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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之夜熱鬧登場　演者使出看家本領

日本城西大學
之 11

　日本城西大學（Josai University）位於日
本本州琦玉縣阪戶市。該校創立於1965年，
與本校於1994年5月正式締結為姊妹校，成
為本校第33個姐妹校。該校共有8221名學
生，大學部設有經濟、經營、現代政策、理
學，及藥學等5個學院。「通過學問、樹立
人格」為該校之教育理念，並主張「智和一
體」，兼具智慧與高尚人格，以培育出具有
光明未來的學生為使命。該校認為學習不僅
是學習，還注重增進學習中的品德，在現代
社會找尋適合人力資源發展者。
　 此 外 ， 該 校 開 設 「 別 科 日 本 語 專 修 課
程」，以高合格率著稱。課業上以通過日本
語能力檢定一級為目標；並配合課外活動，
使學習效果加倍，還可使用豐富的圖書館及
體育館資源，及參加大學祭、企業實習等課
外活動。本校校長張家宜亦於2008年3月獲
頒日本城西大學名譽博士學位。（江啟義）

資訊企管２生  獲國科會大專生研究創作獎

　【記者張友柔、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課外組主辦、學生
會協辦的社團之夜，上週二（15日）熱鬧登場，共21個社團
參與表演，學生擠爆活動中心，各社團無不使出渾身解數，
現場歡呼聲此起彼落，彷彿置身嘉年華會！學生會會長水環
三陳聖致說：「淡江的社團有216個，學生會舉辦社團之夜每
年不斷創新，提供更好的舞台讓各社團展現特色，如本次活
動主軸給同學『家』的感覺，讓剛加入淡江的新生，體驗社
團的活力，在大學生活中找到喜愛的家，修好『社團』這項
學分。」
　活動由西洋音樂社揭開序幕，空手道社及獲獎無數的跆拳
道社帶來擊破木板等高難度動作，使全場屏氣凝神、目不轉
睛；音樂性社團聆韻口琴社帶來合奏表演、鋼琴社的雙手聯
彈、現場即興演奏吸引眾人的目光；吉他社女主唱的獨特歌

聲，讓觀眾不禁跟著旋律輕輕哼唱應和，而魅力四射的舞蹈
表演包含體適能有氧社、舞蹈研究社、國標社，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熱門舞蹈社，女舞者火辣性感的穿著，一登場現場尖
叫聲四起，HIGH翻全場；競技啦啦隊，花招百出，台下同
學看到他們赤腳表演特技，堆疊出三層高的人牆，不斷的拋
接，讓台下同學驚呼連連。國貿二周怡岑表示，去年競技啦
啦隊並沒有表演，今年看到他們表演時一邊解說，帶領啦啦
隊表演的專業態度，「讓升大二的我，還想加入社團，希望
也能像啦啦隊隊員一樣學會高難度的空拋技巧。」新鮮人化
材一黃子寧表示對於熱舞社的勁舞演出最印象深刻，想藉由
參加迎新茶會，更進一步了解這個社團。化學一許文昱說：
「對於熱愛表演的我，看完國標社的精采表演，讓我想立刻
加入國標社！」

　【記者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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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讓同學深刻了解資源回收的分類與相關知
識，例如使用再生紙、塑膠罐與鋁箔包的分類
等。
　慈青社長會計三陳孝蓁說明，從去年就開始
發起女宿的資源回收宣導活動，發覺宣導過
後，同學會比較愛護自身周遭的生活環境，
「期望能教導同學資源回收、響應節能減碳，
就從自身做起！」中文二陳昱端表示：「在沒
宣導前我不懂得如何分類，宣導後，為了要愛
護地球，會多加注意資源回收的分類。」

廢棄物化身裝置藝術 　26日開展

國貿三易采萱：努力不一定會成功，不努力一定會失敗！

學聲

再增3自主健康站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甫於今年6月畢業的本校資訊
系校友楊朝傑、企管系校友林憲廷，參加「97年度大專學生
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自全國100多所大專院校約6800件申請
案中脫穎而出，獲得「研究創作獎」！
　楊朝傑、林憲廷各得獎金兩萬元及獎狀乙紙，指導教授資
訊系教授張志勇、企管系助理教授張瑋倫則各獲獎牌乙座。
根據研究發展處統計，97年度全國約6800件申請案，共錄取
100件獲研究創作獎，各校菁英角逐競爭激烈。楊朝傑的研究
主題為「在無線感測網路中設計及實作改善位置精準度與區
別度之技術與可容忍模糊位置之繞徑技術」，他說：「現今
技術對於位置追縱仍難精準，這項計畫運用繞徑演算法，利
用儀器探測後的資訊，推算出精準的絕對位置，可以改善無
線網路感測技術之物件追蹤，未來可應用於追蹤、軍事用途
甚至機器人的定位上。」他興奮的表示，當初參與研究案只
抱持著學習的心態，根本沒有想過會得獎，謝謝張志勇老師

長期、無私、耐心的教導及協助。
　林憲廷則以「人際網路中之性格關聯性研究」為題，利用
問卷調查與簡化性格表的分析，交叉比對出人對性格的形容
詞相同處，再量化其數值。例如：兩個人分別歸納出表示自
己性格的三十個形容詞，比對後相同的形容詞有一個，那麼
兩人的相似度便為1/30。這項理論可以簡易的輸入，經由蘊
含程式的運算，求得其可能之友人的程式。
　該計畫另得到國科會「2009候鳥計畫」，獲4萬7千元補
助。日前更於加拿大「2009 IEEE人際網絡分析國際研討會」
中發表這項研究成果，獲得好評。林憲廷表示，看似簡單的
道理，卻需要統整龐大的中文詞庫及大量的問卷，在時間有
限及指導教授嚴格叮嚀的壓力下，才完成了這項系統的建
立，「希望透過這套系統，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更融洽，幫
大家更快交到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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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活動看板
台北 蘭陽 網路淡水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針對新鮮人
所開設的「大學學習」課程，導師課要怎麼上？負
責規劃該課程的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所長李麗君
表示：「根據課程安排，導師前三週負責介紹本校
與系上的特色，另有4個小時的時間可依照學生的
狀況與需求作彈性調整。」
　擔任導師的財金系助理教授林允永表示，課程內
容著重在介紹系上的課程、輔導學生考證照考試、
未來畢業後的就業管道，以及生涯的準備與規劃，

讓學生及早思考未來的生涯發展。目前他正在邀約
任職於銀行界與證券公司的系友到課堂中演講。
　中文系教授崔成宗說明，他將重點放在介紹系上
的特色、課程內容與本校的軟硬體設備，讓學生充
分了解並善用本校資源。此外，他將邀請中文系校
友回娘家分享職場經驗，以及當年學習成長的過
程。他說：「希望透過這門課程，除了讓學生在良
好的環境中獲得靈感，創造出更多的好作品之外，
也可學到做學問的方法，充實軟實力。」他也會向

新生介紹文學院的「文化創意產業課程」，讓學生
瞭解傳統漢學與創意的結合，培養與時俱進的眼
光，增加學生競爭力。
　機電系教授劉昭華指出，學生常常把「機電系」
與「電機系」搞混，因此會在課堂上特別為新生解
說兩系的差別，以及強調機電系的特色及研究領
域。他也希望學生藉由這門課開始培養「積極學
習」的態度，畢竟「學習是一生的功課，學生應該
知道如何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陽光大使選拔

住會文館　家長享優惠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師資培育中
心師生暑期前往三芝、自強、石門國小，為偏遠
弱勢的學童進行課業輔導，於15日至18日在黑天
鵝展示廳發表教學輔導成果。
　師資培育中心「與史懷哲相約在黑天鵝」，發
表師生教學輔導成果，展覽分成7個主題，包括
繪畫類：小朋友畫出自己未來嚮往的職業；手工
類：以「堰鼠」為主題，用陶土捏出堰鼠家族的
生活面貌；美食類：「火車環島美食之旅」以圖
片的方式介紹各地名產。中文四陳淑樺表示，這
次秉持史懷哲的精神進入學區，關懷弱勢學童，
發現偏遠地區的小孩很需要大家的服務，他們除
了教學資源方面的需求，最重要的是社會的重視
及關心。
　除了至當地學區輔導，也安排學童們參訪本
校，中文四戴婯笑著說，喜愛大自然的小朋友們
參觀校園時，直呼「好漂亮」，並開心地表示
說：「以後一定要唸淡江大學。」師培中心呼
籲，全校師生皆可參加此類關懷偏遠地區學童的
活動，希望大家可以熱心參與發揮自己的愛心。
俄文三王儷穎表示，參觀完成果展後，覺得孩童
們創意無限，而且非常用心設計自己的作品，下
次如果有相關的活動，也會一起參與加入關懷輔
導的行列。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為加強防疫，即起於校內師生通行頻繁重
要地點，增設3處自主健康站。
　自主健康站於每日上午7時30分至下午7時30分
在商館大樓西側2樓出口平台、圖書館與活動中心
交界處、工學大樓前等3處，為師生量測體溫，確
實掌握校園師生健康狀況。教官王啟光表示，為
鼓勵師生自主健康管理，未來將有抽獎活動，獎
品有2G隨身碟等，不僅防疫，還有好禮可拿哦！
　校醫談遠安呼籲，面對新流感須時時注意健
康，但不必驚恐。注意個人衛生，避免前往流感
發生地區，規律運動、均衡飲食即可提升免疫力
和抵抗力。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想對校園中的癮
君子說不嗎？建構健康無菸校園，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即日起至10月9日止招募春暉專案無菸害
勸導志工。另外，生輔組亦舉辦第3屆「陽光大
使」選拔活動，即日起至10月5日受理報名。
　無菸害勸導志工須在排定的時間及地點，手持
文宣標示於校園勸導；而陽光大使前三名獲獎
人，將製作獲獎者的人像立牌，放置於商管大
樓、驚聲大樓等室內大樓，以清新健康形象達成
禁菸宣傳效果，另需配合執行學生事務處、軍訓
室校園春暉專案、菸害防制等各項宣導義務。有
意願的同學請填妥報名表送至B401。詳細訊息洽
軍訓室尤臺蓉教官或查詢生輔組網頁http://spirit.
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會文館即日
起至10月15日推出「899家長月」，新生家長訪校
優惠專案。讓家長來校了解孩子們的學習、生活
情形，可住宿於會文館，深入體會淡江之美！
　凡本校新生家長，住宿單人房一晚，清潔費899
元，雙人房依房間大小之清潔費打八折，意者可
持新生學生證及家長身分證，至行政大樓A102室
事務組辦理。大傳一林庭瑤表示，這個方案很吸
引人，如果她的父母來淡水看她，一定會推薦他
們住宿會文館，除了環境單純、價格優惠，還可
以感受我們在校的學習及生活情況，真不錯。企
管一林志韋也說：「父母很擔心我一個人外出求
學生活，如果他們來淡水住會文館，親自體驗我
的周遭生活，他們會比較放心。」

　本學年度甫成立的圖像漫畫研究社，是
由一群熱愛漫畫的學生組成，藉由專家的
講述課程，學習漫畫的分鏡手法，進而
深入了解漫畫產業細膩之處。圖像漫畫研
究社社長中文三曾慶鈞表示：「除看漫
畫外，也會透過實作漫畫，體驗漫畫家的
心路歷程。」該社每週將邀請國內知名漫
畫家湯翔麟等前來演講，曾慶鈞指出，
未來將社員對漫畫的感想及繪圖整理成小
報，使圖像研究更有系統性。「希望藉由
閱讀及實作漫畫，讓大家以輕鬆的方式
貼近漫畫產業。」有興趣的同學於每週
二晚上7時至9時至L401洽詢，或電曾慶鈞
0911942528。（文 / 黃雅雯、攝影 / 劉瀚
之）

大一導師絞盡腦汁　「大學學習」課更添競爭力

輔導偏遠學童課業　師培中心展成果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築系大二同
學通力合作，以環保為主題，從6月底至9月中，蒐
集15000餘個寶特瓶、150餘廢棄腳踏車架，在淡水
捷運後方溜冰場、觀潮廣場、小漁港、中正路河濱
步道設置許願牆、環保遊樂園、瓶蓋隧道、風向蘆
葦草。讓廢棄腳踏車架、寶特瓶也成為藝術！
　建築系副教授王俊雄、助理教授宋立文帶領建
築系大二同學，參與淡水縣鎮公所「2009台北縣淡
水藝術舞動街坊」活動，製作4個裝置藝術，作品

將於26日（週六）起展至10月17日。宋立文表示：
「作品出現在真實世界是很有成就感的事，藉由此
次活動，讓同學理解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對於第
一次設計大型裝置藝術，建築二彭宏捷說：「我們
碰到許多狀況，如估價與實物價格上的差異、顧慮
可能來襲的颱風，是否對作品造成影響等難題。但
能自由發揮主題，完成作品與淡水鎮民交流，是非
常難得的機會。」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於上月31日
至本月13日，和日本女子大學合作舉辦為期14天的
「2009 淡水竹圍街屋工作營」，共有46位三、四年
級淡江建築系學生與20位日本女子大學同學參加，
日本知名女性建築師筱原聰子、鈴木真步也隨之來
台授課。
　工作營內容為探討竹圍地區的住宅問題，為其想
出解決方法。66位學生共分為10組蒐集當地居民對
生活上的想法，並運用製作模型的方式，重新規劃
符合當地生活模式的住宅。
　建築系助理教授畢光建說：「學生因生活背景與
經驗的差異，討論出相當多精采的案子。」如建築
四張方瑋這組的作品是將公寓與市場空間結合，
一、二樓設計為商業區，三、四樓為私人居所，並
在樓層之間規劃共同空間，如此一來不但讓居民有
與市場民眾接觸的機會，更保留住宅區的私密性。
　日本女子大學福田悅子表示，對淡江同學辦事效
率備感佩服，「台灣學生十分沉浸在設計作業中，
很喜歡一起做設計的氣氛。」而日本學生對於分
析、歸納、推理的能力，令建築系同學大為驚嘆，
建築系系學會會長建築四林家豪說：「經過這次工
作營，了解日本建築系同學的思考模式，對以後操
作設計也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建築系改造竹圍　跨國跨校合作

慈青持海報女宿宣導

：環保從自身做起

量體溫兼抽獎

　日本 城西大學
照片來源：http://
w w w 5 a . b i g l o b e .
ne.jp/~t-koron/ch/
books01.html

師培中心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各類教學輔導成
果。（攝影／曾煥元）

社團之夜各社無不使出渾身解數，各顯奇招，讓參加者彷彿置身嘉年華
會！（攝影／劉瀚之、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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