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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處辦理儲訓幹部講座：「協助你的宿舍夥伴 ~ 認識憂鬱症」

▓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專員蒞校辦理《國軍徵才說明會》
受到這波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平常視
為操練辛苦的國防部門與產業，成為社會
新鮮人就業的另一種重要選項，有鑑於此，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的專員與本校軍訓室承
辦人黃大承教官洽商，特於98年2月16日
與20日分別於臺北和三峽校區各舉辦一場
「國軍徵才說明會」。
國軍北區人才招募中心，利用一個小
國軍徵才說明會現場
時的時間，向本校同學說明國軍現行國防
政策走向與國軍徵才的條件與限制，吸引許多同學前往聆聽，場內反應熱烈，希望現場
提供的意見能作為他們畢業後的職涯參考。

▓ 本校蝸牛社舉行「期初社員大會」
本校蝸牛社（校外租屋資訊服務社）經過前半年的招募新血，於學期伊始，於98
年2月25日（星期三）於社科院104教室舉行該社團之「期初社員大會」，特邀蝸牛
社指導老師王昌華教官與宿舍輔導教官
參加。
下學期是該社團社務的旺季，尤
其住宿同學於學期結束前，面臨必須選
擇校外賃居，而同學對校外賃居處所資
訊的取得，多半從本校建置的蝸牛網而
來，故如何精益求精，努力精進，全力
社員無不戮力以赴。
尤其今年臺北校區兩個學院預定搬
蝸牛社舉行期初社員大會盛況
入三峽校區，該社團針對未來的可能狀
況，也擘劃出努力的願景與專案工作：1、持恒辦理房東評鑑；2、參加學校的社團評鑑；
3、舉辦蝸牛週系列活動；4、暑假期間辦理社訓與社遊；5、蝸牛傳奇物語專案；6、社長
檔本；7、社長交接事宜；8、形象統一專案；9、網頁改版專案；10、收費機制執行專案；
11、戶籍總檢等，讓我們給予這個公益性服務團體與熱血青年們高度的肯定與讚賞。

總務處訊息

▓ 北大飛鳶社及慈倫社無私奉獻社區關懷
隨著新學期的開始，一個全新的社
團在堅定的向心力和熱誠之下誕生了 —
北大飛鳶社，堅持以在地服務，就近關懷
為宗旨，前進北大正門前方的桃子腳國小
做課輔服務。
北大飛鳶社，是一個由許多經驗豐
富的服務老手組成。在卸下了帶領社團的
重責大任之後卻始終無法忘卻對服務的那
份熱誠，也因為有了這些燃燒不盡的熱情
和穩固的社團經驗，飛鳶社在這學期每週
慈倫社在介壽國小舉辦幼幼活動
三、五下午全力為桃子腳國小的小朋友們
服務，為校內中輟之虞及特殊的學生作高關懷的一系列活動和心理輔導，透過多元課程
幫助學生之學習及生活適應，協助桃子腳國小執行本計畫案，除了給這群熱血社員們服
務的機會，也讓北大在地區服務更提升了一大層次，讓地方與北大更密切，彼此牽連互
助。也鼓勵北大的同學在課餘時間能積極參與服務性社團。
另慈倫社這學期也持續到社區小學辦理幼幼活動，第一站來到介壽國小。社員帶
領小朋友們以日常生活材料做科學實驗，培養科學知識、教小朋友們從遊戲中學習使用
金錢的正確方式等。希望藉寓教於樂的方式，啟發社區小朋友們的智慧，奠定他們未來
學習高深學問的基礎。（課外組提供）

國立臺北大學校園規劃系列演講
地

點：三峽校區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值此校園建設邁入公共性最高的階段，圖書資訊大樓、體
育館暨學生活動中心的規劃與設計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為提
升設計品質有必要強化全校教職員生的溝通與參與，建立良性
的學習機制，共同為建設美麗有內涵又有特色的新校園空間品
質把關。
經驗是可以傳承的，本系列演講邀請了國內理論與實務兼
具，且擔任過建校重任的重量級專家學者。希望透過此共同學
習的平台汲取經驗，共創屬於我們的大學校園，替邁入一流大
學提供堅實的基礎。
感謝專家學者的鼎力協助，更期待您的踴躍參與，讓此豐
盛的學習饗宴，創造出本校三峽校區建設最美好的共同記憶。

歡迎教職員工生踴躍參加

主辦單位：總務處

主持人：曾漢珍總務長

第1場 4月1日(三)AM10:00～12:00

第4場 4月24日(五)PM02:00～04:00

主講人：張清華女士(九典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講 題：公共建築空間的永續設計--從北投圖書館談起

主講人：黃世孟教授(高雄大學工學院長、前總務長)
講 題：高雄大學校園規劃之理念與實踐

第2場 4月8日(三)AM10:00～12:00

第5場 4月29日(三)AM10:00～12:00

主講人：林光美女士(台灣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講 題：量身打造建新館--台大圖書館建館經驗傳承

主講人：夏鑄九教授(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
講 題：論校園規劃

第3場 4月17日(五)PM02:30～04:30
主講人：漢寶德教授(總統府資政、建築師、前台南藝術
大學校長)
講 題：大學校園規劃之理念與實踐

※本館館長王怡心教授擔任中華圖書資訊館際
合作協會第9屆北部分區委員會主任委員，配
合年度工作計畫，於98年3月13日與東吳大學圖書館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圖書館 資 訊 推 廣實
務工作坊 -- 洞悉E世
代，提升創新力」。館長
受 邀 擔 任專題演 講的
引言人，推廣服務組文
組 長也 在各校 經驗分
享中擔任主講者，將本
館推 廣活動的實務 經
驗與圖書資 訊 利用課
程應用e-learning學習
平 臺 的 過程和與會人 王怡心館長（右1）與東吳大學丁原基館長（左1）及奧美集團
張志浩董事總經理（左2）等人合影
士分享、討論。
※ 98年3月5日王怡心館長、洪瓊枝秘書及文惠瓊組長到國家圖書館開會商討
雙方合作事宜，擬訂協議書作為雙方合作準則和依據。為提供論文發表平
台，促進知識傳播，並分享研究成果，提升學術研究發展，雙方合作的第一
個項目為共同舉辦碩博士倫文發表會，題目訂為「論文公開、知識傳播發表
會」。預定5月13日在國家圖書館舉行，先由本校各學院推薦3篇優質論文到
國家圖書館公開發表，提高本校的能見度。
※ 98年3月27日王怡心館長應邀參加在長榮大學舉行之「中華圖書資訊館際
合作協會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中作專題演講，講題：「館際合作服務
的效益評估」。洪瓊枝秘書及推廣服務組文惠瓊組長、陳淑貞小姐陪同
參加。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於98年3月3日至3月6日期
間分別於北、中、南、東四區舉辦「CONCERT 98年度座談會」。本次座談會
除報告 CONCERT 業務現況之外，並邀請臺灣大學、交通大學、逢甲大學、
東海大學、成功大學、東華大學等圖書館先進就電子資源最優價格爭取的
策略、過程及成效相關主題分區作經驗分享。北區由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
中心服務推廣組與臺北大學圖書館共同主辦。
※ 本館與國家圖書館合作，將「遠距學園」（http://cu.ncl.edu.tw）數位學習平台
之聯結置於本館圖書館首頁「線上學習項下」歡迎使用。
※ 臺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新版)已上線，歡迎各位使用。
※ 新增試用資料庫ACI資料庫，歡迎使用。

圖書館傳真

根據董氏基金會在2008年的調查顯示，有30萬大學生很憂鬱，近乎每4人就有1人憂
鬱情緒嚴重需專業協助。因此，為提高學生們對於憂鬱症的辨識能力，並強化宿舍幹部們
的功能與角色，學生諮商中心李家雯輔導老師與軍訓室合作，於３月１０日利用中午午休時
間，假三峽校區行政大樓六樓的小型會議室，提供宿舍儲訓幹部們一場「協助你的宿舍夥
伴~認識憂鬱症」講座。
為使學生們在短短的50分鐘內能對憂鬱症有最深刻的認識和理解，李老師在演講時
還運用時下學生們最喜愛的動畫卡通及饒舌歌曲，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同時，強調如
何辨識憂鬱症的各種面向外，與會學生們也學習如何對患有憂鬱症同學的最佳處遇方式，
了解自己在扮演宿舍幹部時的另一項重要任務。

進修暨推廣中心訊息

第6場 5月6日(三)AM10:00～12:00
主講人：曾漢珍總務長
講 題：臺北大學校園規劃回顧與展望

▓ 本校提供失業、放無薪假社會人士【免費進修】機會

本校參與教育部「98年教育部大專以上人力加值計劃」，係以大專校院95-97年度畢業失業
者為協助對象，並針對不同需求，提供多元化實務導向之訓練課程，課程涵蓋『英/日文訓練班』、
『多益TOEIC證照班』、『PMP國際專案管理師證照班』、『同步口譯入門班』，以促進失業者提升職
場職能與專業技能，95-97年度畢業失業者，備齊相關證明文件，可免費就讀本校推廣教育非學分
班課程，名額有限，請盡速報名。相關申請辦法可至推廣教育組網站查詢或電洽(02)2500-9562、
2500-9551、2506-5226 (陳致維先生或吳珈誼小姐)，網址: www.ntpu.edu.tw/dce/

▓ 推廣教育組訓練課程 熱烈招生中！
凡本校教職員工、學生，本人及其眷屬親友享有優惠
上課
地點

班級名稱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上課時間／堂

週一三或二四晚上(雙日班)

19:00 - 21:00 (20堂)

$5,500

4/27

週六上午(單日班)

09:00 - 12:00 (12堂)

$5,000

3/28

週三晚上(單日班)

19:00 - 22:00 (11堂)

$4,600

4/29

週六上午(單日班)

09:00 - 12:00 (12堂)

$5,000

3/28

週一～三晚上(單日班)

19:00 - 22:00 (11堂)

$4,600

4/27

週六上午(單日班)

09:00 - 12:00 (12堂)

$5,000

3/28

週二四晚上(雙日班)

19:00 - 22:00 (16堂)

$9,000

4/14

週六上午(單日班)

09:00 - 12:30 (14堂)

$9,000

4/11

塑身有氧

週二

19:00 - 20:30 (12堂)

$2,500

3/17

瑜珈提斯

週四

19:00 - 20:30 (12堂)

$2,500

3/26

PMP專案管理師證照班＊

週六

09:30~16:30 (6堂課)

$22,000

4/11

一般英文會話 (基礎～中高級)

週一～四晚上(單日班)

19:00-22:00 (12堂課)

$4,500

6/8

三峽 商用英文會話 (初級～中高級)

週二晚上(單日班)

19:00-22:00 (12堂課)

$4,500

6/9

校區 日語會話 (基礎～初級)

週一～四晚上(單日班)

19:00-22:00 (12堂課)

$4,500

6/8

週一三或二四晚上(雙日班)

19:00-22:00 (16堂課)

$9,000

4/20

一般英文會話 (基礎～中高級)
商用英文會話 (初級～中高級)
台北 日語會話 (基礎～初級)
校區
多益TOEIC證照班 (中級)

多益TOEIC證照班 (初級～中高級)

學費

預定
開課日

上課星期

凡本校教職員工、學生，本人及其眷屬親友，語文課程減免報名費＄200元，PMP證照班減免報名費＄1000元
多益課程享優惠價＄8,500元，瑜珈提斯、塑身有氧課程減免報名費$200元及學費享八折優待（$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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