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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金三王筱寰：天氣好冷，不想從被窩出來，可以在家上課嗎?

足球８國聯軍踢外交 外籍生跆拳抱３獎

資管週讓點子活靈活現

曾煥元攝

「由你停格」攝影今投票
淡淡生活募微笑與攤位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會主辦淡淡生
活節系列活動，在冬天的淡水暖暖開跑，去年「我
微笑 因為我存在」，讓「1460個微笑」在微笑手
冊上閃爍著，今年學生會將進一步尋找淡江生活
中的「LOVE§PEACE」微笑，即日起至週五（7日
至11日），將在商館3樓前擺攤，收集照片，並將
1460張照片製成明信片輯，在生活節活動週發放。
活動執行長財金三陳惟真表示，簡單的存在感，
也可以帶給別人很大的勇氣，「一個微笑、一個分
享，都是存在的表現。」在路上看到熱情的工作人
員「邀照」，記得不吝給予最真誠的微笑吧！
同時「淡江生活，由你停格」攝影比賽，也開始
投票！即日起至週五上午11時至下午5時，在文館3
樓前擺攤，只要憑學生證，就可投給最喜歡、最具
淡江特色的照片一票，「還可獲得精美禮物喔！」
此外，「淡江生活市集」將於21至24日，在書卷
廣場舉辦，學生會招募校內攤位64個，凡二手書、
二手衣物等，皆可擺攤販賣。即日起至下週五（18
日）下午6至8時開放報名，地點SG203。

宇宙人吸引170人湧入教室
吳佳玲攝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
宇宙人於2日吸引校內外170位觀眾湧入
B713，第一次受邀講座的主唱小玉，靈
感一來即興彈奏，讓非舞台的表演，也
耳目一新。
小玉以專輯中「核爾蒙爆炸」一曲，
講解DEMO帶製作過程，並以生活化的經驗介紹歌曲創
作方式及靈感培養。資工二陳翰德表示，藉由了解創作過
程，得窺創作者對詞曲意念及情緒的傳達，除了基本功還
要長時間的思考與累積。化材四嚴緯昱表示，自己有玩
團經驗，今天聽完知道善用音樂軟體及樂團合作寫歌的技
巧；「宇宙人以寫實又幽默的寫詞風格給我很多啟發。」

牌。
馬爾峰大二時就曾參加競竹盃，
獲得第2名，可謂是跆拳道的常勝
軍，大三因受傷而在比賽中缺席，
如今終於把金牌抱走，他開心地
說：「拿金牌是我的夢想，今年終
於得到了，每星期辛苦到師大練習
總算有了收穫。」接觸跆拳道3年的
梅路易與馬爾峰同是來自貝里斯，
當初是因馬爾峰才開始接觸跆拳
道，他說：「覺得自己進步很多，
以後會繼續這個興趣。」跆拳道校
隊隊長機電三王永勛說：「因為外
國學生在國外較沒有機會參加類似
的社團，所以來台灣接觸跆拳道後
就很努力練習，才能獲得佳績，這
次得名，真的很恭喜他們。」

機電週車神翹孤輪驚聲尖叫 學生瘋玩金探子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由機電工程學系
主辦的首屆「機電週」活動於上週二至週五（1
至4日）在新工學大樓3樓熱鬧舉行，活動現場設
有多樣關卡提供全校師生共同較勁，其中包括最
受矚目的「微飛行器金探子」，在同學的「不受
控制」之下頻頻撞牆，把金探子操得不成「鳥」

劉瀚之攝

樣，讓實際體驗的同學玩得不亦樂乎！
開幕當天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陳幹男、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及學務長柯志恩等也蒞臨現場，另特
別邀請「亞洲車神」陳雙全於開幕前大秀摩托車特
技，不僅使出拿手絕招「翹孤輪」，車神甚至當場
演出飛越人群的戲碼，一群女生被嚇得花容失色，
尖叫聲不斷。
機電週分為「動態互動區」及
「靜態展覽區」。「動態互動區」
部分，有趣的遊戲吸引許多同學前
來挑戰，其中以「金探子」最熱
門，可愛的小鳥外形吸引同學目
光，現場提供實際操作，但要掌握
遙控訣竅不易，「金探子」常常飛
往無可預期的方向，讓同學措手不
及。資工二林士傑開心地說：「有
玩過搖控飛機，但是搖控小鳥倒是
頭一遭！」「靜態展覽區」以書面
及影像方式呈現研究成果，其中包
含結合圖形識別與影象處理的「車
道機器人」、「智慧型自主機器
人」、「撞球機器人」等。機電碩
二馬志豪表示，每年都會進行機器
人的改良工作，「如果程式設計得
好，想要讓機器人跳舞都不是難
事。」同時，機電系也安排多項講
陳怡菁攝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資管系學會主辦的
資管週「MISEbook」於上週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
展覽有系統實作競賽的9組得獎作品，資管系學生
眉飛色舞介紹系統，活潑創意的點子，讓作品活
靈活現！其中獲資管系「98學年度系統實作競賽」
一般組特優的「動物王國－幼兒益智觸控資訊系
統」，人氣強強滾！另邀資管系第13屆系友、愛情
公寓創辦人之一林志銘分享社群網站的趨勢，他希
冀同學打破框架，發揮創意，「讓產品會說話。」
資管系學生發揮巧思，將展場變成「開心農
場」，吸引師生合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也稱許：
「布置與流行相結合，真不錯！」展品「動物王
國－幼兒益智觸控資訊系統」，人氣最旺，許多人
嘗試運用觸控螢幕，進行「幼兒連連看」的互動遊
戲，當「連」完之後，動物便能活跳跳，令許多同
學大感驚奇，其中「雞吃米」的單元，讓參觀者玩
得不亦樂乎。資管系系主任徐煥智表示：「透過系
友演講，希望學生能學習學長姐的實作能力，激起
學習動力，往後製作專題時展現創意。」水環三陳
聖致表示，聽完學長的分享，除了解市場趨勢，也
體認到適時發揮創意，一定能得到好成果。

球的狂愛，他回憶剛到台灣時適應上的困難，透過
足球找到同好，由於足球是他國家文化的一部分，
「很高興在異國也能自在踢球。」來自尼加拉瓜、
國貿三馬佑嘉，愛上台灣也愛上淡江，他把在台灣
的踢球經驗帶給弟弟，隔年弟弟國貿二馬逸凡也加
入足球隊。兄弟倆自幼就在尼加拉瓜參與不少城市
隊伍的比賽，本月中旬要到高雄比賽，球員們無不
卯足全力練習，除要拿好成績，還要觀賞高雄小港
美景！球隊隊長航太碩一余政倫笑說，他們很熱
情，「以擁抱打招呼，進球後脫衣蒙面表達勝利的
喜悅！」
贏得金銀銅各一面的跆拳道社，由馬爾峰迎戰
中正、東海大學等強敵，已接觸跆拳道7年的馬爾
峰，一眼識破對手基本動作不扎實，輕鬆贏得前兩
場的勝利，最後決賽碰上陸軍專校的選手，對手進
攻相當積極，他改變策略，化被動為主動，最後以
4：2贏得金牌。而梅路易、蘇凱鑫，憑著永不放棄
堅持到底的精神，與對手糾纏到最後，抱回銀、銅

梁琮閔攝

【記者陳頤華、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體育
團隊族群融合無國界！全台獨具特色8國聯軍足球
隊在本校，有來自8國的球員，他們不拿武器，以
腳上功夫，藉由「足球」來場國民外交！於97年度
大專盃足球聯賽第3級中拿下第3，也將於本月中旬
至高雄參與大專盃聯賽。同時，跆拳道社於上月
28日參加交通大學主辦「第12屆跆拳道勁竹盃錦標
賽」成績斐然，由外籍生國貿四馬爾峰、梅路易及
中文一蘇凱鑫榮獲1金1銀1銅佳績。
足球校隊成立近56年，近年由於外籍生增加，有
來自於法國、德國、葡萄牙、所羅門、尼加拉瓜、
薩爾瓦多、查德、哥斯大黎加等國的學生加入。足
球校隊教練、體育活動組組長陳逸政表示，足球在
歐美國家盛行，他們對於足球的熱愛程度高，「彼
此相約加入校隊，藉由運動打破語言隔閡。」教練
也融入各國不同的體操方式，發展出一套特別的體
能訓練，為的就是要激發足球隊員的實力。
來自薩爾瓦多的副隊長、國貿三阿別戈有著對足

社團
大代誌

圍棋社團隊精神佳 元智盃抱回2季軍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圍棋社於上月28
日參加元智大學主辦的「元智盃」圍棋賽，在中
央警大、中央等大學中脫穎而出，分別由級位組
資工三鍾家曦和段位組機電一王伯綱等共6人獲得
2個季軍。
在級位組比賽擔任主將兼社長的鍾家曦表示，這
次能獲獎非常高興，雖然一開始因為緊張而輸掉

第一場比賽，但是之後都進行得很順利。他也欣
慰表示，今年由於加入的新生比較多，程度落差
也比較明顯，但是新生都很熱衷於圍棋，能找到
多位在圍棋上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很開心，並希
望能繼續把對圍棋的這份熱情傳承下去。他勉勵
新生，「得名是其次，重點是能感受比賽的現場
氣氛來磨練自己。」

浪漫與狂野相遇鋼琴社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鋼琴
社於上週三（２日）與台北醫學大學合
作，晚間6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行「北
國淡海情緣─浪漫＆狂野之相遇」，時而
輕柔或緊湊的樂曲，呼應浪漫兼狂野的主
題，聽眾的心緒也隨琴音高潮迭起，歷史
四蘇願靚，彈奏陳奕迅的＜聖誕節＞，熟
悉的旋律使聽眾更為融入，隨節奏輕打拍
子。14日，鋼琴社將再度在北醫的杏春樓
舉辦期末音樂會，於6時開放入場，邀請
兩校聽眾共享琴緣。

1

林奕宏攝

阿焙談創作：活的如自己想像般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於3日晚上7
時在B713邀請「來吧！焙焙」中的阿焙，進行創作
專題演講。阿焙一邊分享自己的創作概念及歷程，
一邊穿插彈吉他唱歌。娓娓說道：「雖然創作這條
路很艱辛，但努力不倦，一定會有所成長。」
「來吧！焙焙！」是兄妹鄭焙隆與鄭焙檍組成的
團體，曾在小草地、台灣音樂節等受邀演出。阿焙
笑說，很喜歡自創曲中「愛」的一段歌詞，「活的

如同自己想像一般」，並勉勵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
精采。另外阿焙亦演唱了「全世界我最喜歡你」、
「不透明的湍流」、「來吧！焙焙」等數首膾炙人
口的歌曲。簡樸自然的旋律加上率真青春的歌詞，
打動了許多現場聽眾。日文一林霓說：「很喜歡阿
焙演唱的『來吧！焙焙』，歌詞中許多與妹妹成長
的橋段，讓我想起好久不見的哥哥；如果可以希望
未來也能勇敢揹起吉他，創作歌曲！」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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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如模擬面
試、證照考
取、機械軟體
應用等，其中
最具特色的
「與CEO面
對面」高峰論
壇，機電三楊
仕謙還特別被
5 位 CEO 同 時
面試，他表
示，突然面對
這樣的考驗真
有些不知所
措，「雖然緊
吳佳玲攝
張，是個難得
的體驗，讓我學到寶貴的一課。」
「陽光工機男」票選活動也於週五閉幕式中，
開出票數最高之前3名同學，獲得票數最高的機
電三劉志偉在會後開心地說，很感謝這次機電週
能有那麼多的人前來參與，也謝謝所有支持他的
同學，希望機電系未來能持續舉辦這樣的大型活
動。機電系系主任李宗翰表示，藉由機電週所舉
辦的靜態展及動態活動等，不僅可提升大眾對機
電系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也幫助學生自我學習。

而段位組主將王伯綱謙虛地說：「其實這次能
獲獎都是靠隊友的團隊努力。」當天現場雖然一
開始充滿著肅殺之氣，每組參賽者都躍躍欲試，
但習慣之後，大家不再過於緊張，讓比賽順利落
幕。緊接著在6日政大盃，也將如火如荼的舉行，
預祝他們獲得佳績！

星相測你愛情靈數

【記者潘彥霓淡水校園報導】星相社於2日在
Q306舉辦「遇見愛情靈數」講座，請來中華民國
占星協會會長林樂卿向同學介紹西洋神祕學，教
導大家如何用「生命靈數」來占卜自己的個性和
愛情運，讓同學在校園裡就可以學到新穎又有趣
的占卜。講座結束時，參與的同學興奮地帶著自
己的命盤「堵」老師，就是要把握難得的機會詢
問自己的運勢！
星相社提供生命靈數的玩法和解說，快透過生
命靈數，看看在愛情裡你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將
你的西元出生年月日每個數字獨立相加，加總成
個位數即可。例如：小美的生日為1990年2月13
日，則1＋9＋9＋0＋2＋1＋3＝25，然後2＋5＝
7，所以小美的生命靈數即為「7」。

生命靈數分析結果
靈數1

重視自己的想法，所以要你成為愛情的奴隸很難

靈數2 貼心的情人，很會照顧伴侶，對你而言愛情很重要
靈數3 為人隨和，在愛情裡配合度很高，面對感情有點神經大條
靈數4 一旦認定了對象就會死心塌地，是所有當中最專情的人
靈數5 愛情世界裡的遊俠，不知誰是最愛，所以不太投入
靈數6 重感情，天生浪漫，很會營造氣氛
靈數7 非常有個人主見，不會愛而失去自我，是位理性的情人
靈數8 嚮往家常便飯的感情，覺得愛情就跟食物一樣重要
靈數9 愛上了就會超級投入，可以為愛而瘋

98新社團登場 電腦硬體研習社
本學期新成
立的「電腦硬
體研習社」是
淡江社團中，
目前唯一和
電腦設備相關
的社團。該
社團為提升淡江學生對硬體的知識及分析不同
電腦產品之能力。有別於本校資工、資管系對
於軟體使用的教學，該社提供學員了解目前市
面上的熱門產品、研究電腦商品在功能上關鍵
性的突破。帶著專業與熱情，社長航太四陳子
祥表示，社課請來電腦工程師演講，說明產品
性能、甚至銷售層面議題，加上指導老師航太
系系主任李世鳴的協助，未來將參訪IC產業公
司，提升學員未來的就業力。無論對電腦是否
有基礎概念，都可以在該社找到對電腦的新認
識。社課時間每週四晚上6時新工館E305。（文
／陳頤華、攝影／張豪展）

活動看板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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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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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2/7(一)-12/11(五) 正智佛學社 向世界打招呼、和諸佛做朋
9:00-18:00 黑天鵝展示廳 友
生輔組
12/7(一)
淡江文化報馬仔
B428
9:00
圖書館非書組
12/7(一)
播放影片「全民超人」
5F多媒體室
12:30、18:30
12/7(一)
18:00

西洋音樂社
覺軒花園

西音社內成果發表

12/8(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全民情聖」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8(二)
企業模擬社 第二屆淡大盃BOSS商業模擬
賽說明會
18:00
B302B
12/8(二)
宿舍自治會 「有圓來做伙」、發湯圓、冬
19:00
松濤美食廣場 至
12/9(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我是傳奇」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電影社
12/9(三)
影片欣賞「奧黛莉赫本」
B117
18:30
12/9(三)
讚美社
愛的三部曲 耶誕音樂會
19:00
文錙音樂廳
學員團契社
12/9(三)
帽子戲法
E304
19:00
投資理財社
12/9(三)
現金流
E302
19:10
劍橋大學英檢講座「Main Suite(
英文系
12/10(四)
劍橋主流英語認證)及Bulats(劍
FL204
12:00
橋博思職場英語檢測)」
圖書館非書組
12/10(四)
播放影片「七生有幸」
5F多媒體室
12:30、18:30
企業模擬社 第二屆淡大盃BOSS商業模擬
12/10(四)
B302B
賽說明會
18:00
詞曲創作社 期末成發-大約在冬季吶喊
12/10(四)
覺軒花園
…吧
18:00
圖書館非書組
12/11(五)
播放影片「機械公敵」
5F多媒體室
12:30、18:30
合唱團
12/12(六)
合唱比賽暨成果發表
文錙音樂廳
18:30

學生議員參選登記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第24屆學生議員選
舉報名開始！只要你想為學生權益發聲，即日起至
週五（11日），至學生議會會辦SG206領取參選報
名表，並將於22至24日在各大樓門口進行投票，投
票時間為上午10時至晚上7時，請全校同學發揮民
主精神，共襄盛舉。
參選同學需準備政見、社團經歷、4張半身脫帽2
吋照片、學生證正反影本兩份、助選員聯絡方式，
於週五下午6時前將資料填齊交回議會（SG206）。
議員選舉執行長財金四王聖喋表示，各院議員都代
表著不同的學生權益，「歡迎有意願者為全校學生
出一份力！」

6校勇闖金山祕境 探索自我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由諮商輔導組主
辦，陽明、台北護理學院、台北藝術、大同、東
吳、真理等7校共同協辦的「勇闖祕境─同儕守護
研習營」於上月28、29日在金山青年活動中心，在
130多位同學，獲益滿滿的讚嘆聲中結束。活動頗
受同學好評，資工三陳俊達表示：「經由學長介紹
才有機會參與這樣的研習營，此次參與研習營，能
夠學會助人的技巧及認識許多外校的同好，是我覺
得收穫最多的地方。」
營隊內容豐富有趣，有「大堂課：心理健康百寶
箱」、「探索教育之勇氣提升團體」、「穿越心靈
─助人技巧團體工作坊」、「勇闖祕境之闖關活
動」等等，藉由密集式的心理探索團體課程及互動
方式，培養同學們友善互助的團隊合作精神、提升
自我探索動機，增進學生挫折容忍力與心理健康，
進而讓參與同學成為校園友善關懷與自我傷害危機
防治的種子人員。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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