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財金三王遇安：加簽末日體育館出現長長人龍，狀似忘春瘋人潮，原來是為了加選體育課！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四日 星期一

新生吹圖像型學習風 教師：深層知識仍需文字

近千人連署反菸

春暉社於上月13日至24日
在大學城舉行的反菸連署獲得
同學支持。（攝影／鄭雅文）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春暉社於上月13日至24日在大學城舉行「方圓五尺
不吸菸，無菸旅程Let’s Go反菸連署」及問卷調查活動，獲得同學熱烈迴響。在
大學城舉辦的反菸簽名連署活動到上月24日止，已近1000人簽名連署，問卷數也有
492份，春暉社社長國企三翁鈺婷表示：「本活動的反應人數超過預期，也增加我
們反菸的信心！」
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有50.1％受訪學生認為，目前大學城最
需要改善菸害情況的地區是7-11前面。翁鈺婷表示：「數據結
果點出校園周遭菸害問題，無菸害勸導隊與春暉社未來將會
持續針對大學城、大田寮及水源街等地區實施相關宣導活
動。」另外，有46.3％學生認為需要設立校外吸菸區，不需
要的則有31.5％，翁鈺婷表示：「將統合同學意見並提供給
學校參考，目前仍以勸導同學為主。」參與簽名連署的同學國企三
杜漫晴說：「站在7-11外聞到菸味很不好受，所以我會用行動支持
春暉社的活動。」大傳二姜怡邵表示：「學校吸菸區越來越少，希
望學校能有更多配套措施，不然有抽菸習慣的人大多只能往校外發
展，但本身還是會選較偏僻的地方抽菸，以免影響大多數人。」

築夢之旅工作坊 助同學規劃生涯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勇敢追求夢想，就
從這裡開始！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將於16日上午9時
至下午4時在商管大樓B127，舉辦「生涯起飛–築
夢之旅工作坊」，報名時間只到12日止！
活動分為三大主題，包含：利用短片、繪畫、角
色扮演等，引導大家建構未來生涯故事；幫助學生
訂定生涯時間表與目標；說明生涯規劃的意義與價
值觀對生涯決策的影響。如果你還對未來的生活感
到渺茫、毫無目標，就趕快至B424向諮輔組組員江
秋黛報名，讓專業的老師幫助你找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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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記者柯俐如、段采伶淡水校園報
導】為讓大家瞭解生命的價值，「Kiss
My Life!」學務處諮商輔導組舉辦生命
教育系列活動，開始報名囉！
「生命影像創作展－生命連環泡」
與真理、東吳及輔大3校合辦，自即日
起聯合徵稿至11月5日止，分為影像、
動態兩類型：影像主要以繪畫、攝
影、影像拼貼合成及其他靜態平面作
品為主；動態則是動畫、影片等動感
作品。徵稿結束後，將從4校選出12件
優秀的影像作品，入選者可獲獎金300

大樹女孩劉美岑：

元；動態類則從4校選出3件作品，第1
名可獲得5000元、第2名3000元、第3名
2000元的優渥獎金。
而「生命大不同－機構參訪」活動
將於10月29日舉行，讓同學們藉由參訪
台北縣樂扶庇護工場，進而發展積極
正向的生命能量。參訪過程中可學習
如何製作開運吊飾及橡皮圖章，親身
體驗受庇護者的工作內容。名額限18
名，有意願的同學自即日起就可至諮
輔組B413，洽諮輔組輔導員陳姱蓁報
名，詳情請上網站http://spirit.tku.edu.

tw:8080/tku/file/section4/service/204/
KissMyLife/index.jsp?sectionId=4查詢。
另外，諮輔組自即日起至10月12日
舉辦「十年後的我-生涯gogo徵文活
動」，諮輔組組員江秋黛說：「希望
讓學生思考未來的方向，規劃10年後
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做有目標的規
劃。」第1名可獲得獎金5000元、第2名
3000元、第3名2000元、佳作每名獎金
500元，詳情請至諮輔組B424洽承辦人
江秋黛。

王院長也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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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04(一)
就輔組
「職場禮儀及形象塑造訓練工作
http://enroll.tku.edu.tw/ 坊」報名
8:00
10/04(一)
就輔組
「少子化時代大學校院的招生策
http://enroll.tku.edu.tw/ 略」報名
8:00
10/04(一)
就輔組
「會計師帶路-前進事務所」
http://enroll.tku.edu.tw/ 報名
8:00
10/04(一)
諮輔組
打造最佳「心」印象工作坊
9:00
B127
報名
10/04(一)
學發組
「我是報告王」-書面報告
12:20
I304
輕鬆寫
10/04(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忠犬小八」
12:30 18:30
5F多媒體室
10/04(一)
種子課輔社
團康帶動
19:00
E302
10/04(一)
諮輔組
大一新生大學學習自我探索
各系公布時間
各系
課程
文錙藝術中心
「真愛地球 真愛台灣」希
10/04(一)~10/8(五)
8:00
黑天鵝展示廳
望展
10/05(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歐吉桑卡好」
12:30 18:30
5F多媒體室
10/05(二)
星相社
十二星座的誕生
19:00
L206
10/06(三)
經濟系
2010淡江經濟論壇研討會
8:30
覺生國際會議廳
10/06(三)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作坊-記憶煉金
12:20
I304
術
10/06(三)
國際大使團
國際學伴交流晚會
19:00
FL B1
10/06(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惡棍特工」
12:30 18:30
5F多媒體室
10/06(三)
圖書館總館
搜尋e本書~不必煩惱書不
18:30
U301指導室
在架上(一)
10/07(四)
軍訓室
無菸害勸導隊志工講習
12:10
B425
10/07(四)
學發組
「神啊~請給我多一點時
12:20
I304
間」-時間管理輕鬆談
10/07(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頭號公敵」
12:30 18:30
5F多媒體室
10/7(四)
圖書館總館
搜尋e本書~不必煩惱書不
14:20
U301指導室
在架上(二)
10/08(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冰天血地」
12:30 18:30
5F多媒體室

社辦遭竊 監視器將增設
【記者江啟義、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體育館社
團辦公室又驚傳盜兒行竊！日前社辦接連傳出多起
竊盜案件，如登山社衛星電話設備、國防研究社的
模型槍等。課外活動輔導組組員吳孟香提醒社團同
學，在離開社辦時，記得將貴重物品隨身攜帶。對
於社團辦公室的安全，規劃將增設社辦監視錄影
器，但這只是後續的加強，各社團應注意先前的防
範。
吳孟香說明，社團辦公室屬於公共空間，出入學
生眾多，許多在社辦的同學，因暫離而遭竊，小至
錢包，大至手機、電腦及社團設備等。攝影社社長
資工三董家翰說：「社團門鎖的鑰匙要有嚴謹的保
管辦法，在流通時最好要登記持有人是誰，也是保
障社團安全的辦法之一。」登山社社長機電三李孟
杰表示：「建議學校加裝可拍到社團辦公室門口的
監視器，這樣社團才有保障。有了這次經驗，社團
本身也會多注意並加強防盜。」

第24屆商管兩院迎新
晚會「引爆你的大學生活」
於上月30日晚上在學生活動中
心盛大登場。管理學院院長王居
卿（左一）與體適能有氧社帶著學
生們一起扭腰擺臀。國企一陳映慎
說，表演讓人驚喜連連，
超有創意的！（文／
莊旻嬑、攝影／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之聲廣播電台最新一季的
陳怡菁）
節目今天正式開播！本學期首度與PTT radio、StreetVoice及輔
大之聲合作，提供更多元豐富的節目內容。
PTT radio及StreetVoice帶來好聽的日韓流行歌曲及多元音
樂，輔大之聲也準備許多金曲節目要和聽眾分享，此外，淡江
之聲本季有多達20個以上的節目內容，包括在古典音樂中找到
流行風采的「古典正流行」、從台語歌曲述說動人故事的「台
灣歌台灣情」、體驗電影中的美食世界的「Movie Buffet」、引
領掌中音樂風潮的「掌中風雲」等。大淡水地區的聽眾朋友們
加入，以彙集同舟校友資源，回饋母校社團 只要打開收音機，轉到FM88.7，充滿活力的好聲音將全天24小
時在空中與您相會。
學弟妹。此外，配合本校60週年校慶，淡海
同舟校友會將於本月30日晚上在活動中心舉
辦同舟團圓晚會，邀請歷屆同舟服務員回娘
家，重溫往日同舟情誼。詳細活動資訊可上
官網查詢，相關問題請洽課外組專員康雅
婷，校內分機2220。
而本報欣逢60週年校慶前夕，將邁入800
期的發行，因此淡江時報社將於本月23日在
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舉行「慶祝淡江60校
慶－淡江時報800期發行茶會暨時報之友聯
誼會」，邀請淡江時報（英專週報、淡江週
報、淡江週刊）之友回校同聚，一起坐時光
機，喚回屬於大家的回憶。

淡江之聲今開播 節目更多元

淡海同舟

邀老朋友回娘家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秋涼之際，
本校依然溫暖！學校籌辦校友回娘家的活動
陸續展開，邀您重溫往事、團圓敘舊。
中華民國大學院校學生社團事務發展協
會（簡稱淡海同舟校友會）於上月25日，在
B302A召開首屆「淡海同舟執行長座談會」，
由協會理事長、校長室秘書黃文智主持，邀
請歷屆同舟執行長與會，說明校友會成立目
的，討論未來運作，以及舉辦「同舟團圓晚
會」等議題。
座談會中除了決議與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
組合作，建立淡海同舟校友的網頁窗口之
外，另將於Facebook互動平台架設「淡海同
舟校友會官方網站」，召集歷屆同舟服務員

與阿斗仔抬槓 外語再加強

法律諮詢 交通事故師生最頭痛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為保障全校
師生權益，本學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持續推
動法律諮詢服務，舉凡家庭問題、勞資糾
紛、租賃等問題均可詢問。據生輔組統計，
上學年師生詢問交通事故的案例占了7成為最
多，其次為租賃問題占了兩成。
諮詢服務目前由公行系副教授林麗香、運
管系副教授張勝雄，以及前進法律事務所律
師呂其昌提供。諮詢方式分為「現場諮詢」
及「E-mail諮詢」2種。針對詢問最多的交通
事故，張勝雄指出，當意外發生時，應立即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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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口語／聽覺型」的學習方式勿偏
黃儒傑表示，研究結果除希望幫助學生
廢，才能吸收多樣化的知識。運管二黃
了解自我學習的情境外，亦能讓教師掌
姿華說，希望老師們也能參考這份調查
握學生學習的狀況，採用適合學生的教
成果，增進同學的學習效率。會計系助
學模式，進而協助學生學習。創育中心
教巫佩樺表示，高中時期學習方式與進
主任蕭瑞祥，以多年研究資訊教育的心
入大學並不相同，目前坊間有許多將專
得說明，圖像只能用來建構對知識元件
業科目以漫畫及圖像形式呈現的書籍，
概念，其表現方式較易為一般人所吸
同學在學習時，可藉該方式入門，但建
收，但深層的養成教育仍需要以文字深
議專業領域仍要以文字學習專業知能。
化。「在教學過程中，我經常思考如何
將較深層的知
識，以學生較
易吸收的方式
呈現，這也讓
我試圖以《高
橋流簡報》這
本書的簡報方
式應用在課堂
中，希望帶給
學生深刻且鮮
明的印象。」
大傳系系主任
楊明昱指出，
圖像化的內容
是用以吸引學
全校大一學生學習風格各類型平均值圖 （圖／謝慶萱）
生，但建議學

生命教育活動開跑 十年後的我徵文12日截止

【記者蔡孟倫淡水校園報導】新學期，校園中
ˊ
經常出現一位鶴立於人群中的女生，ㄟ，是哪位
名模或籃球國手嗎？NO！NO！NO！他是德文
系新生、綽號「大樹」的劉美岑。身高188公分，
走在校園中總是眾人目光的焦點，劉美岑笑稱：
「同學總是問我吃什麼長大！」
大多數人羨慕她的身高，劉美岑反而說：「其
實壞處比較多！」從身上的牛仔褲到腳下的10號
帆布鞋，都必須購買男生的尺碼；搭捷運時也容
易撞到門；前陣子才因為手長腳長，所騎的50c.
c.小綿羊與她的身形不合而摔車。至於男朋友的身
高條件！她笑說：「身高永遠不會是距離，150幾
公分也沒關係，重點是合不合得來！」
劉美岑是家裡長得最高的一位，問她長高的撇
步，她說：「我不挑食，國、高中時期打籃球，
而且從小愛喝牛奶！」談到籃球，劉美岑興奮地
說，因為是隊上最高的一位，所以「蓋火鍋、搶
籃板較容易，超過癮！」上大學後，她加入系
排，希望能在運動場上發揮身高優勢，也許假以
時日，她會成為淡江排球界的明日之星喔！

高人一等的德文一劉美
岑︵左︶，走在校園裡特
顯眼。︵攝影／徐浩慈︶

1. 請問淡江大學的星座為何？
(A)天蠍座 (B)天秤座 (C)巨蠍座 (D)
雙魚座
2. 淡江的教室百百款，代號更是眼花
撩亂，請問何者代號為非？(A)文館—
L (B)商管大樓--P (C)新工學大樓--E
(D)外語大樓--FL
3. 請問本校未曾獲得哪項殊榮？(A)
全球首座ISO20000認證大學(B)全球首
所安全大學 (C)獲教育部肯定體育績
優學校 (D)第17屆國品獎得主
4. 有位學生仿冒成淡江學生，請將他
揪出來吧？(A)小牙：新工學大樓玻璃
屋24小時開放，讓你做作業免驚免驚
(B)小笨：深夜無公車不用怕，call個
護送專線，我也有白馬王子(C)小宏：
只要帶學妹去建鬼一下，把妹無往不
利啦！ (D)小元：每次上廁所都要帶
衛生紙，真不方便！
5. 瑪麗想帶朋友一同參與本校的特色
活動，以善盡待客之道，試問何者無
法在本校經歷？(A)在令人毛骨悚然的
建鬼放聲大叫 (B)因聖誕節放假而同
遊淡水老街玩一天 (C)在海報街吃遍
全台名產的文化週(D)在超high的忘春
瘋看到陳綺貞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98學
年度大一新生學習風格量表」調查報告
出爐！全校大一新生的學習風格以「圖
像／視覺型」最多，占總填答人數的
89.73%，與97學年度89.14%大致相同，
顯示多數同學傾向於藉由圖片、圖表、
流程圖、時間表、影片或實際演練進行
學習，呈現較佳的記憶效果。
問卷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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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與97學年度相較，今
年多數學生在學習態度較偏向「主動
型」，97學年度偏向「反思型」，但兩
者幾乎各占一半。其他三個面向與97學
年度相同，學習方式屬於「感官型」；
學習感官屬於「視覺／圖像型」；學習
思考模式屬於「總體型」，這表示多數
學習者偏好多人合作討論，較無法接受
所學內容與真實世界無關連性，並喜歡
以影片圖表作為輔助學習的工具，顯示
學生傾向於學習具體事實，看流程圖和
時間表增強記憶，並喜愛跳躍式學習。
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組長

活動看板

保全證據，除了清楚發生位置，也可利用手
機、相機等拍照存證，以維護自己的權益。
另外，林麗香對於學生常見的租屋問題表
示，應看清楚合約內容後下決定，其中應有
明文規定，可在有意外時，終止合約以保障
自己。
需要諮詢的師生可至生輔組網頁http://
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
下載「法律諮詢服務申請表」，以 E-mail傳
送至專用帳號law@staff.tku.edu.tw，或送至生
輔組B402洽生輔組組員林泰生。

本學期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在外語大樓地下室舉辦的「外
語聊天室 CHAT CORNER」自今天（4日）起啟動，每週一至週五
中午12時至下午2時，將有國際學生與本國籍學生進行對談，活
動聯絡人英文四李孟樺表示，目前共有英、日、法、西、俄、
韓等6種語言供選擇，同學可藉由聊天的方式增進外語能力，並
了解不同國家的文化。第一階段自即日起每週一至週五中午12
時至下午2時到外語大樓地下室報名，額滿為止。圖為來自奧地
利的外籍生國企二陶百合（右一），正擔任Chat Leader與本國籍
學生聊天學語言。（文／林姍亭、攝影／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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