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四林登嫻：Wherever you go, always bring your own sunshine.（不管天氣如何 ，記得保 持你的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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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感謝之旅
可魯現校園

導盲犬「三不一問」 愛護牠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你知道嗎？本校共有3
隻可愛的導盲犬在服務喲！看見導盲犬走在校園，你
知道該如何對待嗎？1日晚上啟明社舉辦了一場「導盲
犬座談會」，結合社團期初大會，讓大家知道該如何
和這些盡忠職守的狗狗相處。啟明社社長公行二曾紹
捷表示，因為現在導盲犬增加，同學們常常對牠們充
滿好奇，卻又不知道該如何接近、接觸，才辦了這場
說明會。
臺灣導盲犬協會儲備訓練師鍾皓羽在會中強調，接
觸到導盲犬的時候要秉持「三不一問」原則：不餵食
（不能給導盲犬吃人類的食物）、不拒絕（法律規定
導盲犬可以自由進出公共場合）、不干擾（不要在使
用者未同意狀況下撫摸）、看到視障朋友徘徊不前
時，上前主動詢問是否需要幫忙。她也一一介紹導盲
犬的出生、到寄養家庭，以及和使用者的磨合等過
程，為成為一隻專業
的工作犬，導盲犬從
小就要接受嚴格訓
練。大傳四劉菁表
示，對導盲犬的印象
只從電影＜再見了，
可魯＞得到，聽完講
座後深深感到「牠們
很偉大！」最感動她
的是，為了成為盲人
的眼睛，從小就要接
受可能違背狗狗活潑
個性的訓練，背負重
校園中共有3隻導盲犬，是
大使命，奉獻一生的 盲生的好夥伴！（攝影／林奕
精神。
宏、謝佩穎）

日本文化成果展 茶道和服很道地

【記者洪聖婷、賴意婕淡水校園報導】日本
文化研究社於上月28日至本月2日，在黑天鵝
展示廳舉辦社團成果展，除了展出茶道用具
外，今年更加入和服體驗活動和茶道表演，也
邀請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日文系系主任馬耀
輝，以及課外組組長曲冠勇等貴賓至開幕會場
共襄盛舉。社長日文進學三何承儒表示，希望
藉由體驗茶道之美，能讓大家體會到日本茶道
的藝術。首次體驗茶道的產經二陳姿穎笑說，
「感覺茶道很複雜，需要極大的耐心！」日文
三莊瑛婷說，穿上和服的第一個念頭是「勒很
緊」，但也為此感到新鮮有趣。中文二甘薇開
心表示，可直接接觸日本傳統文化，讓同學更
貼近日本的美！

校長盃缺你不可 熱血報名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由體育處主辦
的100學年度「校長盃球類競賽」，即日起至15
日開始報名！本次球賽有籃球、排球、壘球3
大項，比賽時間為24、25日。競賽規程及報名
表請上體育處網站（http://www.sports.tku.edu.
tw/），優勝前4名頒發獎盃、獎品及獎狀，快來
報名為系爭光！

行車轉乘通 葉建廷

熟背捷運路線圖的葉建廷，常手繪地
圖送給同學，同學直呼，「超實用！」

淡江
明治

童軍團友好交流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有日本朋友來淡江交流囉！
日本明治大學為慶祝130年生日，也為感謝去年311大地震時，
臺灣對日本的大力幫忙，以及淡江童軍團在第一時間的物資援
助，讓明治大學童軍團唯一指定臺灣為國際參訪地點，並指定
淡江大學交流，本校童軍團主任委員黃文智表示，「真的相當
榮幸！」明治大學童軍團已於2日抵臺，和本校童軍團前往苗
圃營地進行親善宿營，也在中正高中、劍潭青年中心進行童軍
活動。
今天（5日）更拜訪淡江，由校長張家宜和前教育部部長兼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監事會召集人吳清基赴會迎接，並帶領日文
系系學會、日本文化研究社、國際青年交流團，以及學生會前
往歡迎，行程還安排沙崙海灘淨灘、參觀淡水老街和古蹟，與
日本朋友分享臺灣之美。
除了參觀校園外，學生社團也自己準備表演、設計活動，黃
文智也提到，過程中同學會害怕語言不通造成溝通困難，但他
說，「我相信藉著這些活動的進行，就是一種共通的語言！」
特別的是，本次參訪前，日本明治大學希望能在活動中設計一
些有意義的活動，用實際行動回報臺灣的幫助，促成了行程
中的沙崙淨灘活動。黃文智表示，這已經超越了童軍、社團活

王文彥
洪翎凱

與業界比拚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曾任本
報攝影記者的運管系校友王文彥、資傳
系校友洪翎凱，在今年的臺灣新聞攝影
大賽奪下大獎，勝過許多業界的線上記
者。洪翎凱首次參加便拿下「肖像類」
第2名，王文彥更是獲得「自然環境與科
技類」、「藝術與娛樂新聞類」第1名；
「肖像類」、「圖文特寫類」第3名，以
及「系列照片類」優選，囊括5大獎，成
為本次的個人獎項最大贏家。
王文彥表示，去年首次參加，得到肖像
類第2名，「想說今年投投看看有沒有進

新聞攝影大賽奪6獎
嘗試吧！但得了獎就要把它忘掉，攝
影重要的是過程，而不是為了獎項而
拍。」
本次比賽評審包括《光鹽紀實工房》
執行長蕭嘉慶、影像工作者李文吉、本
校大傳系兼任助理教授沈昭良、中央大
學法文系主任許綺玲、臺南藝術大學榮
譽教授張照堂等5人，得獎作品請見網
站（http://www.flickr.com/photos/tppa/
sets/72157629108349828/）。

Q

請問本次選課，你選擇使用何種瀏覽器？
（調查日期／3月1日、有效樣本／150份）

大傳一郭行健：希望學校在選課時能提供課程即時更新的餘額，並且要改善課程查詢系統的介面。
產經一林婷妤：多開選課入口分頁，在網路「塞車」時，只要其中有一視窗登錄時即可快速選課。
中文一謝宛婷：在家裡選課時，對照電視新聞的時鐘，有助於第一時間進入選課系統。

處說無法加簽，希望學校能開放多一點名額。」蘇
許秀凰說，為確保教學品質，每堂課程人數有限，
建議學生可妥善安排課程，不一定要以最熱門的課
程為第一選擇，也可多選幾個時段的開課班級為安
排。教務處課務組專員蔡貞珠指出，未來新制核心
課程將只有「全球視野學門」及「未來學學門」適
用通識課程加簽申請單，並且不得於同一學期選
課，其餘所有學門將與一般加簽程序相同，大大減
低加簽複雜性。
另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搶到心

工程引發了我的好奇心，讓我想到現場去一探
究竟，也間接啟發我對研究捷運工程和路網的
熱情！」他更因此選擇土木系就讀。
每當搭上捷運，對其迷戀不已的葉建廷就會
忍不住東看看、西瞧瞧，他甚至親身征服了
所有已開通的臺北捷運站點，「新開通的新莊
線當然去過啦！」細說每個捷運站點之特色，
葉建廷舉例，如文德至東湖的路段，就把隔音
牆漆成藍色，象徵附近的地標大湖公園；「而
家裡附近的內湖線則因這個地方多為高科技工
業，所以將隔音牆設計成灰色的。」對捷運站
的周邊環境如此了解，當然也少不了對各站景
點的一番探索，他會利用搭捷運的時候順道去
各地走走，並提供建議給想出門觀光、旅行的
同學，比Google地圖還管用！
葉建廷研究捷運的方法十分詳盡，不只會花
2小時手繪完成精緻交通地圖，他更觀察其動
線、運行方式，以及如何疏散人潮和危機處

主辦/地點

3/5(一)

職輔組

08:00

網路報名

3/5(一)
0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活動名稱

「產業趨勢講座(一)2012就業
新動向與科系出路」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產業趨勢講座(二)金融產業
介紹與人才招募」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職場攻略及權益保障就
業講座」活動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3/5(一)
08:00

網路報名

3/5(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波特小姐：彼得
兔的誕生」

3/6(二)
12:00

境外生輔導組
黑天鵝展示廳

2012年境外生國家文物展

3/7(三)
12:30、18:30

職輔組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珍愛來臨」
5F多媒體室
日本文化研究社
茶湯と哲學
FL111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玫瑰人生」
5F多媒體室

3/7(三)
18:30

衛生保健組
「健康早餐吃了沒」講座
E301

3/7(三)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NTC
SG246

3/8(四)
12:00
3/8(四)
12:30、18:30
3/8(四)
18:20
3/9(五)
12:30、18:30
3/9(五)
15:00

職輔組
Q409

長榮航空公司徵才說明會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伊莉莎白：輝煌時
5F多媒體室 代」
禪學社
L212

真理大學通識學部兼任助理黃
金龍
迎新演講「改變命運」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瓶中美人」
5F多媒體室
體適能有氧社
RUNING CLUB+NTC（複習）
SG246

金韶獎來了 尋找下個音樂人

7成家中選課沒問題
6成愛用Google搶第一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851-4.indd 1

日本明治大學童軍團來訪，淡江童軍團盡地主之誼熱
情接機歡迎日本朋友！。（圖／黃文智提供）

其他
3%

「淡水、紅樹林、竹圍、關渡、忠義、復興
崗、北投」哇！不論正著背、倒著背一樣流暢
無阻，是誰這麼厲害？他，就像會走路的GPS
定位系統，把整個捷運地圖全都牢牢地記在腦
海中，無論台北或高雄、已通車或未通車、主
線或支線，就連是捷運站的造型與周邊環境、
景點，在他腦中的資料庫都有如3D立體特效
一般的呈現；綿密的路線圖和錯綜複雜的行車
方向，怎麼考也考不倒他，甚至徒手就能畫
出，連地下街、轉乘站，及臺鐵高鐵轉運站都
能精準的標示出來！土木三葉建廷帶著期盼的
語氣笑著說：「還有機場捷運和臺中捷運尚未
完工，有待征服！」
家住臺北內湖的葉建廷，國中開始離家補
習，於路途上搭車往返的過程中，逐漸對大眾
運輸交通工具及其路線圖，產生莫大的興趣，
「加上高中那一陣子正好是內湖線在我家附近
施工得昏天黑地的時候，那些隆隆作響的施工

日期/時間

3/6(二)
18:30

請問本次選課，你選擇在哪網路選課？

學生怎麼說

淡水校園

3/6(二)
12:30、18:30

步，沒有預期會得到這麼多獎項！」他
也提到，對於業界的記者抱以相當大的
尊重，「我覺得他們很厲害！」沒有踏
入新聞界，只是害怕自己在那個環境的
壓力下，會喪失對攝影的熱情。比起線
上記者，王文彥的作品多了許多自由，
不用配合媒體屬性拍照，「我比較喜歡
多嘗試。」但他也說，「缺點就是新聞
性比較弱一些。」從學生時代就開始參
加比賽的他，雖然非相關科系畢業，但
這些獎項為他的履歷大大加分，王文彥
也鼓勵學弟妹，「有機會、有夢想就去

選到課了嗎？
Q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今年
的你選課順利嗎？本報透過問卷調查
得知不少同學對選課有疑問，其中加
簽問題最讓同學困擾。許多大四學生
擔心不能加簽成功，因而提早排隊時
間，其中以核心及體育課程最為明
顯，每到此時，常見學生於凌晨就在
各加簽窗口大排長龍。教務處課務組
組長蘇許秀凰表示，會與各學門加簽
負責人確立新制，對加簽程序做改善
及規劃，並保證大四同學一定可以修
完必修核心課程。
關於選課流程，教務處於學期結束
後將公布初選時段，在開學後有兩階
段加退選。許多學生反應加簽流程繁
瑣，德文三蘇怡婷就表示，「加簽程
序必須簡化、改善。」對此蘇許秀凰
回應，「因新、舊制並存讓程序較為
複雜。」
由於「舊制」選課方式，得在加簽
核心課程RTUVW群學門時，額外填
寫通識課程加簽申請單，並依不同學
門至該辦公室申辦，加上熱門課程搶
手，常出現徹夜排隊的現象。經濟四
林士傑以實際經驗指出，為加簽自然
科學學門，「在加簽日前晚11點就到
科學館排隊。」土木四王玄婷則說，
「有時候加簽單給老師簽名後，教務

動，是非常難得的國際交流，更期盼讓同學感受到社團多元的
繽紛色彩，「歡迎明治大學夥伴的到來，四海之內皆兄弟姊
妹！」

活動看板

中「夢幻課表」的選擇，就必須有絕佳的選課「利
器」：超快網路加上不當機的電腦！經有效問卷
150份調查結果指出，在家中選課的同學高達78%，
網咖則次居第2；其中在選課成效方面，有7成認為
在家中選課良好，而一般認為速度飛快的網咖，仍
有1成感到不滿意。過去IE瀏覽器使用較為頻繁，
但現在Google Chrome瀏覽器卻更受青睞，因其方
便、快速且能夠儲存密碼而吸引6成的同學使用，
成為大家選課的利器。

理，「站在北車觀賞捷運人潮的人來人往怎麼
行進，相當有趣，一點也看不膩！」對整個營
運系統摸索透徹的他，於最近吵得火熱的「捷
運淡水線和中和線、新店線分家」話題，提出
了一套化繁為簡的說法，來為大家解惑。他說
明，由於現在的淡水線捷運車輛，每次開往新
店或南勢角的方向都必須轉換軌道多次才能運
行，造成車廂搖晃，既不安全也加速車子的耗
損；另外，從輔大、蘆洲等地發車至忠孝新生
的路段，因少了可以臨時停車、轉換車輛方向
的軌道，車子發車後開到終點站才能折返，無
形中會拉長每班次的發車時間，造成等車時間
延長。「分家後多了幾個轉運的站點，除讓車
輛交錯發車可減少等車時間，並減低轉換軌道
行駛的危險性，也能舒緩大站過度擁擠的人
潮，未來還會架設環狀的捷運系統便民，所以
大家不用那麼擔心！」（文／歐書函、攝影／
鄧翔）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音樂盛事
「金韶獎」報名囉！即日起至9日於商管大
樓攤位前報名，就有機會和各校創作好手
分享創作喜悅。金韶獎總監中文二吳哲瑜
說：「今年開放全國大專院校學生報名，
有興趣的同學快找親朋好友一起參加！」
初賽即將在24日登場，想更了解金韶獎活
動嗎？到FACEBOOK上搜尋「淡江大學金
韶獎」粉絲專頁，即可獲得最新資訊。

日14所姊妹校交換生報名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101學年度
赴日本姊妹校交換生甄選開跑啦！凡有意
申請大學部二年級、研究所一、二年級的
學生，請備妥甄試報名表及相關資料，並
將文件送至國際處報名。報名時間即日起
至23日中午12時止，有興趣的同學請把握
機會。
此次共有早稻田等14所姊妹校參與，提
供32個交換名額。大學部學生在校學業成
績須達平均75分以上、研究生平均80分以
上，須檢附語言能力合格證書及合格成
績，並經由所屬系所、學院推薦即可申
請。相關資訊請洽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站
（ http://www.oieie.tku.edu.tw/app/news.
php?Sn=220），或詢問業務負責人紀淑珍
小姐（校內分機2002或2003）。

中等教育學程說明會6日舉行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你憧憬教
師的工作嗎？師培中心將在6日中午12時10
分，於化學館鍾靈中正堂舉辦中等教育學
程說明會。
中等教育學程培育學科包括：國民中學
社會學習領域（歷史）、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習領域（物理、化學）；高級中等學校
國文科、英文科、數學科、歷史科、化學
科、物理科、公民與社會、商業與管理群
商業經營科、外語群應用外語科日文組、
第二外語（日語、西班牙語、法語、俄
語）等任教科目。
目前正修習公民與社會教育學程的公行
三曾映嘉，「決定修教程除了因為對老師
這份工作有興趣，同時也想在畢業後讓自
己多份機會找到工作。」他認為教程沒有
想像中那麼困難，並鼓勵有意願的學弟妹
可以多嘗試，努力達到成為教師的資格。
甄選資格為各學期成績達全班或各系
前50%（原住民學生成績達前60%）；研
究生為申請前之學期成績達70分以上，
同時操行達80分（含）或甲等（含）以
上皆可向系辦申請。想了解更詳細的資
訊可上網查詢http://cte.tku.edu.tw/frame/
framesetnewsal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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