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文化研
究社於6日舉辦「茶湯哲學」活動，除了讓
參加的同學體驗日本茶道的箇中精神外，更
首次舉辦茶道資格考試，本次活動指導老師
裹千家茶道橫濱支部幹事長關宗貴專程遠從
日本而來，讓參加活動的十多名同學都感到
非常榮幸也得到十分寶貴的經驗。
　日本文化相當講究禮儀，所以當天參加同
學都統一穿上和服，更在老師到達前已經彩
排多遍，這一點讓關宗貴印象深刻。會中關

宗貴除了指導同學正宗的茶道技巧外，也從
日本帶來傳統的日式糕點和鮮花，與同學一
起分享，讓活動增添不少日本文化氣息。
　參與資格考試的日文三徐維亞表示，能有
機會考取裏千家今日庵茶道初級的證書，讓
學習的成果有所證明，「這是非常難能可
貴的機會，關老師對於茶道指導的熱忱與耐
心，令人十分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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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一)

0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服務業產業介紹與人才招募活

動報名（http://enroll.tku.edu.

tw）

3/12(一)

0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臺灣觀光發展現況與導遊及

領 隊 行 業 之 展 望 活 動 報 名

（http://enroll.tku.edu.tw）

3/12(一)

08:00

諮輔組

B413

「正向天使」VS.「憂鬱惡

魔」徵圖活動報名

3/12(一)

10:00
學生會

商管擺攤
忘春瘋演唱會門票開賣

3/12(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街角的小王子」

3/12(一)

19:00
種子課輔社

E302
教學技巧_教你七十二變

3/13(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初戀那件小事」

3/14(三)

12:00

職輔組

Q409
永豐銀行徵才說明會

3/14(三)

12:10
國際處

驚聲大樓10F
赴日本交換留學說明會

3/14(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愛神，來了沒?」

3/14(三)

18:00

產經系

文錙音樂廳
「經產獎」歌唱大賽

3/14(三)

18:00

詞創社

覺軒花園表演廳

「覺軒Live House」淡江獨立

音樂推廣計畫演唱會─偏執

狂、Krii

3/14(三)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ODY BALANCE

3/15(四)

12:00

職輔組

Q409
壹傳媒徵才說明會

3/15(四)

12:10  

國際處

驚聲大樓10F
赴歐美交換留學說明會

3/15(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飯飯之交」

3/15(四)

18:00

空手道社

學生活動中心
第二屆武林大會之消失的北七

3/15(四)

19:00

尋寶社

L417
愛情方程式趴2

3/16(五)

12:10
國際處

驚聲大樓10F
赴大陸交換留學說明會

3/16(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怦然心動」

3/16(五)

14:00

法文系

文錙音樂廳

加 拿 大 樂 團  A l e x a n d r e 

Désilets Trio

3/16(五)

15:0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RUNING CLUE+NTC(複習)

攝影愛玩家 顯影季徵件 

航太週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航太系於5
日至9日舉辦「航太週」系列活動，將工館
打造成「機場」，並於10日舉辦「航太系40
週年系慶大會」，邀請系友回娘家。
　開幕當天邀請華航航務處副處長方承儒於
活動中心分享職場經驗「打造夢想，夢想起
飛」。航太系系學會長航太三蕭秀庭表示，
從入口開始便貼有出入境標示，將工館打造
成機場大廳，彷彿置身於國際機場。現場除
了販售數種客機模型，今年最特別的是，提
供戰鬥機和客機模擬飛行體驗，如同置身駕
駛艙的真實感讓同學直呼過癮，現場還提供
機長與空姐制服的試穿拍照，滿足同學翱翔
天際的渴望，另外也準備小型劇場讓大家觀
賞「探索航空和太空的奧妙之旅」，一窺宇
宙的奧妙。
　8日更與極限舞蹈社舉辦「夢想無『紙』
境 Red Bull 紙飛機大賽台灣區資格賽」，
在活動中心展開預賽。比賽分為三項目「花
式」、「最遠」及「最久」，吸引近80位同
學參加，「花式」的規則是利用現場準備的
紙張，考驗同學的創意及飛行技巧，依據飛
機造型、表演內容的創意給分，三項目將各
取前三名於19日在台大展開決賽。

　一步一腳印，踏過臺灣每個鄉鎮、地區，熱血收
集完成「微笑台灣319鄉＋」護照的大男孩，他是
數學三徐晧！早在高中時期就已挑戰單車環島的
他，因時間限制，僅完成了臺灣外圍一周。直到
2011年，他為自己訂下目標，花一年時間，善用陸
海空交通工具、更遠征離島，終於蓋滿了包含鄉市
鎮與直轄市區域的所有微笑圖章，成為了「369微
笑勇士」。
　因為對這片土地的熱愛，徐晧決定用身體力行，
親身感受臺灣的美。行動派的他，許多旅程都是說
走就走，準備好簡單的行囊即可上路，他笑著說：
「感動總在衝動之後，所以說走就走是一定要的
啊！」一路上，還遇到許多難忘的人、事、物。像
是在前往苗栗縣卓蘭鎮的路途中，未先預訂住宿處
的他，決定當天晚上與同伴一起露宿國小，沒想到
卻遇到一位婦人，熱情邀請他們回家一同用餐，並
留下他們過夜，「走過一圈臺灣，真的會遇到很多
很棒的人。」他說，這個土地充滿著暖暖的人情。
　徐晧不管是山區、海邊，連離島也征服。翻開
蓋滿圖章的冊子，「每一個章都是一段美麗的回
憶」，他微笑著說，絕對不是為了要蓋章才要到目
的地，而是為了將自己步伐踩在這片土地上，感受
每一寸土壤與空氣所融合出來的氣味，那是一種孕
育夢想的味道。但也因為這個原動力，讓他看見了
臺灣的不同面向，「最難去的地方是高雄的那瑪
夏」，他說，沒有柏油的河床是唯一的路，顛簸的
路上，看見的是大自然的力量，以及一幕幕怵目驚

心的畫面。到達那瑪夏區公所後，當地的公務員驚
訝的說：「你們來這裡做什麼？」用另一種眼光看
臺灣，靜下心來的他說：「很多地方在高中環島的
時候還好好的，但如今卻全然不同」，句句是疼惜
臺灣的不捨。而離島旅遊也使他記憶深刻，因為資
源不足，在馬祖曾親眼看見國小老師帶著一群學
生，因為船班的關係回不了家，而聲淚俱下地向
他訴說事件，「明明是同個國家，處境卻大大不
同。」他無奈地說，但也因為如此得到了更多的感
觸。
　旅程是場冒險，不會永遠平順。他曾踩著腳踏車
在花蓮公路意外翻車，瞬間大客車從身旁疾駛而
過；最後一站的蘭嶼，乘上飛行過程就雲霄飛車般
的18人小飛機，令人捏把冷汗。但卻也發現近在咫
尺的淡水海岸，在落日時分竟然如此令人陶醉；抵
達臺灣領土最北端，在馬祖愜意地喝著咖啡遙望中
國大陸。「要真的親眼去看了才知道，那些你以為
只存在課本上的東西。」
　他得意地說，想趁著自己還做得到，就嘗試著去
做，「人也許還有許多個四年，但大學四年，我們
只有一次青春。」面對夢想的同時，課業也兼顧，
歐趴的他從未被當，「許下願望後，重要的是要努
力實踐。」每年都要為自己寫下歷史的徐晧，今年
將嘗試挑戰泳渡日月潭，感受臺灣中心點的魅力，
或是爬上臺灣聖山－玉山，眺望這座美麗的臺灣
島。（文／劉昱余、圖／張峻銓）

日本茶道大師傳授技巧 首推證照考試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於9日在鍾靈
中正堂（Q409）舉辦「社團資料建構」研習會，為響應即將到來的社
團評鑑，加強社團幹部對社內資料分項與建置的理解，以課程及實際
操作的方式，對社團資料建構作完整的剖析。
　由學務處專員李美蘭主講「社團資料檔案處理」，說明社團資料的
重要性有四點：社團存在與運作的依據、社團活動的證明、傳遞經驗
的利器，及尋求根源的線索，並舉例無論是活動計畫、會議記錄、學
校核准報告，或是照片、帳單，及紀念品等，任何社團在活動過程中

所留下的隻字片語皆是資料，並傳授檔案管理的小撇步，以達到系統
化保存資料的目的，「希望社團負責人能透過這次研習會，更清楚檔
案處理的過程和方法，有效呈現社團經營一年下來的成果。」
　活動中邀請過去社團評鑑之特優社團：康輔社、經濟系系學會，進
行經驗談並分享獨門小撇步。經濟三林珮琪在會上提供社團資料編排
與分類的方法，「很多人第一次領導社團，面對一堆社團資料不容易
上手，訣竅是養成平常整理的習慣，而不是需要的時候才開始整理、
蒐集。」

MOS甄好手 送你去拉斯維加斯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還記得〈狗蛋大
兵〉裡那個綁著兩條辮子的小女孩楊小黎嗎？
英語會話社日前舉辦楊小黎Dubbing配音專題
English Speech，分享配音與打工遊學的經驗談，
並實際讓大家體驗配音的技巧，不少人慕名而
來，只為了一睹童年偶像本尊。
　楊小黎配音的作品包括魔女宅急便、哈利波特
還有廣告作品等，她分享配音要配得恰如其分的
訣竅，就是要「厚臉皮」，做別人不敢做的表情
和情緒的表達。配音技巧上，楊小黎分享了如何
用丹田呼吸，還有口條和聲音表情的練習，並用
「牆上吊刀，刀倒吊著」這個繞口令驗收口條成

果，「只要唸得好這句，就可以打遍天下無敵手
了！」最後上台實際玩配音的西語四江如玉興奮
的說：「配音真的很好玩，因為可以用自己的聲
音重新創造一個人物。」
　出國打工與遊學的經驗談，楊小黎分享高中去
英國劍橋留學兩個月，以及大學時去美國餐廳打
工，和遊美國東岸的體驗，「很多外國人都會覺
得亞洲人很可愛，小費都會給得多一點！」企管
三王珮蓉覺得楊小黎用活潑的方式和大家互動，
讓整場演講都不枯燥，「除了聽到我最感興趣的
出國打工經驗外，楊小黎分享如何進入配音圈的
管道也讓我收穫很多。」

童年偶像楊小黎長大了  配音經驗開講 

淡江時報 換你寫新聞
　【本報訊】你對新聞工作有興趣嗎？歡
迎加入淡江時報大家庭！自即日起開放
報名，至19日截止，不限科系，只要是大
一、大二及研究所一年級學生都歡迎報
名。有興趣者請攜帶2吋照片至B426室填寫
報名表，通過文字記者甄試，即可進入淡
江時報學習。14日中午12時10分在B429舉
行說明會。如有疑問請電洽（02）2625-
0584。

英文我最行 演講比賽報名
　【本報訊】英文系將於29日晚上6點30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T301）舉行「英語即
席演講比賽」，即日起開放報名。前五名
頒發獎狀與獎金，獲獎同學有機會代表本
校參加2013年全國大專院校英語演講比賽
和文藻盃全國大專組英語即席演講比賽。
有意願的同學請見英文系網頁http://www.
tflx.tku.edu.tw/news/news.php?Sn=1053。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實習
媒體淡江影像藝術工坊舉辦「2012年顯影季
try angle」，即日起徵件至16日止，活動總召
大傳三陳芝嫻表示，希望能藉由每個人的不同
角度，將事物拼湊出屬於個人獨特的視角，參
賽作品將會成立facebook粉絲專頁，並開放按
讚投票，預計於23日下午12時選出3件作品，
獲選者將以10×12的規格與淡江影像藝術工坊
成員的作品一同在黑天鵝展出。喜愛攝影的同
學皆可報名參加，並提供具解析度300dpi、照
片1MB以上的攝影作品及聯繫方式後，投稿至
darkroom71@yahoo.com，活動詳情請洽「try 
angle」活動網站http://www.facebook.com/
events/342268092478612/。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
學生事務處職涯輔導組於即日起
至23日開放「2012世界盃電腦應用
技能競賽選手甄選」報名，將於29
日進行甄選。考題範圍為TQC三
項科目（Word2007、Excel2007、
Powerpoint2007）試題，前五名選
手將參加台灣初賽，更有機會前往
美國拉斯維加斯與世界好手一絕高
下。職輔組組長朱蓓茵鼓勵同學，
不分系都能來參加甄選，如果能夠
代表台灣爭光，不僅能增加自己的
職場競爭力，也能開拓國際視野。
報名請見http://enroll.tku.edu.tw。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
由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
會實施的「101年度原住民人才培
育（公費遊學）」計畫，補助金
額為3個月，培育原住民族經貿、
政策、文化藝術及社會福利等人
才。甄選對象須設籍及實際居住
臺北市滿4個月以上，並具原住民
身分者。詳細報名資訊請見http://
www.native.taipei.gov.tw/ct.asp?x
Item=19294425&ctNode=32777&
mp=121041。

原住民公費遊學補助

境外生好靚 文物展大秀6國語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服務學習加強
版，本學期服務課程擴大版圖，走出淡水！協
助推動淡水文化，於「金色淡水社區支援」中
新增服務單位，首次與淡水無極天元宮合作，
將支援櫻花季的活動，讓學生進行簡易園區導
覽服務、遊客勸導、撿拾垃圾等。而「有礙無
礙弱勢關懷」部份， 將足跡拓展至台北地區，
新增剝皮寮、賞蝶等無障礙之旅，以及至東區
街頭募集發票等， 擴大學生服務範圍，希望藉
此增加服務學習的多元性。將參與櫻花季服
務的化材一洪偉哲表示，「能夠一邊替遊客
服務，一邊觀賞周遭盛開的櫻花，應該會是
個特別的學習經驗！」
　本週開跑的「綠色淡水環境保護」項目，
由經濟系大一學生於5日上午，參與臺灣清淨
海洋行動聯盟舉辦的「羊稠子貝殼海岸廢棄
物監測」活動，而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陳
建志更至現場指導，讓學生透過實際的淨灘
行動，重視海洋環保問題。行前的培訓中，
陳建志以公視節目「我們的島」解說現存的
海洋污染，傳達臺灣生態環境的現況，陳建
志表示，淡江大學落實社會服務的態度值得
讚賞，十分肯定學生投入環境保護的實際行

動，
「 希 望
大 家 能 夠
善盡公民的責
任 ， 做 好 垃 圾 分
類，多關懷生活周遭的
自然環境。」
　經濟一林子珊表示：「人 類
隨 手 撿 拾 貝 殼 以 及 丟 棄 垃 圾 ， 使 寄
居蟹無以為家，只能背著人類留下的塑膠瓶
蓋行走，感覺很不捨。」此次淨灘活動中，
所撿拾的瓶蓋、塑膠袋、安全帽、漁網、粽
葉、打火機、對岸漂來的寶特瓶等，皆是人
類丟棄的垃圾，嚴重破壞生態，且水污染亦

是造成水中生物難以生存
的原因之一。經濟一陳芷
萱說：「上游的養豬戶將
廢水排入河水中，使得水
中散發惡臭，破壞海中生

物的生活環境，希望未來能
夠改善這種狀況。」

　本學期共有38個班級將完成
服務課程，透過反思及學習紀錄，

讓大一學生落實教育與服務精神。已
完成校外服務的電機一陳譽云認為，

如果能到老人院陪同或是幫忙行動不便
的老人按摩，應該是十分有意義的事；國

企二鄭雅竹則是說：「我認為學校能夠安排
至流浪動物之家服務，像是環境清潔、照護
等工作，透過實際的參與，可以讓學生重新
省思飼養寵物的態度，或許能改善隨處可見
流浪動物的現象。」

　　境外生國家文物展於6日至9日在黑天鵝
展示廳舉辦，由華僑同學聯誼會所策劃，除
了展示大陸、馬來西亞、港澳、印尼、泰緬
及美非地區的文物外，更穿上自己國家的
特色節慶服裝展示文化特色！ 華僑同學聯
誼會會長企管三莊寶明說：「今年特別加入
了『語言中心』和『童玩區』。讓進館參觀
的同學們學習體驗最道地的西文、泰文、韓
文、廣東話、印尼和馬來西亞話等，也期待
未來僑生們可以藉此有更多機會把自己國家
的文化帶過來和同學交流！」（文／鍾小
喬、攝影／謝佩穎）

帶你翱翔天際

　　日本茶道大師關宗貴教導學生茶道精神，
能近距離貼近大師風範，同學直呼，「太難
得。」（攝影／賴意婕）

　　童星出身的楊小黎，與同學分享配音
經驗，不少和她「一起長大」的同學慕名
前來。（攝影／蔡昀儒）

　　想開飛機不是夢，航太週擺設
飛行體驗機讓人人都能上青天。
（攝影／鄧翔）

挑戰社團評鑑  績優社團分享建檔獨門撇步

　　淨攤、行無礙、陽光基金會體驗，服
務學習更多元，範圍擴大，愛心更無限。
（圖／學務處提供）

　 高舉單車的徐皓，總是「說走就走」，對於
環島夢想絕不是嘴上說說，親身走過369鄉鎮，
不讓大學生活留白。

徐晧環島玩家

天元宮   
剝皮寮  社區服務拓新點 足跡遠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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