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體育室邀請香
港中文大學女子網球隊於2日到校參訪，本校女子
網球校隊進行友誼賽，另安排與台灣大學的三方球
賽。體育室主任蕭淑芬表示，中文大學繼去年五月
來訪後，首次帶領學生來台進行交流賽，「這是個
好的開始，讓兩校收穫良多！」
　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部主任盧遠昌說，去年的體育
課程交流屬於學術性質，今年帶隊前來進行友誼
賽，希望能進一步讓球員親身體驗，「除了在運動
場上切磋技術，更讓年輕人能對不同的大學生活有
所交流，開闊國際視野！」中文大學女子網球隊曾
在2007年中國大學生網球錦標賽中，獲女子與團體
雙料冠軍，而本校校隊亦獲得去年全國大專盃女子
網球冠軍，堪稱是「冠軍相逢」。開戰前雙方先禮
後兵，互贈紀念品，最後由地主隊大獲全勝。
　中文大學女網隊長政治與行政二王昕甯表示，淡
江選手的球風穩健，失誤低，尤其看到淡江選手的
賽前練習，覺得很有紀律與魄力，「最重要的是人
很nice！」而本校女網隊隊長會計三葉純妤則說，

雙方基於交流立場下，皆以「輕鬆打」面對，少了
煙硝味，卻多了友誼，「對方球員是新生球員，在
實力上我們稍占優勢，但文化的交流比球技切磋更
加重要！」她直說，「聽到用廣東話作為打氣的口
號，感覺超酷的！」中文大學教練郭永昌說，淡江
隊員投入比賽的態度值得學習，「腳步反應快、動
作扎實，讓我們的學生有很好的機會體驗不同國家
球員的球技，也能了解自我實力。」本校女網教練
范姜逸敏則表示，「此次交流，讓球員學習面對比
賽的壓力，累積經驗，讓球技更上一層！」
　談到印象深刻的事情，首次來台的中文大學會計
四何璧妤直呼，「台灣人超熱情的！」醫科二陳
嘉恩則說，淡江校園的櫻花與宮燈教室最吸引她，
海事博物館及游泳館也讓她大開眼界，「尤其是圖
書館前『看書的女孩』雕像，實在是太可愛了！」
蕭淑芬樂見此次兩校交流成果，除了將淡江推廣出
去，「我們也預計在今年6月帶隊至日本亞細亞大學
與職業級女網交流，換我們作客，與更多學生接觸
國際體育好手，增加比賽經驗！」

中華民國一○○年三月七日 星期一 運管二黎明傑：上課前總不忘先上臉書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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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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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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為系爭光的熱
血時刻又來啦！體育室主辦的「99學年度校長
盃籃、排及壘球賽」報名截止日至14日晚上10
時止，比賽日期為19、20 日兩天，優勝前4名
可獲得獎盃、獎品及獎狀，歡迎同學參加。詳
情至體育室網頁http://www.sports.tku.edu.tw/
index.php下載。

紐西蘭懷卡特大學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校
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主題之一的「友善
地圖」擴大服務範圍，地圖建置從校園延伸
到社區，將拓展至淡水老街、英專商圈及本
校周邊社區。將由國企系、歷史系與產經系
一年級3班同學執行，進行區域範圍之無障
礙勘查，將所發現的無障礙地點繪製於地圖
上，並加上鄰近廁所及公園等休憩情報，完
成友善地圖。
   上週課程邀請到「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
專案經理前來授課，讓同學體驗乘坐輪椅及
學習如何照顧身障朋友。產經一黃琇貞表
示，培訓講座讓我體會到身障者的不便，期
許自己能製作出完善的地圖，幫助他們。承
辦人學務處創新人員李意婷表示，希望學生
用心體會，齊心協力完成友善地圖，建構在
地人及觀光客皆可利用的資源，回饋社區。

校長盃報名至下週一截止

　日前資訊傳播學系畢業製作已悄悄展開序幕，其中行
銷組「三加一」，不畏寒風在大學城舉行「選擇你要
的」投票活動，並派出可愛的吉祥物台灣黑熊招攬人
氣。（文／梁凱芹、攝影／曾煥元）

看電影吃特產僑物展雙享炮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化學博四
黃景忠等16生，日前在2011年高分子學會年會議
壁報論文競賽中，從845篇論文中脫穎而出，獲
「高分子加工、纖維與紡織組」優勝和「高分
子化學組」佳作。
   本校獲獎組別在化學系教授陳幹男及水環系副
教授許道平指導下，發表「環保節能型PU樹脂
合成及應用在親水性織品之表面處理」、「利
用微波照射合成環保型PU之綠色製程開發」2篇
壁報論文。
   陳幹男表示，環保節能型PU樹脂合成及應用
在親水性織品之表面處理，主要可應用在防水
衣物的內裡，藉由親水性，作為外裡防水的第
二道防護。且其塗料兼具節能減碳的優勢，也
是獲得評審青睞的主因，研究成果在美國申請
專利，「不久就能實際運用啦！」

   參賽學生須於規定發表時間內，解說海報內容
並提供評審與參賽者提問，黃景忠表示，為了
參加本次競賽，從去年暑假即開始投入研究，
相較於國立學校接近頂級的研究設施，他們努
力以生活周遭的資源補足設施上的不足，並不
斷地從失敗中汲取經驗，「只要在100次失敗中
成功一次，就是成功！」
  2011年高分子學會年會議列為國科會績效之
一，凡是在國科會裡研究高分子領域之論文，
皆需在此發表。高分子領域包含高分子物理、
高分子化學、光電高分子、生醫高分子與薄
膜、高分子複合材料、高分子加工纖維與紡織
6大方向，兩天議程吸引來自全台，超過1200位
學術與業界人士參加，是國內高分子學門的指
標性會議。

化學系16生高分子學會壁報論文獲獎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一
年一度的僑生週來了！學務處僑生
輔導組將於週二（8日）至週五（11
日）上午9時至下午5時在黑天鵝展
示廳舉辦「世界距離0cm」僑居地文
物展。開展當天中午12時，僑輔組
將進行兩頭新購醒獅的點睛儀式，
以醒獅表演為僑生週拉開序幕。
　展出內容有港澳、馬來西亞等僑
居地文物、節慶習俗，也播放當地
導演所製作的電影及販賣特產，如

澳門的「紐結糖」和港澳「杏仁
餅」等，讓大家嘗鮮一下。此外，
各國攤位還會進行猜題小遊戲，讓
同學們發揮觀察力去尋找解答，在
玩樂中了解當地的文化。
　週三（9日）中午12時，還有「各
國服裝展示」服裝秀，豐富同學們
對各國文化的認識。主要策展人國
企三戴慧嫻表示：「這次展覽特別
注重民俗傳統，讓同學們了解當地
文化，請全校師生能多多捧場！」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體育室邀請香 雙方基於交流立場下，皆以「輕鬆打」面對，少了

冠軍相逢！香港中文大學女網隊  　　                                                                                                                  淡江女網隊

之31

  紐 西 蘭 懷 卡 特 大 學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Waikato）位於紐西蘭北島的懷卡特，創立
於1964年，為紐西蘭8所得到國際認可的國
立大學之一，亦是紐西蘭最現代化和創新
型的大學之一。在1998年3月締結為本校第
42所姊妹校。
　懷卡特大學擁有花園般美麗的校園，共
有7個學院，以管理、科學技術、工程、計
算機科學及教育最為著名。其學習方案最
大特色，是讓學生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安
排主修及跨系選修課程。而毛利文化研究
更是該國大學中唯一僅有，此外，該校是
紐西蘭第一所及唯一開設電子商務學位課
程的大學。其管理學院更是世界上精英管
理學院之一，被世界著名的英國《每日電
訊報》譽為南半球的哈佛。
　蘭陽校園已有多名學生大三到該校留
學，本校行政訪問團亦曾於2008年訪問該
校，而懷卡特大學校長Prof. Roy Crawford
曾於2007蒞校交流；其理事長、前紐西蘭
總理詹姆斯博爾格（Rt Honor Jim Bolger 
Chancellor）亦於本校60週年校慶來校祝賀
並代表致詞，期待在未來的60年，繼續與
本校維持友好合作關係。（陳思嘉整理）
（圖片來源：http://www.campbellconsulting.
co.nz/main.cfm?id=127）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大傳四何秉倫、陳楷婷、蔡佳
欣、柯俐如、盧巧梅及潘可欣所組
成的影音畢製組galaxies團隊，參加
「第一屆WOWtv娛樂萬花筒力挺影
視科系學生畢業製作獎助活動」，
以劇情片《外星爺爺》榮獲佳作，
獲獎狀及獎金5000元。galaxies團隊
另可由《一頁台北》導演陳駿霖、
《超人再起》電影總監Chris Lee等
國內外13位重量級影視名師親自指
導與諮詢，並有機會於完成作品後

在WOWtv平台上展出作品！
　參加隊伍來自全國大專院校傳播
相關科系學生，而galaxies團隊所製
《外星爺爺》，評審一致認為其企
畫書、腳本、分鏡完整，從近百件
作品中脫穎而出，也與政大、台藝
大、世新等影視科系組別並列佳作
獎。製作人陳楷婷表示：「拍這部
影片的初衷，是希望以小朋友單純
的角度去觀看大人複雜的世界，帶
領觀眾回歸親情最初的感動。」

外宿環境訪查 教官、班代雙劍合璧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軍訓室
「校外賃居生訪視」活動，99學年第1學期總
訪視戶為1401戶，較上學年第一學期增加了
423戶，而教官平均訪視量亦從每學期60戶提
高至80戶。本學期為進一步擴大調查住戶的數
量，將請班代協助前往社區式住宅查看，讓教
官著重於單一散戶之環境，雙管齊下，確保學
生在外居住的品質和權益。
　生活輔導組組長白怡昌表示，家長對於這樣
的做法相當認同，不僅了解學生在外的情況，
更能保護他們的安全。外宿的統計二林信宏
說：「這樣的方式很不錯，能以同學切身的立
場來了解居住環境的不足。」另外，生輔組教
官尤臺蓉表示，當同學遇到問題或和房東有糾
紛時，教官出面會讓問題容易解決些，經由溝
通可以改善未來可能發生的危險。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土
木系將於7日（週一）中午12時至11
日（週五）中午12時，於新工學大
樓3樓舉辦「歡慶土木50週年」土木
週展覽。今天（7日）中午12時將於
書卷廣場舉行開幕典禮，除了由有
氧舞蹈社表演精采的熱舞，現場也
將發放兩百份內含抽獎券等多項好
禮的驚喜包，並大手筆送出家庭劇
院組、折疊腳踏車、行動硬碟3項獎
項。
　展出內容包括結構組、大地組、
營管組、電腦輔助組等同學的作
品，結構組將展示101建築及其阻尼
器模型，由學生為參觀者講解101的
結構，以及建造的困難點；大地組
則講解國道三號走山疑雲及液化土
壤921等主題。現場會播放案例研
究及實際操作過程的影片，並提供
電子經緯儀、全站儀等相關測量儀

器，讓同學DIY。另將與風工程研
究中心合作，只要逛完風工程週及
土木週展覽並蒐集兩區印章，便有
機會參加閉幕抽獎，將i-pod nano第
六代、EPSON印表機、音響組及多
項大獎帶回家！
　活動承辦人土木三蕭字廷表示，
期待大家共襄盛舉，並藉此活動讓
大家更了解土木系學生的所學為
何，以及土木與環境之間的關係。
也希望大家藉著觀賞模型及實際操
作測量儀器，更珍惜環境永續發展
的重要性。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風
工程研究中心將在9日（週三）中午
12時到12日（週五）中午12時於新
工學大樓３樓廣場舉辦「2011風工
程週」，本次展覽主題除各項風工
程展示外，也展示實際應用的商業

案例，如國際花卉博覽會環境會場
的風力評估等。現場並開放風洞及
振動台體驗。
　現場展示除相關儀器、大型建築
物模型，以及30座主體建築模型等
內容外，另外也有如小巨蛋、松山
菸廠的風力設計等實際應用的商業
案例研究展示，並安排現場解說及
體驗活動。風工程中心助理許祥榕
表示，這次所展示的商業案例是由
業界委託風工程中心所完成的成
品，希望透過本活動讓同學能更了
解風工程研究中心的整體研究方
向，引發同學對風的興趣及概念。
　12日（週五）風工程將與土木系
聯合舉行閉幕典禮，凡只要觀看完
風工程及土木週兩展區集滿兩枚印
章便可參加抽獎，將有機會抱走
i-pod、印表機等多項大獎及現金，
機會難得敬請把喔！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由
大傳系淡江影像藝術工坊主辦的第
三屆顯影季攝影展，上週在黑天鵝
展示廳展開，除了現場分為主題、
分享區總計168張作品，分享不同的
角度對「如果說」的影像敘述。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於開幕致詞時
表示，攝影就如同一幅活畫，觀看
者可以透過拍攝者的角度與詮釋去
認識這個世界，希望同學們能夠保
持悠遊自在的心情，繼續將自己獨
特的見解分享給大家。總召大傳三
梁靄賢表示：「這次與以往不同之
處，是多了許多精心布置的裝置藝
術，例如用街拍照片組成呼應展覽
主題『如果說』的IF裝飾，還有同
學們平常較少看到的正片串成的情

境裝飾，希望帶給同學們不一樣的
視覺感受。」
　展出作品中，大傳三張峻銓加入
3D效果作品，讓戴著3D眼鏡的同學
邊看邊嘖嘖稱奇！同時拍攝手法也
讓同學驚呼：「好厲害！」張峻銓
解釋，作品利用特殊鏡頭及底片進
行拍攝，並非一般後製的效果，除
了較具科技感及新鮮感外，也呼應
了「如果說」那種超現實的情境。
　資訊三方畢經慧笑說，對於大傳
四楊婷嵐《想念》一作感觸很深，
感覺像追念已逝的親人。化學三陳
智凱表示：「之前沒接觸過攝影，
所以對於這次展覽的內容和暗房裝
置都感到很新鮮！」

建構友善地圖 淡水社區無障礙 

　學生親身感受
身障者之不便。

顯影季圓滿落幕 3D照片領風騷

 土木週歡慶五十週年    風工程週秀商案
  高科技體驗　抽驚喜包 祭出ipod、獎學金 

熊來了！資傳系畢製創意宣傳

　「感覺照片裡的人就在我眼前！」參觀顯影季的同
學驚呼，堪稱是名符其實的「顯影」體驗。

圖／學務處提供

　本校女網隊（左）與香港中
文大學女網隊（右）在球場較
勁收穫多。（攝影／羅廣群）

攝影／張峻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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