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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大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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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新生愛心走出校園　服務學習新風貌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為推廣校園與
社區服務學習，學生事務處與淡水古蹟博物
館、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及統一超商好鄰居文
教基金會合作，於17日引領航太系、產經系、
電機系等111位新生，參與「淡水古蹟無障礙
之旅」以及2011Clean Up the World「清潔地
球 環保臺灣」全國清掃活動，透過與校外公
益社團的連結，學習互助合作的服務精神。
　服務學習自99學年度全面實施，課程共區分
為「專業知能服務」、「校園與社區服務」、
「社團服務」三類。「專業知能服務」即是結
合課程所學知能，如「兒童文學」將至馬偕兒
童病房為病童讀童書、「資訊數位服務」將到
淡水區公所協助建置網路系統，讓專業在服務
中發揮最大功效；「校園與社區服務」是參與
校園清潔維護和社區服務等協助，讓大學新鮮
人培養服務的基本態度，如淨灘、訪視長輩、

清掃社區等；「社團服務」則是校內外社團服
務的工作，經由學務處論其表現認證之，如帶
動中小學社團、寒暑假服務隊、國際志工。中
文三潘映如表示，大二時曾利用寒假參加屏友
會的返鄉服務，教導偏遠地區的小學生環保、
生活小常識等議題，透過親身的社團參與，展
現服務的精神。
　此次無障礙之旅由航太系學生陪同身障者參
與。盲生中文二施奕戎表示：「我覺得這次服
務課程很有意義，觀覽許多淡水古蹟，參與的
學生十分照顧我們，提醒我們四周的方向、環
境，方便行走 。」航太一楊書睿說：「因為
之前服務過小兒麻痺患者，而這次陪同視障
生，讓我能透過實作的服務與相處，增加另一
種全新的生活體驗。」另外，部份航太系學生
於淡水捷運站，替「行無礙」募集發票。來自
所羅門群島的航太一雷蒙說：「我覺得『行無

礙』公益服務對學生來說是很好的學習，給我
們機會去幫助身心障礙者，這類對社會有益的
活動應該多舉辦。」
　響應世界清潔日，產經系與電機系學生擔任
志工，於淡水捷運站周邊如老街、淡水河畔進
行清掃活動，為社區環境盡一份心力。產經一
林雪涵說：「在打掃時發現地上多是煙蒂和
口香糖，而口香糖都黏在地板上，非常難清
理。希望大家能提高公民素養，不要隨地丟垃
圾。 」 僑生產經一許浩文則表示：「我覺得
臺灣能有服務課程是件很棒的事，在香港比較
少有類似的活動。我們都是地球村的一員，應
該不分你我，一起對環境負責。」電機一龔福
鈞則建議：「希望下次的服務參與，能夠到國
中小學裡教電腦，結合所學，成效說不定會更
大。」

                                    

9/26( 一)
8:00

諮輔組

Ｂ413

「現實人生ONLINE－網路沉迷徵

圖」活動

9/26(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大咖研究所的音樂講座－何戎」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9/26(一)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中文履歷撰寫技巧」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9/26(一)

22: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TQC－EXCEL2007研習課程」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9/26(一)

18:00

熱舞社

體育館1樓
熱舞社迎新

9/27(二)

12:20
學發組

I304
「原文輕鬆讀」~英文讀書策略

9/27(二)

19:00

星相社

E310
星座概論

9/27(二)

19:00

僕人領袖社

B120
短期志工經驗分享

9/27(二)

21:00

體適能有氧

SG246
Body Jam（搖擺炫舞）

9/28(三)

12:20
學發組

I304
記憶煉金術

9/28(三)

20:30

體適能有氧

SG246
Body balance

9/29(四)

12:20

學發組

I304
英語聽說能力培訓班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
攝影社於22日晚上7點舉行「十
年‧LOMO傻瓜攝影術」講座，邀
請攝影師李建廷先生（叮咚），帶
來他的攝影集《十年》，分享在攝
影方面的心路歷程及技巧心得，吸
引大批對攝影有興趣的同學出席；
會後更有不少同學在現場索取簽
名、合照。
　《十年》一書是叮咚集結他與太
太相戀十年期間所拍的照片，部分
作品更獲得2011年法國PX3國際攝
影比賽銅獎及榮譽獎等獎項。透過
每張照片背後的故事，表達叮咚
「用愛去攝影」的信念，鼓勵同學
即使沒有昂貴的攝影器材，只要用
心感受生活，也能在日常生活中拍
出動人的照片；另外，也分享他使
用傻瓜相機攝影的技巧心得，例如
拍照時一改以往慣用的拍攝角度，
使用直立式拍法等。
　已是第二次受邀至攝影社演講的
叮咚表示，「每次來到淡江，校
園四周總是洋溢著濃厚的青春氣
息！」提到獲獎經歷，他鼓勵同學
不妨勇於挑戰自己，多參加攝影比
賽以汲取經驗。

大一學習風格　學習態度偏好反思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度新生
學習風格量表」調查結果出爐囉！從調查結果來
看，學習風格上以「圖像/視覺型」占最多，為總
填答人數的88.32%，顯示學生對圖片、畫像等具
體資料，輔助文字說明會有較好的學習成效。
　調查項目與往年相同，將學習風格分為四大面
向、八種類型，包括「主動型vs.反思型」、「感
官型vs.直覺型」、「視覺／圖像型vs.口語／聽覺
型」、「循序型vs.總體型」。施測結果與98學年
度相較，在學習態度上由98學年度的「主動型」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由商管學會主
辦，商管兩院系學會合辦的「第25屆商管兩院
迎新晚會」於21日晚上在學生活動中心High翻
天。
　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勉勵新生，「希望大一
生在4年間都能好好念書，也能在社團活動方
面有所成就。」除了表演外更有大獎，獲得
「半年套房免租金」的統計一謝岱凌笑著說：
「抽中那刻簡直太不可思議，腦筋都一片空白
了呢！」
  今年特別以「古裝」扮相出場的12位系學會
會長，被稱為「十二金釵」，一現身就讓全場
驚豔，活動負責人企管二張思博說：「希望藉
由這樣的機會，讓學弟妹們看到商管各系的熱
情、活力及人情味，讓他們更快融入淡江這個
大家庭。」

犀利麻吉兩岸交流報名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想更瞭解兩岸的學生嗎？
「犀利麻吉兩岸”high瘋”會」活動開始報名囉！學生事務處
諮商輔導組為使台灣及大陸學生能彼此交流，藉由輕鬆的工
作坊形式，透過團隊合作、自我及環境探索增加互動溝通能
力，進而拓展自己的交友圈。蘭陽及淡水校園報名時間分別
至30日（週五）及10月21日（週五）截止。有興趣的同學請
至蘭陽校園L312洽教官溫漢雄及淡水校園B423輔導員許凱傑
報名。

８８水災助學專案申請中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為協助88水災受災學生順利
就學，教育部依受災狀況給與學雜費補助。此專案申請適用
對象為98年8月8日受災學生、家屬因災受傷、亡故和經濟受
影響者。申請日期至10月7日止，須繳交申請表、全戶各項所
得資料清單、三個月內之戶口名簿、家庭變故情況報告、家
庭突遭變故證明等，詳情請洽生輔組網站查詢（http://spirit.
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

日本交換生甄選開跑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即日起至
10月5日中午12時止，開放赴日本姊妹校交換留學生之甄選報
名，有長崎大學、駒澤大學、電氣通信大學和中央學院大學
等8間學校，約有18個甄選名額，有興趣的同學需先下載心
理測驗文件於30日（週五）前至諮商輔導組施測，詳情請洽
（http://www.oieie.tku.edu.tw/main.php）。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每個人都有
不可說的秘密，但卻又急於跟別人分享這個祕
密。」實驗劇團於21日起在L209展開為期四天
的期初公演，劇名為「重逢」，以同學會為開
端，揭發出不可告人卻又與事實大相逕庭的真
相。導演法文三黃琪茗表示：「這次選用的劇
本不同於以往的風格，改用題材比較『成熟』
的劇碼來呈現，劇中有很多橋段是現階段的學
生不曾經歷過的，因此在導戲的過程中對於演
員的心態調適是很重要的部分。」
　女主角英文二羅湘茹說，「劇中角色個性內
斂穩重，對待感情的方式也較為溫和細膩，和
真實的我相差甚遠，因此詮釋角色最困難的就
在於挑戰跟自身截然不同的個性。」中文三郭
庭宇觀後說，自己對於劇中女主角為愛求全，
甘願包容一切佯裝無事的堅強感到動容。

攝影社邀知名攝影師叮咚演講

寫好字　拿獎金　師培中心板書比賽

　 實驗劇團上週期初公演，圖為「重逢」劇
碼。（攝影／張峻銓）

實驗劇團　與你重逢
　 實驗劇團上週期初公演，圖為「重逢」劇　 實驗劇團上週期初公演，圖為「重逢」劇
碼。（攝影／張峻銓）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職
涯輔導組與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於21日下午
2時合辦「名人帶路」講座，邀請金曲獎
知名作詞家方文山分享經驗，勉勵學生

方文山
今天　　　不寫詞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想找機會秀一下一手好字
嗎？師培中心將於10月11日舉辦硬筆字及板書競賽，祭出7000
元獎金尋找板書高手，前3名分別可得到3000元、2000元及
1000元獎金，而2名佳作也可獲得500元的獎金。報名截止至
28日（週三），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前往活動網頁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本次競賽初賽以原子筆、鋼筆書寫硬筆字為主，通過初賽
後，將可晉級參加黑板板書決賽，比賽時間預定為10月11日中
午，第一次報名的經濟四林柏廷表示，參加比賽主要是想增
加比賽的經歷，可以運用在日後的推甄上，「現在上課的筆
記抄工整一點，就是練習硬筆字的好方法。」

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

校園話題人物
林易祺

轉為「反思型」，其他三個面向與
98學年度相同，學習方式屬於「感
官型」；學習感官屬「視覺／圖像
型」；學習思考模式屬於「總體
型」，顯示多數學生偏好跳躍式的
學習，並喜歡以具體圖表作為學
習的輔助工具。許多人選擇獨自一
人完成工作，或單獨思考學習的內
容。
　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
組長黃儒傑表示，施測結果均大致
相同，目前規劃將「新生學習風格
量表」改以網路的方式進行，並擴
大至全校學生不分年級能自行檢
測。黃儒傑提到，希望藉由線上檢
測的方式，讓學生自己知道自我的
學習風格及狀況，以利學習上的
調整。國企系兼任助理教授周繼儒
說：「知道學生的學習風格偏圖像
視覺型，讓我上課方式更著重PPT
的製作，文字會多配合圖片來吸
引學生目光。也會在準備課程的時

候多找一些跟課程相關的影片來加
深學生印象。」物理二陳琦彥說：
「我測出來的學習感官類型是視覺
/圖像型，所以也多嘗試用圖或圖
表去聯想、記憶文字或理論，這樣
學習起來真的比純念文字來的有效
率，好不容易念完的東西也比較不
會忘記！」

　12位學會會長巧扮「十二金釵」，吸引目
光。（攝影／洪聖婷）

　　服務學習課程，讓學生服務身障生並了
解身障生的需求。（圖／學務處提供）

全校大一學生學習風格各類型平均值圖 方文山方文山方文山方文山
今天　今天　　　不寫詞不寫詞不寫詞

　　方文山來校演講，分享創作經驗。
（攝影／洪聖婷）

珍惜能作「選擇」的機會，勇敢表達自
己，不必羨於旁人的富裕，從失敗及挫
折中茁壯，進而成為能夠分享心路故事
的人。整場坐無虛席，讓師生們受益良
多。
　「在台灣的你們很幸福，有『選擇』
和『知』的權力。」方文山認為這一代
年輕人可以自由選擇要扮演哪種角色，
反觀有些種姓制度、戰爭包袱的國家，
身在台灣就應更珍惜，在社會上雖仍貧
富不均，但資源越貧乏，選擇自己走出
來的路則會更踏實，他強調這些記憶會
使自己成為有故事可說的人，成為人生
風景一部份。
　台下學生踴躍發言，來自浙江的日
文一蔡博藝也慕名而來，對於自己投
稿處處碰壁感到不解，方文山表示，
即便詞曲創作人經紀約在手，也曾整整
一年內過著沒有薪資的生活，「工作的
價值並非薪資。」，而是要明白每份工
作的價值，除此之外，鼓勵興趣能夠多
方培養，勉勵同學要好好把握大學四年
時光。大傳三郭薏珊表示，演講收穫很
多，「即使有些興趣與未來工作沒有直
接關係，還是可以培養專業。」

　在第23屆淡大金韶
獎比賽當天，一首來自創作

樂團Vast & Hazy的「Yet」拿下
當年度創作組第一名，還抱走了最

佳作詞、最佳編曲。這一仗後，Vast 
& Hazy勢如破竹，兩次站上西門町知名

展演空間河岸留言的舞台，而自行錄製的
單曲更是僅僅一天就登上國內非主流重要

音樂網路平台Street Voice排行榜第一名！而
Vast & Hazy的團長，正是就讀資傳系三年級的
林易祺。
  　外型酷似盧廣仲的他，被問及在音樂路
上是否曾被盧廣仲影響時，他笑著搖搖頭，
「我的偶像就是我自己！」高中就是吉他社
的一員，起先只是想學樂器，選了吉他，就
此開啓他的音樂生涯，「我喜歡表演、喜
歡舞台。」林易祺說道。進入淡江之後，

愛上吉他社的溫馨家庭感，認識了各式
各樣的人，讓他的音樂路得到很多幫

助。在全台音樂盛會貢寮海洋音樂
祭，林易祺更是從幾百組

優秀樂團中突破重圍，成為
最後50組登上海洋音樂祭小舞台
的音樂人。他認為，創作就是找事
來「說」，而音樂就是他情感的抒發、
抱怨的出口。目前教授吉他，有十幾個學
生的他，也曾經為了頑皮的學生寫了一首
歌，「音樂對我來說，就是生活。」
　「組團其實不只是樂手的實力要相當，個
性合也很重要！」跟夥伴日文四顏靜萱其實
很早便認識，直到遇見了數學二張育維後，認
為時機到了，正式組成Vast & Hazy。林易祺回
憶，當時在追尋音樂夢想跟學業的衝突下，不
確定方向，才選擇了這個團名。而現在談及
對未來的想法，「只有短期目標，挑戰今年
海洋音樂祭的主舞台！」除此之外，林易祺
沒有表示太多詳盡的計畫，但他肯定地說，
絕對不會偏離音樂這條路！或許音樂就是
當初成立Vast & Hazy時迷惘的解藥，走在
夢想的路上，他們歌唱。（文／李又
如）

更正啟事：
　本報於832期刊登「法律諮詢」一文有
誤，提供法律諮詢服務為「呂其昌法律事務
所」，特此更正。

商管迎新 十二金釵現身

　 林易祺只要一有機會拿起吉他，手指就不斷在
六弦上移動，彷彿隨處都是他的舞台！（攝影／
張峻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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