大專院校合作方案」簽約儀
式，由校長張家宜與中國青年救國團主任張德聰
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一級主管與救國團共19位
貴賓共同與會。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在我
們念書的時代，救國團的活動為大家所嚮往，尤
其對淡江而言有著特殊意義，由於本校提倡三環
五育，且在學務長的努力下，將社團活動列入必
修學分是本校的特色之一，因此格外重視課外活
動，這次的合作可以推動職能學習與培訓方案，
對學生而言是有助益的。」
　救國團於去年7月開始與各大專院校合作，本
校為第14所簽約學校，張德聰說明：「救國團長
年以來在教育、公益、服務、健康等四大領域默

默付出，提倡終身學習，透過這次的合作，可
以協助社團的幹部訓練與提供學生服務學習的平
台，救國團也可推廣各式活動，藉由多元合作一
起創造雙贏。」
　服務處大專中心總幹事魏繼中強調：「不僅提
供學生最佳的優惠方案，也鼓勵學生參加探索教
育的課程，經由體驗與團隊合作，促進溝通技巧
與人際關係，未來也將提供公益性、服務性社團
的經費補助，鼓勵學生多加參與。」
　儀式結束後緊接進行由人力資源處規劃「行政
人員職能培訓課程」，邀請救國團主任暨「張老
師」基金會董事長張德聰以「溝通的藝術」為
題，分享自身經驗，張校長、學術副校長虞國
興及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等13位一級主管出席與
會，共同交流「溝通力」的重要。張校長致詞時
表示：「以張老師多年的經驗，相信這是場精采
的課程，宛如吃了『心理維他命』！」張德聰以
幽默的口吻講述勵志的小故事讓課程充滿笑聲，
「請大家對彼此互相笑一下，只要你對別人笑，
沒有人會對你哭！」鼓勵大家踏出微笑的第一
步，透過溝通增進彼此關係。

邱馨儀投身公益樂見微笑

獲全國評鑑　　社團 校長頒指導老師獎狀

　101學年度社團指導老師座談會於26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張家
宜主持，會中頒發100學年度社團評鑑
績優獎項。圖為張校長（右二）與今年
評鑑榮獲「音樂性特優獎」的合唱團指
導老師戴權文（右一）一同合影留念。
（攝影／吳國禎）

品德之星

　德文二邱馨儀現為樸毅志工社社長。（攝影
／謝佩穎）

法律諮詢服務不間斷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你有專業性法
律的需求嗎？為保障全校教職員生權益，提升
法治教育及權利意識，學務處生輔組承續上學
期，設有「法律諮詢服務時間」。如有交通事
故、租賃問題、個人財務、私人糾紛、智慧專
利、家庭問題、勞資糾紛等相關問題，提供相
關資訊及見解。諮詢服務分成現場及書面2種
方式，欲諮詢者請先至生輔組網頁下載「法律
諮詢服務申請表」，填寫完畢後E-mail傳送至
法律諮詢專用帳號（law@staff.tku.edu.tw），
以便安排。此外，生輔組網站亦有「法律諮詢
服務常見Q&A」，歡迎多加利用。詳情請見
生輔組網頁（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
main.jsp?sectionId=2）或請撥打校內分機2263
洽生輔組組員林泰生。

特優
績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