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系教授周彥文的烏龜收藏品琳瑯滿目。
他擁有很多印有烏龜圖案的衣服，就算一整個
月每天穿都穿不完呢！（攝影／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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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週電玩今開打 多元系統等你體驗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台北 蘭陽 網路淡水

11/29(一)~12/5(日)

09:00

諮輔組

校園內
棒棒糖傳情

11/29(一)~12/2(四)

09:00

諮輔組

商管大樓3F前
環保杯設計比賽票選活動

11/29(一)~12/3(五)

12:00

諮輔組

商管大樓3F前

「拒絕一網情深」不宅家活

動
11/29(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蜜月變奏曲」

11/30(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攔截密碼戰」

11/30(二)

16:10

就輔組

V101

「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

優勝團隊行動分享會
11/30(二)~12/2(四)

19:00

商管學會

B117
招生說明會

11/30(二)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Street Jazz(街頭爵士)

12/1(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危機倒數」

12/1(三)

18:10

諮輔組

B127

「文化大不同」電影賞析活

動
12/1(三)

19:40

  學園團契社

   指南客運

餅乾廚房─杏仁薄餅（費用40

元，需至淡水基督長老教會）
12/2(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即刻救援」

12/2(四)

20:0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Body Balance(身心平衡)

12/3(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衝出警戒線」

12/4(六)

09:00

諮輔組

B127

叫我天才達文西－左腦開發

特訓班(邏輯歸納)
12/5(日)

09:00

諮輔組

B127

叫我天才達文西－右腦激進

班(創意創造)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什麼！免費
電玩讓你玩不完？資訊管理學系於今日（29
日）起至12月3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在黑
天鵝展示廳舉辦資管週活動，讓你免費體驗
多元系統，玩到飽！資管系系主任周清江表
示，今年將展場布置成各年代不同的電玩，
作品貼近生活，大都是同學觀察日常、網路
生活後，創意發想得到的成果，希望大家都
來參觀。
　今年主題為「電玩」，如童年回憶的〈超
級瑪莉〉，或是近代的〈跑跑卡丁車〉等。
藉青春活潑的電玩布置帶領同學一同回憶童
年時光，體驗近代資訊系統！其中，更展出
資管系每年傳統，99學年度系統實作競賽11
組作品，各組作品皆由4年級學生團隊合作，
經過一年半的專題製作完成。今年第1名的
「世界風情畫」，介面中展示一個地球，以

觸控式螢幕擊點的方式，讓自行製作的主
人翁，飛躍至各國度探索該國文化，體驗該
國風景，藉此達到多元化學習的成果，寓教
娛樂。組長資管四沈玹圭表示，感謝梁恩輝
老師的指導，讓他們重新包裝世界風情畫，
「大家趕快來體驗！」
　此外，更邀請4位在通訊、金融、遊戲、資
訊公司的業界系友，於今日至週四下午2時至
4時與同學分享簡報技巧、創業歷程、創意行
銷、生涯規劃等。包括邀請新飛資訊（股）
公司專案經理郭肇安進行「創業歷程分享」
等，連續4天讓你吸收多元的知識，滿載而
歸！12月3日晚間6時，則在活動中心舉辦超
high的「資管之夜」，同學們將變裝成經典
卡通、漫畫、電玩的人物演出，並於晚會結
束前進行摸彩活動，豐富獎品等你拿喔！
　周清江表示，希望透過資管週，讓全校師

生了解資管系的同學都有一顆熱情、奉獻、
勇於承擔的心。並透過資訊科技來為大家服
務，大家有任何資訊系統相關需求，都可以
跟資管系聯繫，「我們很樂意提供專業的服
務。」

大代誌

　「我們家都背十三生肖，第十三個生肖就是
烏龜。」中文系教授周彥文蒐集了2000多組烏
龜的相關物品，大至欖蠵龜的背甲，小至烏龜
造型的迴紋針，連出席正式場合也不忘配戴有
烏龜圖騰的領帶，每天的生活都有烏龜相伴。
　周彥文是田野調查研究室的指導老師，因為
愛烏龜，連研究室都取名為「龜息室」，他的
學生，目前在聖母護專任教的吳麗雯戲稱：
「他真的各式各樣的烏龜收藏品都有，現在就
只差鑽石烏龜了！」因為受周彥文影響，吳
麗雯看到烏龜也會特別注意，在家也有少數收
藏，「烏龜就好比是我們跟老師情感交流的媒
介。」
　周彥文從大學時代開始養烏龜，並陸陸續續
蒐集烏龜的收藏品，但是他不買烏龜，他養的
烏龜幾乎都是被棄養的，「除了保育類的烏龜
品種之外，幾乎所有種類的烏龜都養過了。」
他表示，其實收藏烏龜的相關物品相當隨緣，
不會刻意追求，各方好友知道他喜歡烏龜，也
常常幫他留意跟烏龜相關的收藏品，「很多朋
友都千里迢迢帶烏龜的紀念品給我，那份心意
真讓我感動。」（文／梁凱雯）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咦！
上週四（25日）海報街怎麼會有軍人
走來走去？別緊張！這是國際事務
與戰略研究所與國防部合作，舉辦
「淡江一甲子行動-全民國防暨軍武
大展」，不僅可以現場試乘戰用悍馬
車，也可試穿海陸空三軍制服及防毒
面罩，並有免費漆彈打靶及憲兵重型
機車展示等，除吸引學生爭相體驗，
年代、全球防衛雜誌等也前來報導。
　活動總協調戰略所碩一賴建維表
示，此次軍武大展是國防部首度與非
軍事學校舉辦全民國防軍武大展，機
會難得。國防部總政戰局文教處處長
池玉蘭解釋，本校與國防部藉由該活
動成功將國防觀念巧妙融入日常生
活，落實全民國防，而非口頭概念，
值得嘉許。此外，戰略所所長翁明賢

Show愛影展列車 啟動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
導】日本平成國際大學女
子柔道隊一行29人於23日來
訪，由該校柔道部部長淺野
和生帶領，與本校男、女
子柔道隊約16人來場武術交
流。
　雙方在紹謨紀念體育館地
下室武術教室區先交換禮
物，之後兩校隊員開始暖
身，暖身過後便兩兩一組練
習對摔，雙方使出招式想盡
辦法將對方摔出去，甚至還
有本校男隊員被對方女子柔
道隊隊員摔出去，但男隊員
也不氣餒站起來繼續較勁，
兩方都練得氣喘吁吁，汗流
浹背。教練也在場邊給予指

導。雖然語言不通，但大家
以武術交流，彼此毫不相
讓。
　女子柔道隊隊員平岡麻美
是2008年北京奧運78公斤銀
牌得主，她表示，這是她第
3次來台灣，相較於前兩次
來台和其他學校交流，「淡
江柔道隊的技巧高明很多，
且力氣很大，很厲害！」男
子柔道隊隊長國企四江志遠
開心地說，原本以為會很辛
苦，因為柔道是日本的國民
運動，她們都是天天練習，
所以在一些技巧上，如過肩
摔、丟體等，她們都做得很
漂亮，「但我們也不相讓，
大家互相練習，琢磨對方技
巧，超好玩的！」

日姊妹校平成國際大學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教職員高爾夫球賽� 蕭淑芬蟬聯總桿冠軍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
度教職員高爾夫球聯誼賽於18日熱鬧舉
行。今年特別增加校友隊及淡水地區
球隊，參與人數高達60人，創下歷年新
高，校長張家宜也共襄盛舉。
　今年總桿冠軍仍由體育室主任蕭淑芬
風光拿下，以76桿的佳績蟬聯第一。蕭
淑芬開心地說，平常工作繁忙，還是不
忘練習，「成績進步表示我還年輕！」
淨桿冠軍則由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主任
陳國華奪得，他表示，對自己拿下冠軍
感到不可思議，「這場比賽就像是小
學生一起出門郊遊，參賽的教職員們都
興奮的當校慶運動會來參加。」陳國華
說，因為這次比賽，讓他決定加入本校
球隊，「跟大家開心地打球！」

　今年特別增加「60週年特別獎」，
凡是成績排名尾數「6」的參賽者，都
可再領1座獎盃，資工系講師劉正安表
示，「特別獎真的是天上掉下來的禮
物，獲得第16名已經夠不可思議了，額
外的驚喜更讓我開心不已！」
　由於比賽前天候不佳，本來要宣布停
賽，「沒想到一開球後，就雨過天晴，
直到最後都沒下雨！」蕭淑芬表示，今
年的高爾夫球賽就像一場大型的party，
幾乎人人有獎，「尤其今年增加『60週
年校慶紀念獎』獎品為蘭陽校園主任室
駐校藝術家周澄的畫作，讓大家為之瘋
狂，努力要拿下此獎。」最後由會計系
校友劉燈發抱回大獎。

　【記者蔡孟倫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大
使團於21日舉辦「外籍生與交換生服務
學習活動」，帶領外籍生與交換生到台
北市聖安娜之家育幼院參訪。
　聖安娜之家收容重度、中度智障及殘
障的兒童，他們大多數不能自行活動，
也無法說話，生活起居必須仰賴他人的
協助。國際大使團特地為了這群孩子們
準備舞蹈表演和大合唱，帶給院童們一
個不一樣的下午。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
有……」國際大使團的成員們與外籍

生、交換生一起合唱「朋友」，獻給聖
安娜之家的孩子們。外籍生努力地一邊
看著羅馬拼音一邊唱，希望藉由歌聲
傳達對院童的關愛。有些院童聽到歌聲
後，身體也跟著擺動，即使不會說話，
肢體動作仍透露出他們高興的心情。
　院童們純真的笑容，讓來自大陸的交
換生大傳一韓笑的心都融化了，「我們
應該要幫助、關懷那些弱勢的人。」來
自美國的國企一Johnny Pang（強尼潘）
在參訪結束時，也感性地對所有院童
說：「I love you all.」

聖安娜之家院童展笑顏� � � � � � � � � 　� � � 都融化了

�R�o�c�k� �T�h�e� �B�o�w�l�i�n�g� �N�i�g�h�t� 外籍生以球會友�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由國際
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辦的第2屆「Rock 
The Bowling Night」外籍生保齡球大
賽，於24日在大魯閣夜光保齡球館熱烈
開打。共40位同學分11組參加，最後由
化學三楊子賢、國企二狄亞輝等聯合組
成的隊伍獲得冠軍；此外，楊子賢也同
時獲得積分最高MVP。
　參賽同學由外籍生、交換生、麗澤宿
舍幹部及國際大使團的本國籍學生等混
合分組競賽，各組無不卯足全力爭取最

高榮譽，戰況相當激烈。國交處主任李
佩華表示，由於第1屆參賽同學迴響熱
烈，所以今年續辦，希望藉此活動讓外
籍生與本國學生有更多互動的機會。來
自葡萄牙的狄亞輝開心地說：「這個活
動讓我和朋友們的感情更熱絡。」這次
比賽的最大贏家、國際大使團成員之一
楊子賢表示，這是個可以和外籍生交流
的難得機會，如果之後還有類似活動，
他也一定會把握機會參加。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家裡有不穿
或size太小的衣服該怎麼辦？沒關係！由樸毅
志工社主辦的舊衣回收募集活動將於今天（29
日）上午10時至下午4時於商管大樓3樓門口前
展開，至週三（12月1日）截止。
　樸毅志工社指導老師、理學院秘書江夙冠提
醒，大家需提供乾淨的舊衣服，並留意不要捐
內衣褲、鞋襪、帽子及枕頭棉被等貼身衣物或
寢飾。社長英文二柯筱凡也表示：「我們會將
募集來的舊衣服捐給心理復健家屬關懷聯合協
會，幫助弱勢學員透過舊衣收集的過程，擔任
收衣、挑衣、分類、整理、儲運各階段的職
務，以取得工作機會。」

缺 不可 樸毅社今起募集舊衣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新生們
注意了！一年一度的新生盃球類競賽報
名今天（29日）中午12時就截止啦！
　比賽項目包括籃球、羽球、排球及網
球，比賽時間為12月4、5日兩天，所有
熱血的大一新生千萬別錯過大學唯一一
次的新生盃賽！報名表請上體育室網站
http://www.sports.tku.edu.tw/下載。

新生盃報名 截止！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為配合12月1
日世界愛滋日，由台北縣衛生局主辦、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與春暉社承辦的「2010世界愛滋病
日跨縣市『Show愛影展列車』活動」將於本
月30日至12月2日分別在L401、L417及B120下
午6時30分播放電影，讓師生更能了解愛滋議
題，加強安全性行為等正確觀念，歡迎全校師
生踴躍參加。
　播放影片中包含「我期待」、「被遺忘的
天使」、「地久天長」及「熊哥叔叔」等柏
林、莫斯科及芝加哥國際影展作品，並將於
首日（30日）活動中邀請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昆
明院區行政中心主任莊苹及紀錄片「我期待」
片中的演員蒞臨現場分享心得，參與的師生會
後將可獲得精美小禮物。春暉社社長國企三翁
鈺婷表示：「許多人雖然了解愛滋病是一種性
傳染疾病，也知道預防方法，但對於愛滋患者
還是存有些許擔心及害怕，希望舉辦本活動
能讓師生對患者沒有歧視，也更重視自己的
健康。」詳情請看生輔組網頁http://spirit.tku.
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美酒當前，
不飲也醉」，由法文系主辦的一年一度「薄酒
萊新酒品嚐會」於25日在外語大樓1樓大廳歡
樂登場！甘醇的美酒配上香噴噴的法國麵包與
小點心，在法國鄉村音樂的點綴下，會場瀰漫
法國情調的浪漫風情。法籍實習生尚古拿開酒
時，同學們各個屏息以待、興奮不已，期待之
情溢於言表。
　活動一開始由法文系助理教授曾明為大家講
解法國薄酒萊文化，讓學生在品酒前先吸收相
關知識，他說明，法國薄酒萊產區的氣候適合
葡萄生長，熟成完美，釀造出來的葡萄酒是法
國銷量最廣、最受歡迎的，每年11月的第3個
星期四，全世界便會同步推出薄酒萊新酒。法
文二李旻茜說：「系上準備的活動總是物超所
值，薄酒萊讓我體驗法國當季文化，融入法國
生活，讓我彷彿置身在法國。」

強調，此次國防暨軍武大
展具體而微地讓理論原理
與時事脈絡結合並落實於
生活中，將淡江戰略學派
的教學目標彰顯出來。
　各軍種攤位皆設計不
同的互動遊戲，例如：
抽獎、軍事用品體驗或防
身術教學等，讓學生能近距離了
解國防。大傳三葉慧筠開心地表
示，經過時被戰車、大砲及特勤
隊等所吸引而參加了體驗，「這
次的展覽不僅打破我對軍人嚴肅
的刻板印象，更覺得他們是鐵漢
柔情，因為試戴防毒面具時，他
們怕我的臉被弄髒，非常主動體
貼地拿濕紙巾給我擦。」
　日文三孔德威說：「剛看到海

報時就很期待，果然沒讓我失望！尤其打靶體
驗，讓我也想投筆從戎，為國家效力。」法文
二林雨蓁表示，因為之前在德國做國土安全的
外交工作，與此次展覽有關，且國防即代表國
家的安全及進步，「這些都是吸引我來看展的
原因。」此外，為了讓全校師生更進一步接觸
國防，賴建維表示，12月中將參訪新竹空軍基
地，誠摯地邀請全校師生一同參與。

　日本姊妹校平成國際大學女子柔道隊於23日來訪，和
本校柔道隊來場武術交流。（攝影／林奕宏）

導。雖然語言不通，但大家

日姊妹校平成國際大學日姊妹校平成國際大學
賽，於24日在大魯閣夜光保齡球館熱烈

化學三楊子賢、國企二狄亞輝等聯合組
成的隊伍獲得冠軍；此外，楊子賢也同

　參賽同學由外籍生、交換生、麗澤宿
舍幹部及國際大使團的本國籍學生等混

女子柔道隊來武術交流

外籍生
交換生

　99學年度系統實作競賽第1名作品
「世界風情畫」擷取畫面：可愛的荷蘭女
孩為使用者介紹該國文化。（圖／資管
系提供）

海陸空三軍入侵校園！同學打靶試身手� 笑稱：投筆從戎

　25日海報街
上演「淡江一甲子行動-全民國防
暨軍武大展」，可愛的三軍充氣寶
寶超吸睛。（攝影／林奕宏）

　同學開心體驗漆彈打靶。（攝影／徐浩慈）

周彥文周彥文周彥文
校園話題人物

品薄酒萊 師生如置身法國

生、交換生一起合唱「朋友」，獻給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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