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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材二王奕筑：最近小偷猖獗，有社團受害，請大家一起來緝凶。

人形機器人競速避障勇奪冠 傳球快準摘亞軍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想當個校園的正義
使者嗎？軍訓室招募本學期無菸害勸導隊志工，已
經開始報名囉！招募日期即日起至17日止。無菸害
宣導人員採輪班制，並須於週一至週五中午時段
至校園各區執行勸導活動，一學期至少需執行30小
時。軍訓室教官尤臺蓉表示：「無菸害宣導隊成立
目的在吸菸區外無菸味，近期經勸導後已改善許
多，未來也將朝此目標持續努力。」擔任志工期間
表現優異者，將另行獎勵，歡迎全校同學踴躍報
名。相關訊息請參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網站，
報名表請繳至商管大樓B401尤臺蓉教官。

春暉五反短片由你導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喜愛拍攝創意短
片的同學照過來，一起來kuso！春暉社舉辦非廣告
創意短片「下一幕，你導」徵選活動，愛kuso愛創
意的高手們，即日起至26日在生輔組網站下載報名
表，收件日期為22日起至26日止，作品以光碟型式
燒錄，連同報名表送至B401。
參加作品以春暉五反（反菸、反毒、反愛滋、反
檳榔、反酗酒﹚及濫用藥物為主題發揮，時間長度
約1至2分鐘，拍攝地點則以淡水、蘭陽校園為主要
背景。春暉社指導老師尤臺蓉教官表示：「藉由短
片的徵選，讓同學有發揮創意的舞台，同時也可了
解春暉五反的意義。」前3名得獎作品將分別得到
5000、2000、1500元獎金與優等2名各1000元獎金，
於4月13日至16日春暉社成果展週在黑天鵝展示廳
展出，另於賽博頻道播出。

藝術季創意市集招20攤位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對藝術創作有興趣
的同學有福囉！學生會主辦的第四屆藝術季「蝴顏
亂嶼」開始招募創意市集囉！對象為校內各單位、
社團，自明（2日）天起至26日，上午10時至下午6
時開放報名，欲報從速。
由學生會主辦的藝術季，將於4月13日起，一連
4天在蛋捲廣場「文藝登場」，其中【藝式，異
思】--創意市集將招募20組攤位，邀請大家共襄盛
舉。活動執行長財金二王遇安表示，希望藉由創意
市集感染全校，使師生與他們一起分享創作理念及
作品，讓每個人成為獨一無二的藝術家。詳細報名
辦法請至學生會辦公室SG203，或洽分機2131。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繼日前博士生侯裕隆獲得「98年教育部
文藝創作獎」古典詩詞特優之後，博五生張韶祁以「秋日沿新店溪下淡水河以
遊，泛覽風物，感作八章」為題，第3度勇奪由台北市政府舉辦的「第十二屆
台北文學獎」成人古典詩組首獎，獲頒獎金10萬元。而博三張富鈞、校友丁國
智亦獲得古典詩佳作，散文佳作則由校友張曉惠拿下。
張韶祁優美的詩句，描寫自新店綿延至淡水河的各個景點，其中末章詩「落
照秋心對遺堞，浮雲海氣滿衣襟」，是描寫紅毛城浸淫在夕陽餘暉的美麗景
致。張韶祁謙虛地表示：「運氣實在太好了！接獲主辦單位通知得獎的電話時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驚聲古典
詩社於上週二至週五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4
天的「淡水詩文展暨桂冠詩人展」，現場
除了展示歷屆桂冠詩人古典詩創作大賽得
獎作品、淡水詩人介紹與相關詩文，還陳
列吟唱古典詩詞時穿著的唐裝、譜本與道
具，目的就是要讓大家更進一步認識驚聲
詩社。
在開幕典禮的剪綵儀式中，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中文系系主任張雙英、中文系教
授崔成宗、陳文華一同參與，為此次的活
動揭開序幕。張雙英期許藉展現中國傳統
文化的精華，讓大家了解中文系的特色。
高柏園也建議該社未來可以善加利用學校
資源，結合「神來e筆」資訊化的特點，為

作品與活動增添動態感。此外，中文系助
理教授高婉瑜特地帶領班上的學生前往參
觀，希望學生可以從觀賞作品中學習，她
表示：「看到社團展出的優秀作品，不僅
表現社團的成果，也可以藉此吸引更多喜
愛古典詩詞的同學參與。」
為了使來賓融入古典詩的意境，社員特
別製作小白宮、紅毛城、滬尾砲台等「淡
水八景」的模型，精緻的模樣讓參觀的同
學嘖嘖稱奇，也呼應了詩文中淡水的風光
明媚。大傳三黃郁婷表示，起初以為會有
現代詩的創作，看完才發現全部都是古典
詩，「在聲韻與字數的限制下，創作者還
能寫出如此優美的詩文，我想這就是古典
詩的美麗與價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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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聲詩社工作人員向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介
紹展品的陳列。
（攝影 曾煥元）

柬埔寨服務隊同學至村落了解柬埔寨生活環境，並與村民
合影。（圖 課外組提供）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師生組
成的17個服務隊，將溫暖散播到各地，帶著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的期許，為打造別人的幸
福出發。其中有花蓮校友會、屏東校友會、
第一次返鄉服務的台中校友會等及第2次前
往柬埔寨的服務學習團。
睽違10年花蓮校友會舉辦「自然ㄟ尚青兒童育樂營」，教導學童認識鄉土、農村、
環保及保育觀念。豐富的營隊活動內容，讓
開放報名第一天就人數爆滿，花蓮更生日報
及洄瀾電視台也爭相採訪報導。活動執行長
數學四吳偉新表示，下鄉服務的同學，在學
習自我管理、準備課程內容的同時，也學到
以往所不懂的知識，受益良多。帶隊老師課
外組輔導員陳惠娟表示，同學展現了淡江活
潑熱情及十足的團隊默契，同時也看到本校
三環五育下的教育成果。
屏東校友會近50人返鄉服務，為參與人數
最多的服務隊，在寒假至屏東縣春日鄉古華
國小服務，帶隊老師課外組組員吳孟香指
出，在營隊中，看到服務同學所展現的凝聚

淡江時報甄選記者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3月15日止
意者電洽：02-26250584或親洽商館B426
60校慶象徵LOGO 即起甄選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60週年校慶象
徵圖案LOGO開始甄選！即日起至4月16日止，只
要您是中華民國國民皆可參與。作品主題為「淡江
六十，保證品質。淡江壯麗，名揚國際」，以電腦
繪圖或手繪的A4作品即可，完稿作品須在四邊各留
兩公分邊框且加註標準色，連同報名表與切結書一
起送至學務處課外組。前3名得獎作品與5名佳作都
將頒發獎金與獎品，最高有8萬元獎金！
主題著重在淡江60週年來努力經營的成果，包括
榮獲國家品質獎、連續12年獲得企業最愛私校第
一、世界前5百大學的私校第一、ISO20000認證及
全球首所安全大學等。展現出本校在發展過程中
「淡水」、「台北」、「蘭陽」、「網路」四個校
園各具特色；淡江人秉持「樸實剛毅」精神，以國
際化、資訊化、未來化培養恢弘國際觀，朝向揚名
國際而努力的精神。熱情邀請大家一同參與，呈現
本校建校60年的成果。

活動看板
淡水

3/1(一)
8:00

力，他們也和當地小朋友培養出相當融洽的
感情。第一次舉辦返鄉服務的台中校友會，
到台中縣龍井鄉龍泉國小服務，這也是執行
長統計二張凱婷的母校，她回校服務，作為
「回饋母校」楷模。帶隊老師課外組職員劉
豐齊說：「看到中友會辛勤籌備營隊，盡心
盡力令人感動。」
16人遠赴柬埔寨服務的服務學習團，也
於1月24日至柬埔寨進行為期12天的服務。
隊長決策三曾斌榮表示，這次營隊分成3個
班，分別為基礎中文班、電腦種子班及電腦
中文班，並依程度分別教導。其中遇到許多
困境，尤其是語言溝通，包括電腦專業術語
等，要完整傳達相當不易。大多同學都以服
務為目的，並給予自己很大的自信心，收穫
頗豐。帶隊老師課外組專員李美蘭表示，同
學的服務熱忱，從他們的耐心及熱情教導小
朋友可感受到。而活動後，柬埔寨的小朋友
還寫小卡片給服務的同學，表達感謝之意。
李美蘭滿心期望地表示，未來能培育柬埔寨
種子人員電腦技能，使之能一直傳授下去。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17服務隊寒假下鄉打造幸福 自我成長多學員回饋豐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國交處
多益及全民英檢班
http://excellent.tku.edu.
(網路報名)
tw/ExcNews.aspx

3/1(一)
8:00

英文系
FL207

大三海外留學報名開始

3/1(一)
9:00

諮輔組
B413

「校園守護天使」志工招募

3/1(一)
9:00

中友會
文館海音咖啡 中友會名產預購及薔薇派傳情
前廣場

3/1(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貧民百萬富翁」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3/1(一)
19:10

商管學會
B119

2010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
心勸募義賣活動義工說明會

3/2(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班傑明的奇幻旅程」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3/2(二)
19:00

星相社
L204

社團迎新茶會

圖書館非書組
3/3(三)
播放影片「情遇巴塞隆納」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3/4(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黑暗騎士」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3/5(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瓦力」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3/5(五)
14:00

資傳系
Q409

2010時報廣告金犢獎說明會

黑天鵝今主題輔導週 傳情許願活動多元
【記者張靜怡、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開學想來點有趣的活動嗎？由諮商輔導
組主辦的「小眼睛with大耳朵」主題輔導週活動，於今天（1日）中午12時至週
五（5日）在黑天鵝展示廳熱鬧展開。
活動負責人楊正彬表示，設計這一系列活動的主要目的，是讓同學學習在人際
相處中，不僅睜開眼睛，也打開耳朵，用心傾聽、接納這多元的世界，開幕當
天，舞研社與詞曲創作社為大家帶來精彩的開場秀，有海報展、書展、「make
a wish許願樹」卡片傳情、許願活動、影片欣賞等。另有「串起星球─串珠、星
沙、摺氣球」限量手工DIY、「wii will win！wii等你喔」，讓你和隊友在團隊
默契的配合中來一場wii比賽，也邀請來美術社畫工精湛的社員為大家進行「咖
擦～留住片刻」即刻人像素描，更有豐富的贈品送給大家。
此外，諮輔組也將於本週二（2日）至週四（4日）上午11時至下午2時與下午
5時至6時30分兩個時段，在文學館側門舉辦「抽一袋~幸福！」生涯福袋發放活
動，讓大家在春節後，還能感受春節的熱鬧氣氛，數量有限，快來試手氣。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777-4.indd

戰爭」等議題，各自表達出自己對於生命的體悟與看法。
富邦青少年基金會評審認為此部作品架構完整，以RAP方式將「LOVE
LIFE」的精神融入頗富創意，並且貼近生活取材畫面是其優勝的原因。金其
昆指出，組長李焯威之前就有拍攝及剪接的經驗，在畫面的取材上幫了很大的
忙！梁瑋俊表示：「我們運用各自的語言將歌寫下來，代表愛可跨越國界，成
為世界共通的語言。」潘柏翰也開心地說：「第一次參加這樣的比賽就獲獎，
對我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往後會繼續努力，嘗試更多不同性質的比賽！」

驚聲古典詩社黑天鵝展詩文 讓你身歷詩境

捲報即起徵稿

二手書拍賣4日登場

相當訝異，從未想過能再度奪得首獎！」他鼓勵對古典詩有興趣的學弟妹們，
能勇於創作，「喜歡就要多讀、多看、多寫。」
另外，丁國智也以＜半隱集＞一詩獲得第十七屆南瀛文學獎古典詩首獎，他
表示對古典詩深感興趣，常常閱讀古典詩相關書籍，能獲首獎真的很開心，感
謝評審的肯定。中文系系主任張雙英表示，很開心學生及校友在古典詩上不斷
傳捷報，非常感謝系上教授陳文華在古典創作詩方面的指導，未來也將持續鼓
勵有興趣的學生繼續創作或加入驚聲詩社。

資傳4生「LOVE LIFE」自編詞曲 獲發聲獎特優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傳一李焯威、金其昆、潘柏翰及梁瑋
俊以作品「LOVE LIFE」，經過三個階段的嚴格評選，從眾多參賽作品中奪下
「2009富邦青少年發聲獎」影像青年組特優，獲得獎金2萬元。
本次富邦青少年發聲獎以「珍愛生命‧永不放棄」為主題，分為「文字少年
組」、「文字青年組」、「影像少年組」及「影像青年組」，共計有近千件來
自全國13至22歲的青少年作品參賽。而其中李焯威等人的作品，結合廣東話、
國語及英語，自己編詞譜曲，以音樂MV作為發聲管道，圍繞「老人、小孩、

企業模擬研究社選才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節能減碳、省錢大
作戰！由課外組主辦、學生會協辦的「二手書拍賣
會」，將於本週四（4日）中午12時至下午5時，在
體育館社團辦公室一樓社辦廣場開賣，將有來自各
系學會學長姐捐贈的書！
學生會負責二手書拍賣的執行長財金二陳宛君表
示，二手書拍賣是為了提倡智慧財產權，鼓勵同學
購買正版教科書，也可省下不少荷包。她說：「二
手書除了能保護智慧財產權，也能做環保，希望同
學能夠共襄盛舉。」

美國佛羅里達州州立大學（Florida State
University）簡稱FSU，位於佛羅里達州塔拉哈
西市，距離墨西哥灣約40哩，氣候舒適宜人，
鄰近有許多世界聞名的景點，為著名的觀光聖
地；與本校於1999年6月締結為姊妹校，成為本
校第49所姊妹校。
該校創立於1851年，為一所公立研究型的高
等學府，為佛羅里達州公立大學體系之一，
因擁有國際一流的師資和頂尖的科學研究享
有盛譽，校內有5位教授為諾貝爾得主、8位美
國科學院院士；目前約有37000名學生，設有
16個學院及55所研究中心提供專業學習，其中
又以商科管理及教育學院最為著名，曾獲得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ciation」的
高度正面評價，在全美國家級大學中排名第
25；本校與該校交流密切，數學系曾邀請該校
Fred W. Huffer教授蒞校做系列講座的短期講
學。（林姍亭整理）

中文博士生張韶祁 ３度獲台北文學獎首獎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還記得上學期引
起大家熱烈討論的「第二屆淡大盃BOSS商業模擬
賽」嗎？自己當決策者、開發新商品、決定行銷方
式、產品價格等，讓參加的同學無不感到新鮮、有
趣。 現在企業模擬社要展開全校性選才活動囉！
無須任何經驗，只要有興趣且勇於挑戰自我的同學
皆可以參加。
今日（1日）可前往海報街，企業模擬社的攤位
報名，或上無名網站（http://www.wretch.cc/blog/
tkuboss123）查詢相關報名資訊，於明、後（2、3
日）2天，在L103舉辦甄選會。社長企管二林子淵
表示，歡迎有強烈學習意願及敬業態度者參加！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會發行的捲
報春季刊--「野花啼鳥一斑春」，開始徵稿囉！即
日起至週四（4日）止，徵稿題目為過去一年的感
想及未來一年的展望，字數約200字，徵文對象為
全校師生。經挑選後，預計於10日發行。
學生會新聞部長中文二趙婷表示，希望捲報能成
為同學發聲的平台，並成為社團活動或校內時事傳
遞的管道。經錄取者將贈送學生會紀念品以玆感
謝。徵稿檔案請寄至tkusa15th@gmail.com，或將檔
案光碟送至學生會辦公室SG203。

式，機器人必須先至球場中央取球
傳給站在限定區域內的參賽隊員，
再由隊員將球投進籃框，除講求速
度外，機器人與隊員間的配合也是
關鍵。籃球賽組隊長電機博一何丞
堯表示，在決賽前兩回合原都領先
勁敵台大，卻因更換零件後，導致
機器人不穩定漏球，錯失了原本可
以摘冠的機會，「今年10月還有第
二屆的比賽，一定要擊敗台大！」
翁慶昌說：「希望經由參與相關
競賽累積經驗，同時藉由研究生
帶領大學部學生參賽，以傳承技
術。」本次擔任兩組共同隊長的胡
越陽表示，這次的比賽相較於以往
在國際比賽時項目略少，但所有隊
員們仍投入相當大的心力，也因此
才有好成績，「未來我們也將在機
器人的視覺辨識及動作設計上做進
一步的調整改善，希望能有更好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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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在「人形機器人探索挑戰賽」方
面，預賽項目分為短跑競速和閃避
障礙物，決賽則為機器人對抗賽。
這次電機系所派出的是曾在「2009
年FIRA Cup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
奪冠的第6代機器人前往應戰，針
對快速的移動速度和辨識障礙物的
因應能力，調整程式，以維持機器
人重心平衡並能跨越階梯和高約3
公分的障礙物等，並以出色的視覺
自主功能順利達成決賽的任務，奪
下冠軍。翁慶昌說明，要讓兩足機
器人穩定平衡並順利跨越障礙，難
度很高，對此學生也做了新的嘗
試，「這次的亮眼表現，印證學生
設計的機器人可適應各種不同的狀
況。」人形組隊長電機碩二洪志輝
笑說：「幸好先前有模擬突發狀
況，才不至於在賽中亂了陣腳。」
「籃球賽機器人」的評分採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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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

本校電機系人形機器人過關斬將，拿下探索挑戰賽
冠軍。（攝影 陳怡菁）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捷
報！本校電機系機器人團隊在指導
教授電機系系主任翁慶昌的率領
下，電機博二胡越陽等23位學生於
上月6、7兩日參加由台灣機器人學
會主辦的第一屆「2009大專盃國際
機器人實作競賽」，從近120個參賽
隊伍中脫穎而出，拿下「人形機器
人探索挑戰賽」冠軍及「籃球賽機
器人」亞軍，分獲獎金10萬元及12
萬元，在所有參賽隊伍中總獎金僅
次於台大。
為增加國內學生實習機會，藉此
培養更多相關機電人才，台灣機器
人學會聯合本校及多所大學共同舉
辦，競賽項目包含「籃球賽機器
人」、「超級老師教育機器人創意
賽」、「機器人越野投籃賽」、
「人形機器人探索挑戰賽」4項，本
校電機系分別各派2隊參與「籃球賽
機器人」和「人形機器人探索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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