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一

中文三徐浩臻：今年建鬼，我要去嚇鬼！

邀壽腰瘦一甲子路燈筆 創意獲獎

攝影／林奕宏

亞洲車神機電週秀特技

轉學生不孤單 聯合夜烤樂翻

擊退宿敵奪冠 水環生蔡秉儒第3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教職
員與學生共同組成的網球隊，於日前參加在
真理大學舉行的「馬偕盃網球賽」，從8支
隊伍中脫穎而出，勇奪冠軍。網球隊教練體
育室副教授洪建智表示，隊伍除12位教職員
外，特別加入本校兼任講師王明鴻，及3位
網球校隊學生，可說是「找齊人馬，全力備
戰。」
舉辦15屆的馬偕盃網球賽，是淡水地區聯
誼性網球交流賽，雖是交流性質，但參賽隊
伍無不卯足全力，賽中本校一路過關斬將，
連續3場預賽皆以3比0擊敗對手。決賽遇上
去年冠軍隊伍—「國語禮拜堂」，剛開始對
手氣勢如虹，雙方激戰5場後，終場我方以
一記反扣殺逆轉局勢，以3比2力克強敵，抱
回冠軍獎盃。
洪建智參與該賽數次，他分析本校教職員
網球隊實力具一定水準，去年飲恨得亞軍，

今年捲土重來，每週固定練習，培養選手體
力及團隊精神，果然不負眾望，再次與國語
禮拜堂交手，最終戰勝宿敵，抱回冠軍寶
座！
參與比賽的水環碩二蔡秉儒，同時是網球
校隊隊員，本月初才剛和校隊拿下風崗盃網
球賽第2名，無數比賽經驗的他，首次和教
師一同上場並肩作戰，就拿下好成績。除了
自身對網球的熱情，更藉由網球的交流，和
學校教師成為亦師亦友的好戰友。他表示，
老師體力或許比不上學生，但技巧及企圖心
讓他十分難忘，尤其是決賽遇到對手有甲
組體保生的優勢，而教練一句「一定要拿冠
軍！」的信心喊話，讓一開始雙方不相上下
的局勢，最後壓倒性獲勝。同時贏得本場比
賽個人賽的第3名，蔡秉儒十分感謝教練，
「教練帶隊是帶心，讓我能發揮自己的實
力！」

文化車隊
攝影／劉瀚之、曾煥元

女排隊快狠準 華宗盃摘季軍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女子排球校
隊於21日參加第30屆全國華宗盃排球錦標賽，從8
組參賽隊伍中奮戰不懈，表現不俗，從預賽開始
氣勢非凡，如入無人之境，但遭遇嘉義大學時中
箭落馬，最後決賽再遇嘉義大學時，發揮逆轉勝
的精神打敗對方，獲得大專女子組第3名。
本次比賽在預賽時遭遇嘉義大學，成熟的打法
與殺球時的狠勁，讓隊員深感壓力，最後以分組
第2名之姿進入前4名決賽，女排隊隊長教科碩一
郭雅婷表示：「嘉義大學本身實力強，在大專院
校5個等級中排名第一級，比賽呈現一面倒，已是

是我們預料中的事。」在爭取季軍過程中，又遇
到預賽時的強敵嘉義大學，本次對決根據預賽時
的經驗，利用攻擊手的殺球技術，看準對方的弱
點奮勇殺敵，使得對方連球都來不及接，終於以
25比18、25比22連下兩成擊敗對手。
為了本次比賽，女排隊針對對方打球習性做快
攻等應對戰術，郭雅婷說：「對方在決賽時默契
不佳，組員間攻擊戰術組合無法配合，隊員間溝
通可能有問題，加上自己隊員高亢的士氣與絕佳
的默契壓倒對方，才把比數拉開，終獲季軍。」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台中校友會、單車社及魔術社上週
四（26日）下午3時在海報街共同歡
迎「台中縣鐵馬環島旅遊文化宣傳車
隊」來到淡江校園參訪。現場除邀請
到學術副校長陳幹男、校友處主任薛
文發、課外組組長謝景棠及神岡東南
獅子會會長陳正一等貴賓至現場致詞
外，更有台中名產的試吃活動，征服
同學的味蕾，感受台中文化魅力喔！
此次鐵馬環島旅遊文化宣傳車隊將繞行台灣
一圈，車隊一行30多人於淡金公路集合，沿著
水源街直奔而上，進入本校校園後，隨後在海
報街舉辦系列活動，接著由魔術社社員帶來精
彩的魔術表演，並由貴賓上台致詞，並共同合
影留念，現場氣氛活力熱情十足。

2012還沒來，宇宙人先來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宇宙人樂團主唱小
玉將於本週三（12月2日）晚上7時至9時在B713舉
辦「2012還沒來，宇宙人就先來了！」音樂編曲講
座，別於以往無厘頭風格的活力四射舞台演出，這
一次宇宙人將跟大家面對面，談專業編曲製作及獨
立音樂創團過程，除了平常唱唱跳跳的表演之外，
更深入瞭解他們對音樂的想法，讓大家看見不一樣
的宇宙人。

還記得2007年在溜冰場舉辦「親熱一夏」樂團表
演活動嗎？當年的宇宙人因為特殊原創性強的音樂
風格及清新多元的曲風，在獨立樂團中已極具知名
度，在親熱一夏活動中，唱到一半被中止演出，不
僅讓他們覺得可惜，連淡江同學都相當扼腕，甚至
發起「還我宇宙人」活動，當時影響力可見一斑，
如今宇宙人已發行專輯並在淡江各大活動中擔任重
要嘉賓；這次宇宙人主唱夾帶這一股魅力持續延

燒，與以往不同的是，將和大家談他們對音樂的想
法及製作編曲過程，真正傳達他們音樂的精神。主
辦的詞曲創作社社長西語四郭旻政表示，宇宙人音
樂元素豐富多元，加上無厘頭風格，所以深受年輕
人喜愛，這次邀請到他們是很難能可貴的學習經
驗，希望無論是喜愛宇宙人的同學，或對詞曲創作
有興趣的人都能把握這次機會。

法文系上演鄉村薄酒萊節
薄酒萊節 美洲所Thanksgiving 溫馨團聚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冷颼颼的淡水夜
晚，一起圍著營火跳舞、手裡揮舞著仙女棒，比
圍爐吃火鍋別具一番風味。轉學生聯誼會於25日晚
上7時在竹圍淡水休閒農場舉辦四校營火大夜烤活
動，來自本校、東吳、台大及輔仁的300位轉學生
們齊聚一堂，轉聯會會長英文三蔡佩珊說：「希望
藉此活動增進彼此情誼，讓轉學生們在新的環境不
孤單。」放天燈是本活動的壓軸好戲，天燈上的願
望無奇不有，有希望可以畢業、歐趴、交到男女朋
友等，教科二古浩翰感性地說：「當大家一起抓著
天燈一起倒數，放開的瞬間很感動，感覺願望真的
飛到天空告訴天神一樣。」（圖／轉聯會提供）

【記者張靜怡、林姍亭淡水校園
報導】當紫紅色的葡萄酒，佐以桌
上的法國長棍麵包與點心，讓上
週二（24日）法文系在T505舉辦
的「法國薄酒萊節」，猶如在法
國的鄉村裡，師生歡樂地共同品
味美酒─薄酒萊新酒。邀請目前
於屏東大仁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
擔任講師的系友蘇素珍，回到母
校，為學弟妹介紹薄酒萊葡萄酒，與在場所有人一
同品嚐它的美妙。
蘇素珍在台上認真地講解薄酒萊的相關知識，底
下的同學也聚精會神地聽著解說，但蘇素珍宣布可
以享用眼前的美酒，每個人便迫不及待地拿起手中
的葡萄酒，體會酒香留在嘴中的感覺。法文三曾然
楓喝下第一口薄酒萊後表示：「葡萄酒的香味從口
中蔓延到喉嚨，喝起來的味道帶點酸甜，但又不會

太
過濃郁，感覺很
順口。」法文一
蔡念臻則說：
「以前聽過薄酒
萊的名字，卻沒
有機會接觸，這
次參加活動學到
很多關於薄酒萊
的知識！」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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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洲研究所於26日中午在驚聲大樓11
樓，舉辦感恩節餐會，現場準備道地的火雞大
餐，及美式糕點、雞尾酒，過節氣息濃厚。現場
由美洲所副教授柯大衛進行片火雞的儀式，所有
學生目不轉睛地看他以俐落刀法處理眼前兩隻重
量級火雞，學生皆迫不及待拿起沾醬品嚐。
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表示，感恩節對美國而言是
很具代表性的節日，實際體驗美國文化，除了美
洲所學生也邀請國際研究學院美籍留學生參加，
讓他們有Homecoming的感覺。美洲所碩一孔德
惠表示，以前在歐洲參加過感恩節的家庭餐會，
這是第一次在台灣跟大家一起渡過，覺得相當有
聚會氣氛。美洲所碩一沈姵均說，第一次過感恩
節相當新鮮。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這個
節是歡愉且溫馨的，這就代表兩個所合併之後有
如家人般，大家也藉此機會互相交流，氣氛融
洽。（攝影／劉瀚之、曾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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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一)起
9:00
11/30(一)
9:00
11/30(一)
10:00

蘭陽

網路

活動名稱

住輔組
98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宿舍
http://163.13.152.6:8000 住宿床位候補申請
課外組
SG315
轉聯會
文學館海音咖啡前

百香果的滋味-服務學習研
習營報名
北區轉聯會12月20日19校聯
合聖誕晚會報名

圖書館非書組
11/30(一)
播放影片「深海」
5F多媒體室
12:30、18:30
12/1(二)起
建築系
建鬼售票
12:30
建築系館外
12/1(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沉睡的青春」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1(二)
星象社
遇見愛情靈數
18:00
Q306
圖書館非書組
12/2(三)
播放影片「一年之初」
5F多媒體室
12:30、18:30
12/2(三)
電影社
影片欣賞「情遇巴塞隆納」
18:30
B117

鐵馬環島入校園

資管MISEbook今開展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MISEbook」來
囉！資訊管理學系於本週一至週五（11月30日至12
月4日）上午10時至下午6時，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資管週，此次主題模仿近來最夯的「facebook」，
取名為「MISEbook」，現場將仿造開心農場，將
作物置於展示廳門口吸引學生參加。另邀請中央研
究院專案經理林誠夏等多位產業界人士、校友到場
進行演講，並舉辦有獎徵答、集字遊戲，贈送小禮
物，讓你「有學又有抓」！
主場展覽為SD DEMO（系統實作）展覽，展出
以觸控螢幕互動的「動物王國－幼兒益智觸控資訊
系統」及社群系統「交友網站Amigo」等9組系統實
作得獎作品，參觀者可當場操作體驗。除了學生作
品外，亦邀請業界人士及校友進行演講。
另外，本週五（12月4日）晚上6時，舉辦high翻
天的資管之夜，當天將播放資管系系學會所拍攝的
勵志校園劇--「下一節，資處」，並進行造型改
造選拔，參加者入場時只要登入學號，即可獲得摸
彩券，有機會得到大獎！系學會會長資管三張育誠
說：「希望全校同學都能到場一同參與這場資訊饗
宴。」

新

運動

馬偕盃
網球賽

淡水

淡水校園

「驚聲大壽 淡大60」組第2、3名，分別由資管二林巧
芸、蔣濟如、沈秋妤等同學的「叫叫TKU」，及土木四
周榮修的「耳順淡江 『甲淡嘉年華』」獲得。「叫叫
TKU」主要是鼓勵同學把對淡江及系上的熱情大聲吶喊
出來，希望藉由意義、創意兼備的口號凝結各系的向心
力，也讓本校的精神能永遠流傳下去，一起慶祝本校60
週年的校慶。「耳順淡江 『甲淡嘉年華』」設計理念是
藉由嘉年華遊行，鼓勵各系、社團、學校單位發展自身
特色的主題遊行內容，讓淡江以外的觀光遊客，一起感
受本校60週年校慶的活潑生氣。
創意中心負責人趙雅麗表示，今年同學作品較偏實
際，少了天馬行空的發想，不過這樣的發展方向也很可
貴，「能夠實行的創意，就是最好的創意」，創意大賽
得獎作品將擇期在文學館3樓的創意牆展出，讓大家一
起感受淡江人的文創氣息！文學院院長邱炯友也表示：
「此次我印象最深刻的作品為資傳二李欣怡的佳作作品
『時光膠囊』，就深層的意義來說，它『從現在期待未
來、自未來回首過去』的概念，充滿想像空間，唯過去
已有前人發想過，這點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活力十足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將於本週二至週五（12月1日至12月4日）中
午12時至下午1時，在新工學大樓3樓舉辦首屆「機
電週」活動，特別邀請「亞洲車神」陳雙全於開幕
儀式前帶來精湛的特技車表演，機電系極富盛名的
「微飛行器金探子」也將在此活動中公開亮相，供
全校師生實際操作。
活動總召集人機電三張宇勝說：「現場備有許多
豐富獎品，參加活動就有機會獲得泰國來回機票、
時下熱門3C產品，保證讓你大呼過癮！」張宇勝
說明，活動共分為「靜態展覽區」及「動態互動
區」兩部分。動態部分，除了舉辦全校性票選型男
選拔，還提供無塵衣讓同學們試穿體驗，現場也將
舉行「殺『機』焉用挫刀」、「鑷手鑷腳」等各式
小型競賽，讓同學從遊戲中認識基本機械原理及觀
念，進而了解機電所學領域並加以運用；靜態展覽
區包括該系所介紹、機械發展史及各類研究成果呈
現，並開放精密數位儀控機械實驗室供師生參觀。

鮮事

【記者王育瑄、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由文化創意產
業中心舉辦的「2009創意大賽」，於26日在V101熱鬧頒
獎，校長張家宜及湖北大學校長周積明熱情參與，主持
人大傳系校友周佳岑生動活潑的主持方式，炒熱現場氣
氛。教科碩三林泰君自100餘組參賽者中脫穎而出，以
「邀壽喔！讓我們腰瘦一甲子！」奪得「驚聲大壽 淡大
60」組首獎，獎金1萬元；物理四盧思宇以「路燈筆」打
敗其他7組參賽者，獲得「產學合作Good Idea」組首獎、
獎金3千元。
「邀壽喔！讓我們腰瘦一甲子！」以健康樂活為訴
求，擬邀請淡江四個校園的師生、校友們一起來搖「以
五虎崗為造型」的呼拉圈，林泰君表示，此構想除了象
徵淡江人虎虎生風的精神外，更呼應體育組一直以來推
動的「一人一運動」理念，鼓勵大家要重視身體健康，
與淡江一起長命百歲！「路燈筆」將筆打造成路燈造
型，加上LED燈，就能輕鬆在晚上或暗處書寫。盧思宇
表示，會想將路燈和筆結合起來形成這次作品，其實是
有一次在等紅綠燈時，抬頭看到路燈，突然來的靈感，
透過這樣的結合讓大家在暗處也能讀書。

活動看板

12/2(三)
19:00
12/2(三)
19:00
12/2(三)
19:30
12/3(四)
12:30、18:30
12/3(四)
13:10
12/3(四)
18:00
12/4(五)
12:30、18:30

商管學會
L406
學員團契社
E304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廳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教發組
I501
吉他社
B713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儲備幹部說明會
Taiwan need you! Join Us
淡江音樂祭「干詠穎雙簧管
獨奏會」
播放影片「渺渺」
「創意可以很簡單」講座
吉他社創作講座
播放影片「一八九五」

閃亮人生自己找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什麼對你是最重要
的？學務處諮輔組將於週六（12月5日）與下週三
（12月9日）舉辦「尋找你的閃亮人生」生涯輔導
系列活動，即日起開始報名，歡迎學生踴躍參與。
本週六上午9時「生涯卡幫你尋找生涯起步工作
坊」，藉由60多張價值觀圖卡檢視目前的生涯選擇
是否符合自己核心價值觀，同時協助同學們選擇自
己的人生方向。下週三下午6時30分進行「生涯信
念檢核表團體測驗」，開放班級與團體報名，測驗
個人生涯決定信念的型態，例如：實用主義、外在
取向等。幫助你透過測驗更瞭解自己，進而克服困
難，面對未來時，能適時地做出明智選擇。迫不及
待想參與活動嗎？請洽諮輔組B413報名。

快來抓！淡江美麗瞬間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你眼中的淡江生活
是怎樣呢？想到了嗎？快來參加由學生會舉辦的
第2屆淡淡生活節「淡江生活，由你停格」攝影比
賽，將於今日（30日）至週五，在文館3樓前擺攤
收件，讓我們一起抓住學校最美的一刻吧！活動執
行長財金三陳惟真表示，希望可以用照片及文字引
起大家的共鳴，讓這些成為大家共同的回憶，進而
凝聚淡江人的情誼和認同感。本校學生皆可參賽，
參賽作品將邀請校內外專業攝影人士評選，並取前
3名。陳惟真補充，優秀的作品將製成明信片冊，
並於生活節活動週發放，限量2000本。詳細報名
資格請洽學生會官方網站（http://www.wretch.cc/
blog/tkusa15th）。

康輔社動出思維框框

【記者潘彥霓淡水校園報導】康輔社於25日在
E311舉辦團體動力課程，邀請現任中華領袖菁英
交流協會執行長林顯金擔任講師。課程中，林顯金
給同學各式各樣有趣的關卡和艱難的課題，同學必
須想盡辦法，以自我長才及創意的方式推銷自己，
才能通過考驗。國貿二江智淳表示，課程透過很多
活動方式讓所有團員的心緊緊繫在一起，感受到團
員是我心靈上的依靠。電機二連惟執笑說：「很好
玩，覺得自我潛能被開發了！」激盪出我的創造
力，跳出原有的思維框框，做出平常做不到的事。

走出實驗室 機電參訪核一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面臨現今全球暖
化、能源不足等問題，本校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為
使碩、博士班學生更了解能源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及
重要性，由研發長、機電系教授康尚文及特約講座
教授孫國華帶領15名碩、博士班同學，於13日前往
第一核能發電廠進行參訪。
核一廠廠長陳台裕親自接待本校同學，解說台灣
的核能發展及核電廠整體架構。現任經濟部核四廠
諮詢委員孫國華表示，近年來因核四廠興建問題風
波不斷，故藉此讓學生了解何謂核能發電，同學們
不應該只待在實驗室鑽研，要出去走走。機電碩二
吳宗謙表示，以往人們只要聽到核能，便有如驚弓
之鳥，事實上並非想像中那麼可怕，我們只是缺乏
正確的認知。他也期望，這樣的活動能持續舉辦，
讓同學從中得到更多課堂上學不到的寶貴經驗。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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