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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機械與機電工程學
系「金探子」團隊參加4、5兩日在國立台南大學舉
辦的「國際機電系統整合應用會議」，台灣、泰國
等共32所大學團隊投稿參賽，自台大、成大等強敵
中脫穎而出，勇奪學生論文競賽「最佳論文獎」亞
軍，並獲頒獎狀及獎金5000元。
　由機電系教授楊龍杰帶領機電碩一陳羿韶、翁培
鈞、陳柏宏的團隊，經初選收錄52篇論文後，再從
中選出18篇進入決賽。決賽時，每隊參賽學生均需
以英文進行20分鐘口頭報告與10分鐘答辯，最後綜
合複評及決賽成績，取最佳論文前3名與佳作6名。
本校機電系以「拍翼飛行器升力之機翼彈性效應」
勇奪最佳論文亞軍，僅以些微之差輸給冠軍台大機
械。負責上台報告的陳羿韶表示，由於比賽緊接在
機電週之後，既要忙機電週的「金探子」靜態展，
又要準備比賽，「簡直快忙到爆炸了！」指導教
授楊龍杰也笑說，平時就要求他們一個禮拜要來6
天，而且必須早上9點半就到，「要比別人多努力
一些！」能得到評審的肯定，歸功於長期努力下來

的結果，未來也將推動產學合作，要讓「金探子」
發揚光大！

　【記者黃雅雯、楊志偉淡水、蘭陽
校園報導】本校資訊管理學系、資訊
創新與科技學系，日前參加由經濟部
工業局與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共同
舉辦之「2009第14屆大專校院資訊服
務創新競賽」，自71所大專校院、239
隊中脫穎而出，以其創新點子、優異
的系統功能、深入的實務經驗訪查，
獲得傲人成績。資管系獲得資訊應用
組第1名、產業實務組第3名、實務應
用組第3名，而首度組隊參加的資創
系，也一舉拿下整合應用組第2名及佳
作，表現可圈可點。
　獲得資訊應用組分組第1名的「動物
王國－幼兒益智觸控資訊系統」，打
敗其他89隊，以觸控螢幕進行幼兒教
學的模式，大會評審讚賞：「點子創
新，色彩鮮豔，適合幼兒使用。」隊
長資管四張筱玫表示：「此次參加全

國性的比賽，知道勁敵環伺，因此為
了讓產品性能更佳，賽前便將此系統
帶至附近幼兒所試用，希望能將產品
最好的一面展現在大家面前。很感謝
副教授梁恩輝的指導，及組員們一年
來的辛苦。」
　產業實務組共有43隊角逐，獲得第3
名的「龍水魚呷蝦咪」，以餐廳網頁
為主要架構，除介紹菜色、定位外，
顧客們亦可自行在線上勾選，及進行
線上換菜功能。組長資管四丁怡芬表
示，撰寫這套程式最困難的地方，
便是得一一過濾「換菜」理由。獲得
實務應用組第3名的「資安數位儀表
板」，將分析網路風暴轉換成儀表形
式，藉由黃紅綠三燈，讓使用者了解
到電腦是否受到駭客的攻擊。組長資
管四李俐蓉表示，一開始為了瞭解駭
客的定義，花了許多時間鑽研，指導

老師副教授蕭瑞祥為讓我們更加了
解，找了多位業界研究資安人員，指
導及分享實務經驗，讓我們製作時更
得心應手。
　資創系以「世界e把抓」、「e齊去
飆鳥」分別獲得整合應用組第2名及佳
作。「世界e把抓」是一個以GOOGLE 
M A P 為 基 礎 的 應 用 軟 體 ， 當 使 用
這個軟體拍照，它就會自動定位到
GOOGLE MAP，並可上傳至自行設定
的網址，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其他人在
同一地點拍的照片，相互交流。資創
系系主任林銀河說，這是蘭陽校園第
一次參加這樣的比賽，把同學推出去
看看外面的世界，同學也非常積極地
準備，很欣慰第一次出去就有亞軍跟
佳作，這對我們系上來說是很大的鼓
勵，希望同學用這專業的能力，在未
來能夠經營出更好的成績。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星期一 財金三陳惟真：看了淡淡生活節攝影比賽照片，原來，淡江這麼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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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系努力奮戰猛攻奏效 北會盃包辦雙冠

資管資創酷炫點子全國資訊賽奪５獎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會計系勇猛
斬棘，於5、6日參加第7屆北部大專院校會計盃球
賽獲得壘球、女排雙冠佳績。系壘靠著隊員切磋
琢磨，目標一致追求冠軍，獲得佳績。女排成功
重振氣勢奮戰並猛攻，將比數超前終奪冠。
　壘球部分，在大佳河濱公園舉辦，共10隊分兩
組進行循環賽。會計系系壘一路過關斬將，進行
四強賽時，對上今年殿軍東吳時，比賽僅進行四
局，12上12下即結束比賽。冠軍賽時，對上去年

僵持不下的勁敵中原，仍輕鬆搶下冠軍門票。系
壘隊長會計三吳銘峯表示，每週二、五清晨6時便
集合練球，假日便與校內系隊切磋琢磨，全隊皆
抱持著開心地心情打球，我想是因為我們目標一
致，才能屢獲佳績。很感謝畢業學長蕭啟漢擔任
指導教練，他為系壘付出多年，上班前、下班後
不辭辛勞前來教導我們，給予我們成長機會。
　女排部分，採分組進行淘汰賽，其中爭奪冠軍
賽時，對上預賽勁敵東吳，在首戰中落敗，經過

隊長會計三蔡采凌大聲呼喊口號，重振氣勢。蔡
采凌表示：「當時雖然是落後的，但我們仍抱持
著不放棄任何一顆球的機會，不自亂陣腳，全力
放到第二局。」因此進行到二、三局時，主攻手
會計二柯品如靠著猛烈的攻擊將比數慢慢超前，
全隊士氣大增，奪得冠軍。蔡采凌樂道：「因為
全隊的努力奮戰，才能奪得冠軍。希望學弟妹們
能跟著學姐們繼續練習，設立一個目標，讓會計
系女排更加卓越成長。」 

「由你停格」賽果：正繽紛奪冠

男宿6班免費接駁車到校

班代表座談  師長聽學生心聲

西音成果展讓覺軒熱情起來

12系耶趴  繽紛馬戲團high翻

健言社廉政盃奪亞軍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健言社在廉政盃大
專校院校際辯論比賽勇奪亞軍！由北市政府政風處
主辦，來自全國臺大、政大、交大等共21校24隊的
大學校院學生參加，辯論題目是：「我國應廢除刑
法圖利罪」，各隊菁英經過一番唇槍舌戰，最後由
機電二陳姵妤等組成的隊伍打敗台大、交大等校奪
下亞軍，獲得獎盃與獎金3萬元，最佳辯士由公行
三劉又誠獲得。
　健言社社長機電二陳姵妤表示，賽前請具法律背
景的學長上課，同時參考國家圖書館論文及期刊，
以做最好的準備。她說明，本校在冠亞軍賽中對上
強敵東吳，由於法律概念不夠清楚，加上對手是法
律系學生，與冠軍失之交臂。不過隊員們努力的靠
邏輯釐清問題，表現得令人讚賞！

之 18

生態課260生捲袖除草去
　【記者潘彥霓淡水校園報導】通核中心講師
盧耀欽所開設的「生態社區建構」
課程，日前帶領約260位同學前往關
渡自然公園進行戶外體驗，做志工
服務。修課的同學換上一身專業的
水工青蛙裝和雨靴，半身浸泡到沼澤
和濕地裡，以分工合作的方式清理雜
草。在4個小時的服務課程裡，同學
們紛紛拋下都市裡的束縛，在體驗自
然野趣的同時，也重溫孩童時代在溪
野間遊玩的童趣。
　盧耀欽表示，關渡自然公園是全球
重要濕地之一，過季時，候鳥南來北
往必經之地，安排此次的課程能讓淡江
的學生走出校門看見更廣闊的世界，也為國境生態
保育付出一己之力。決策四羅晧勻說，這是很難得

的 體
驗！如果只是在一旁觀看，無法知道公園的

營運需要這麼多的人力和心力，希望能帶更多身旁
的人一同加入這項志工服務。（圖／盧耀欽提供）

日本會津大學
　日本會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Aizu）位於
日本本州福島縣。該校創立於1993年，與本校於
2006年3月正式締結為姊妹校，成為本校第86所
姊妹校，該校共有一千餘名學生，大學部共有5
個學院，共29個科系。
　該校強調國際化，校內教師超過40％非日本
人，許多學生分屬不同國籍，校內常聽到不同口
音的英文。此外，該校與本校相同，特別重視
英語授課課程，大學部50％、研究所100％課程
皆以英語授課。會津大學是以電腦軟體及遠距
交流聞名之大學，教學目標為「培養製造電腦的
人才」，曾獲美國微軟選拔參加「Windows NT 
Academic Project」，與麻省理工學院、卡內基麥
隆大學等8所世界名校共同合作，目前與全世界
12個國家43所大學締結姊妹校。（江啟義整理）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解決住宿生的
煩惱，淡江學園從本月1日起有免費接駁服務，讓
學生能節省每天往返校園的時間，輕鬆上學去。化
學一林昆毅表示：「因有免費接駁車，使我上學不
再氣喘吁吁。希望之後能再有其他時段的班次，讓
更多男宿生可以使用。」免費接駁巴士於週一到週
五，於上午時段有4班車從男宿出發到校園，分別
是上午7時45分、7時55分、9時、12時；晚上時段
有2班車從校園返回男宿，時間是5時20分與6時20
分。男宿的同學憑淡江學園卡片就可免費搭乘喔！

講座課程 　  中學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12系聯合耶誕舞
會，將於24日下午6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
開趴，今年將以「繽紛馬戲團」為主題，請來專業
的街頭藝人帶來令人驚艷的特技表演，也特別邀
請到演唱偶像劇《痞子英雄》主題曲的創作團體
「COLOR BAND」，和你high翻今年的聖誕節！
　耶誕舞會是由會計、運管、俄文、法文、西語、
英文、日文、電機、土木、機電、物理及化學等12
系聯合主辦，入場票價為主辦科系的學生150元，
非主辦科系學生200元，即日起至18日（週五）下
午4時前，趕快相偕你的好朋友們到文館3樓門口前
的攤位報名吧！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投資理財社於9
日在E302邀請南山人壽舉行「現金流」活動，
讓同學體驗虛擬投資的趣味！遊戲中同學可選
取職業，如：衣食無缺的醫生、收入微薄的開
門小弟等，藉由遊戲中的購屋、買股票等投
資，將結果呈現在資產負債表，模擬真實人生
的投資現況。
　遊戲中可能會因機會、命運的關係讓股票漲
或跌，等到投資的部份能與負債平衡時，就達
到「財富自由」，也就是贏家，因此能掌握時
機投資的人，即使職業儘管沒那麼多的收入，
仍舊可以獲得勝利！投資理財社社長財金二彭
冠璋說：「活動已辦3年，同學參與踴躍，期待
未來擴大舉辦，讓更多同學體驗投資樂趣！」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就業輔導
組於9日舉辦「旅遊證照考試講座」，讓學生瞭
解國際導遊及領導人員須具備的條件與能力。專
精旅遊業的勤益科技大學助理教授盛業信，除介
紹證照的準備方法外，更教導學生企劃旅遊行程
的重點，並分享自己多年居住法國經驗，讓同學
聽得津津有味。
　他指出，考証照並不困難，如何帶領旅行團才
需要學習。旅遊形式分為多種，盛業信特別點出
文化創意旅遊，指導同學領導團員們進行深度性
的旅遊，而不只是玩樂性質。亞洲所碩三賴怡安
表示：「老師的幽默式講解方式，讓我更能投入
演講中，也學習到很多規劃行程的方法，相當實
用！」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讓你大方展現自
我，不再害羞！由生輔組與課外組合辦的「社團
經營工作坊」於10日舉辦「讓你的手腳會說話」
講座。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講師游佳瑞，以互
動式教法，讓同學們動起來，在學習中也可以不
亦樂乎！
   游佳瑞一進場就以繞口令來訓練同學們的口齒
清晰度；之後透過手腳運動來加強左右腦的思考
能力。其中，一個右手向前轉動，同時左手須向
後轉的動作就令許多同學挫敗連連，久久不能完
成此動作。游佳瑞在這堂講習中，除了藉由多種
小遊戲來訓練同學思考外，同時也讓遊戲的最輸
者來上台自我介紹，訓練膽量。英文三郭芳綺表
示：「從遊戲中學習的效果真的比較好，不但不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主辦「淡江
生活‧由你停格」攝影比賽，得獎名單揭曉！由大
傳四黃舒瑋，以壓倒性票數領先其他參賽者，奪得
冠軍，其作品「正繽紛」是在書卷廣場拍攝畢業
照，當時靈光乍現，捕捉同學揮灑青春瞬間。
　生活節執行祕書日文二黃玉珊表示，感謝同學踴
躍投票，為淡江生活留下印記，得獎作品將出版攝
影集，於生活節活動週發放。得獎作品第1至3名6
位、佳作14名，名單公布於學生會網站。（http://
www.wretch.cc/blog/tkusa15th）（圖轉1版）

創e盃 抱回第2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資傳三吳姝旻、張
馨今日前參加台北市政府主辦的「2009第6屆創e盃
『全民瘋政府』數位內容競賽」以2分鐘的動畫影
片「小蝴蝶，大花博」奪下「花博新視界、臺北好
美麗」類組第2名的佳績，繽紛畫面成功傳達花博
會的美！
　指導老師賴惠如助理教授表示：「這部作品角色
活潑生動、故事完整、畫面色彩豐富，希望同學們
能夠再接再厲，多參加不同的比賽，開發自己的創

意潛能！」「小蝴蝶，大花博」，內容描述蝴蝶的
世界呈現一片荒草枯木，一隻蝴蝶見狀前往花仙子
的住所祈禱，花仙子於是現身指引明路：前往國際
花卉博覽會，就可以找到一條長久的綠化之道。吳
姝旻解釋：「影片的構想是希望藉由許多繽紛畫面
讓大家感受到花博會的美好！」張馨今也說：「很
感謝賴老師在我們創作的過程中給予的建議及指
導，我們會繼續加油的！」

　【記者潘彥霓淡水校園報導】通核中心講師

的 體
驗！如果只是在一旁觀看，無法知道公園的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於10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班代表座談會，由行
政副校長高柏園主持，與會班代約170人，會中針
對課程、校園空間、學分問題讓各班班代表充分提
問，其中「大學學習」課程內容討論最為熱烈。
　大一班代對「大學學習」內容提出建議，學務長
柯志恩表示，將再深化授課教師的各項訓練。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指出，將再加強教師班級經營。而正
在修習的俄文一賴盈臻說，最喜歡圖書館導覽，對
借書、討論室的借用等流程更加熟悉。企管一沈鈺
婷指出，課程中安排的生涯規劃對於未來就業及升
學有了深層的認識。運管一黃煒中建議多開設認識
校園環境的課程，及對其他單位的認識及相關資
訊，讓新生更快融入校園。建議可至戶外授課，增
加趣味性。負責規劃該課程的教心所所長李麗君表
示，推動「大學學習」這門課，全校單位皆全力配
合，對於部分未參加支援單位課程的同學，期中也
提供補救措施。此課程的目的是為讓新生了解做為
一個大學生要具備的能力，並運用學校資源及深入
了解自我，希望同學能體會學校的美意。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電吉他撼動的節
奏，配上獨特的嗓音劃破了覺軒花園夜晚的寂靜，
本校西洋音樂社於上週二（8日）晚上舉辦首屆
「西音大道─校內成果發表會」，吸引不少學生停
下腳步隨著音樂搖擺，讓靜謐的覺軒花園「熱情」
起來！幽靜的氛圍下，暗黃的燈光打上舞台，讓演
出者顯得更加耀眼。
　爆發力十足的西音社，成果展特別加入比賽形
式，由社內學長姐擔任評審，在每團表演結束後舉
分講評。獲得最高24分的最佳樂團是「Warthog」
樂團，「Warthog」樂團以重金屬為最大風格，
演出Dope樂團的「Die Mother Fucking Die」。
一開場，主唱高分貝的嘶吼嗓音就吸引了所有人
的目光，再搭配低沉的貝斯與強而有力的鼓聲，
震撼了現場所有觀眾的聽覺，同學不禁喊起「安
可！安可！」。評審之一的大傳三林以聖表示：
「『Warthog』很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台風也很
穩，可以看得出來他們下了很多的功夫在技巧與表
演上，是最高分的關鍵。」

覺得無聊，還能樂在其中，更能訓
練手腳並靈活頭腦。這是一般講座
所學不到的東西！」

模擬真實人生　玩出投資心得

旅遊證照讓你就業無虞

玩樂中激發創意　讓手腳說話

劉又誠獲最佳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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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6位資管系組員設計的「動物王國」資訊系統，絕佳的創意、生動的畫面設計，深獲評
審青睞。（圖／陳頤華）

金探子爭光 勇奪最佳論文亞軍

                                                    
12/14(一)

8:00

諮輔組

B413
愛情卡與愛情關係工作坊

12/14(一)

9:00

課輔組

SG315
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成果展報名

12/14(一)

10:00

實驗劇團

商館大樓前
期末公演開始售票

12/14(一)

10:00

生輔組

商館大樓前
淡江文化BINGO樂

12/14(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他其實沒那麼喜歡你」

12/14(一)

19:10

法文系

T505
影片欣賞「瑞典短片精選」

12/14(一)

18:30

住輔組

亞太保齡球館
學生宿舍保齡球大賽

12/15(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羅丹薩的夜晚」

12/15(二)

17:00

法文系

E412

法國漫畫家賈克‧路斯塔(Jacques 

de Loustal) 座談會
12/15(二)

19:10

法文系

T505
法國影片欣賞「巴黎愛相隨」

12/16(三)

12:00

國交處、就輔組

驚聲國際會議廳
姐妹校留學環境說明會

12/16(三)

12:10

就輔組

T301
留學環境說明會

12/16(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情不自禁愛上你」

12/16(三)

18:30

電影社

B117
影片欣賞「血鑽石」

12/16(三)

19:00

學園團契

E304
挑戰禁忌話題座談會

12/17(四)

8:00

諮輔組

B413
闖淡江湖活動報名

12/17(四)、18(五)

8:50

戰略所

驚聲國際會議廳
碩士論文畢業發表會

12/17(四)

10:00

諮輔組

商館門口
麋鹿宅急便-耶誕傳情活動

12/17(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戒‧情人」

12/17(四)

17:00前

環安中心

會文館F105
廢乾電池換贈品活動

12/17(四)

18:00

插花社

H101

香皂玫瑰花DIY「永不凋謝玫瑰花

DIY活動」
12/17(四)

18:30

魔術社

淡水校園不定點
街頭魔術競賽

12/17(四)

19:10

法文系

T110
義大利電影欣賞「女孩遊戲」

12/18(五)

10:00

會計系

B713
資誠會計師事務所0910校園徵才說明會

12/18(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托斯卡尼豔陽下」

12/19(六)

9:00

海博館

行政大樓前報到
乘風破浪-認識遊艇半日遊

12/19(六)

9:00

諮輔組

B127
愛‧做主-愛情卡與愛情關係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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