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西語四吳敏琪：「淡水連日陰雨，害我要冒著素顏入鏡的風險，跟天氣賭拍不拍得成畢業團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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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

期 老時報人攜手慶賀

【記者陳昭岑、段采伶、王育瑄
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時報社於上月23
日在台北校園舉辦800期發行茶會暨時報之友聯誼
會，本報發行人校長張家宜、委員會主任委員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淡江時報委員及時報之友，最資深
的編輯出版中心主任黃輝南、最資深的記者未來所
副教授陳瑞貴皆前來共襄盛舉，這場屬於時報人的
盛會聚集許多好久不見的老朋友，一見面便激動擁
抱、互相寒暄一番，有近百人參與，場面溫馨。
張校長致詞表示：「淡江時報在學校扮演很重要
的角色，且在800期與60週年校慶同時展現了創新
的 精 神 。 」 時 報與淡江的發展關係密切，所以
她常常會在
淡海同舟等大型活
動上，或對
政策關心的學
生
說 「 一
定要看淡江
時

報」，才能了解學校的發展、政策，從宏觀的角度
解決問題。她也說，「這幾年在馬社長的帶領下，
和年輕與活力緊密結合，更加創新與進步。」高柏
園說：「以傳統智慧作基礎，淡江時報藉學生的活
力與熱情，挖掘學校文化的深層意涵，800期後將與
本校一起成長、跟隨時代創造新的價值！」從擔任
編輯到社長，見證本報的改變，黃輝南表示：「淡
江時報一路走來，越來越趨向讀者導向，這是一個
好現象。」
開場由兩位俏麗的主持人大傳四張靜怡、施雅慧
進行有獎徵答炒熱現場氣氛，之後，社長馬雨沛介
紹自800期開始，版面的設計與
調整，不僅
改為全彩，更於一版加入e筆
書畫
作品，展現出本校的獨特文
化
外，二版也加入一流讀書人對
談帶領讀者以不同角度觀
看一本書，三版則開放為
新聞版面。會中，
還發表由資管二黃
乙軒、中文四林姍
亭，以及大傳四梁琮閔攜
手創作的「時報之歌」，
並在黃乙軒與梁琮閔活潑
俏麗主持人施雅慧
（左）、張靜怡。
黃乙軒（左）、梁琮
閔演唱淡江時報之歌。

淡江時報於上月23日舉辦800期發行茶會暨時
報之友聯誼會，近百人參與。（攝影／林奕宏）
的吉他伴奏之下，帶領與會貴賓一同合唱，高柏園
與馬雨沛也應大家鼓舞，現學現賣開口高歌，安可
聲不斷。
會場除展示本社發行的出版品外，還有富歷史價
值的英專週報、淡江週報及淡江週刊供人細細回
味，並布置時報歷年來的精采照片時光牆，令校友
們不時駐足於前，憶起當年衝鋒陷陣的革命情感，
歡樂笑聲四起。學教中心學發組組員蔡承佑笑說︰

「我當過淡江時報的文字記者，也擔任過編輯，所
以有兩種回娘家的心情。」時報之友李佩穎笑說：
「雖然很多學弟妹都不認識，但他們的熱情，讓我
感覺就像回到自己家。」曾昱偉說︰「很懷念淡江
時報，因為在大學4年中，我投注很多心力，而且能
在800期茶會中看到許多老朋友，很開心。」並讚許
現今的淡江時報風格活潑，相當吸引他，最後「祝
福時報還有更多的800期。」

公行系系主任黃
一峯（左二）與同
學們開心寫下願望
祈福。（攝影／黃
立欣）

全國機器人賽 神雕大俠獲新光保全獎冠軍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
工程學系「機器人研究團隊」在「2010全
國機器人競賽」中，與來自全國各大專
院校共17支隊伍一同角逐，表現亮眼，於
此次競賽中榮獲「新光保全獎－居家保全
組」冠軍；在「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
賽」中拿到季軍的佳績。
「新光保全獎－居家保全組」共有2
項闖關競賽。本校派出名為「神雕大
俠.wadl」的機器人參賽，「wadl」就是希
望機器人能如其名「我ㄟ回來」，成功地
完成任務。第1關「遙控賽」有5個如迷宮

般，分別裝設電燈的房間，比賽時由裁判
抽出其中3間，以遙控方式參賽機器人須
進入房間將電燈關閉以完成任務。
第2關為「自主項目」，考驗機器人的
自主能力，須分別於5間房間內，巡邏找
出5顆紅球，將它們帶回起點，「神雕大
俠.wadl」不負所望，不僅完成任務，還
以4分鐘的最快速度捷足先登，抱回第1
名。隊長電機博一余家潤表示，第1關比
賽中，一度不小心撞到牆，扣了一點分
數，幸好在第2關能順利闖關。第一次率
隊的他，對於這次獲得佳績相當開心，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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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她最愛的紅色
眼鏡，及肩的頭髮，搭上可
愛的小洋裝，疑？那不是真人
版的機器娃娃丁小雨嗎？她，
王詩萍，統計系進學班四年級學
生，同時也是第四屆陽光大使總
冠軍。
「喂！你看見我了嗎？」熱
情的打招呼聲，10樓的朋友
都可以聽見她在1樓大聲喊
叫，個子嬌小，聲音和活力
卻完全不落人後，活潑開
朗的個性，冬天冷冷的氛
圍頓時都被她一掃而空。
她的同班同學林庭全表示，詩萍
直率、愛大笑的個性深受大家喜
愛。酷似丁小雨的她，印象讓人
深刻，時常有人因此想認識她，
她說，朋友圈因此變多變廣，覺
得很開心。假如下次走在校園裡，
你看到丁小雨從卡通裡「碰」出
來時，千萬別意外囉！（文／洪予
揚、攝影／陳怡菁）

上溫馨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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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陽光大使寶座 陳淑麗鼓勵參與反菸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由軍訓室與
春暉社主辦的第四屆陽光大使選拔決賽，於
上月27日在學生活動中心展開。曾得過廣播
金鐘獎的陳淑麗當天特別前來，鼓勵大家參
與反菸反毒的活動。陽光大使寶座最後由統
計進學四王詩萍，以〈海派甜心〉一曲搭配
風格可愛的舞蹈詮釋反菸的理念，贏得第1
名，第2、3名分別為企管四陳建宏與經濟三
郭奕岑。
陽光大使決賽共有9位同學角逐，現場各
參賽者的粉絲團更是活力十足，大聲加油，
進入決賽的參賽者，經過幾個禮拜美姿美
儀、菸害認識與舞台走秀等訓練課程，每
位參賽者架式十足，表演中也充分展現陽

光大使的理念。陳淑麗表示，當了24年的志
工，希望以自身的改變影響他人，並希望每
位陽光大使能發揮長才，將反菸反毒理念傳
入國小、國中及高中等，讓孩子們從小就養
成正確觀念。
陳建宏先是改編〈梅花〉一曲，融入宣誓
詞歌唱，最後表演擅長的田徑項目跨爛；郭
奕岑則以男兒身大跳性感舞姿讓全場驚叫連
連，得到人氣獎。上一屆陽光大使日文二黃
正宜表示，陳建宏的跨欄將自身的專長發揮
出來，是很精采的表演。評審之一形象塑造
訓練師梁芊雯說明，王詩萍在開始時表現很
緊張，訓練過後能從容的上台，表演出自己
的特色，成長很多，值得讚賞。

法國佛瑞高中生來訪 驚嘆宮燈之美
法國佛瑞女子高中生日前來
本校參訪，直呼覺軒花園﹁很
美﹂，紛紛要求在此合影。
︵攝影／湯琮詰︶

1.剛上大一的澔源想到
圖書館借書，請問何者資訊為
非？（A）憑學生證刷卡進入即
可 （B）5樓非書資料庫有許多
DVD供免費借閱（C）圖書館在
大學城附近（D）想借的書已借
出，可至線上預約借閱
2.剛進淡江的昭成聽到學長姐
分享許多淡江回憶，試問何者
為非？（A）每年校慶都會拍攝
MV及慶賀影片（B）自民國98年
起，才有黑天鵝展示廳（C）金
韶獎停辦2年再度復活（D）福
園曾經群鯉狂舞
3.珂珂是某社團社長，她想刊
登下週的活動訊息在淡江時
報，試問她可用何種方式洽
詢，協助刊登？（A）打電話至
02-26250584，詢問可否刊登
（B）連絡該社團跑線記者，協
助刊登（C）直接至B426，詢問
刊登細節（D）以上皆是
4.珊庭想到台北校園，參加演
講活動，請問該如何到台北校
園？（A）至淡水捷運站，轉搭
紅27即可（B）搭捷運至古亭
站，步行至金華街即可（C）
搭乘捷運士林站，轉搭277即可
（D）搭捷運至中正紀念堂站，
轉公車709即可
5.凱文想知道學務處聯合服務
中心（B418）辦理事項之明
細，何者為真？（A）辦理請假
事宜（B）申請學生保險事故理
賠（C）戶籍地址更改（D）以
上皆是

王詩萍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
導】法國安錫市佛瑞女子高中
於上月28日來校參訪，由法文
系學生在SG504接待，除了介
紹淡江及淡水文化之外，還分
享台灣道地的小吃，其中，以
淡水名產─魚酥最受歡迎，讓
法國高中生Capucine忍不住用
中文大聲稱讚：「好吃！」
另外，法文系學生還貼心為
來訪學生導覽校園，法文之中
夾帶了些英文，讓介紹的過程

淡水

充滿笑聲。宮燈教室及覺軒花
園都讓Mathilde驚呼連連，她
表示，沒有看過這樣的建築，
驚呼「好美！」
法文一林穎璇開心地說，透
過這次活動對法國有更進一步
的認識，「越來越想去法國看
看了！」法文二魏美其則說：
「雖然她們都說我們的法文講
得不錯，但是經過這次接待工
作之後，讓我了解到還有很多
努力空間。」

蘭陽

台北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1/1(一)11/5(五)
10:00
11/1(一)
12:30、18:30
11/01(一)
18:10
11/1(一)
19:00
11/1(一)~11/15(一)
08:00
11/1(一)~11/23(二)
8:00
11/1(一)~11/21(日)
09:00
11/1(一)~12/4(六)
09:00
11/1(一)~11/5(五)
10:00
11/1(一)~11/5(五)
10:00
11/2(二)
12:30、18:30
11/2(二)
19:00
11/2(二)
19:30
11/2(二)
20:30
11/3(三)
12:30、18:30
11/3(三)
18:10
11/3(三)
18:30
11/3(三)
18:30
11/3(三)
19:00
11/4(四)
12:00
11/4(四)
12:30、18:30
11/5(五)
12:30、18:30
11/5(五)
19:30
11/6(六)
14:00

登山社
商館前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學發組
T307
種子課輔社
E302
就輔組
網路報名
就輔組
網路報名
諮輔組
B413
諮輔組
B413
僕人領袖社
海報街
諮輔組
商館前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星相社
L206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諮輔組
B616
體適能有氧社
N202
投資理財社
E302
吉他社
驚聲廣場
就輔組
B713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管樂社
文錙音樂廳
經濟系
B912

99年全校性登山淨山活動報
名

智多星

當了 年反菸志工的陳淑麗
特別現身本校第四屆陽光大使
選拔決賽，鼓勵同
學。︵攝影／
陳怡菁︶

Q

不可不知
挖寶60年

３日樹

第四屆陽光大使總冠軍統計進
學四王詩萍，平日只要戴上紅色
眼鏡，就會被說像機器娃娃丁
小雨。

新鮮人 校園話題人物

期許未來能研發出性能更穩定、更聰明的
機器人。
在「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中，機
器手臂必須完成敲鑼、跳舞、畫畫
等任務。隊長電機碩一沈宜郡
表示，多虧賽前有多次的
模擬賽，讓機器手臂能重
複測試，使我們在比
賽中表現穩定得以
發揮實力，「下
為慶祝
次我們一定要
福牌， 60週年校慶
讓
，
拚第1。」
及社團 師生表達對 學務處課
外活
，預計
學校的
以及體
於
祝福， 動輔導組提
育館南 3日（週三
已陸續
供祈
掛至榕
）
側
樹上， 布置完成， 在小小麥前 發給各系所
為校慶
讓燈籠
、教育
將祈福
增
的
館
牌
希望來 添光采。大 喜氣搭配祈 與燈籠串聯 前，
傳二王
到淡江
福牌上
，懸
靖潔在
的
的
而跌倒
祈福牌 祝福，
受傷」 人，不會因
上寫著
為淡
；公
江羽球
「
隊在大 行二蕭舜澤 水惡劣的天
氣
專
則
盃得金
許願「
昭岑、
牌」
淡
攝影／
林奕宏 （文／陳
）

活動看板

播放電影「囧男孩」
CNN英語互動班
簡報與教材設計
探索「職涯成功密碼」研習
營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TQC-PowerPoint 2007研習課
程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超Q襪子娃娃手作工作坊報
名
「叫我天才達文西」全腦開
發特訓班報名
Thanks Giving Apple. 小小的
錢，滾動大大的愛
「當我們甜在一起」友情站
助串聯與傳情
播放影片「不愛練習曲」
十二星座守護行星
「華麗歐風&美式琴懷」－
奧地利格拉茲沙龍愛樂樂團
MV Dance
播放影片「違章天堂」
「叫我第一名」電影賞析
hip hop（流行街舞）
現金流
戶外民歌演唱會
中華航空公司說明會
播放影片「鴿子王」
播放影片「過了天橋，看見
海」
室內樂－「管瘋琴」
經濟學系系友會成立大會

決戰 觀眾也有獎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什麼？來看比
賽也能抽iphone 4！「淡江達人、挑戰60」－
智多星爭霸賽決賽將於6日（週六）下午2時在
體育館7樓舉行，歡迎師生、校友入場觀賽。
入場觀眾憑活動宣傳手冊即可兌換摸彩券，
最大獎為iphone 4，由校長張家宜抽出現場
幸運的觀眾，答對問題即可獲獎，另外wii、
EeePC等獎品也將在現場抽出，其餘獎項則
在賽後公布於課外組網頁http://spirit.tku.edu.
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3。
當天除了決定隊伍名次外，還特別設立「最
佳人氣獎」，將由觀眾從決賽的16隊中，選出
最喜歡的隊伍，另外，當日也會頒發「最佳搜
查獎」獎項得主。

關懷動物社社員助貓絕育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關懷動物社於
上月20日在校園周遭舉辦「校園TNR動物絕
育活動」，當天有20位社員參與捕貓活動，共
捕獲10隻流浪貓，已送至汐止動物醫院做結紮
手術。關懷動物社社長英文三翁慈妤說明：
「TNR模式是盡可能把群落的貓抓起來，施
行絕育手術後，原地放回，以達成數量控制的
目的。」
本次活動路線共分4組，分別為大田寮、英
專路、新民街與淡江中學，當天參與的同學淋
著大雨，找尋小貓的身影，並分別放置誘捕
籠，利用罐頭引誘小貓進來後，再捕獲。翁慈
妤說：「在街上看到許多可憐的貓狗，更促使
我們幫助小動物的決心！」關懷動物社未來也
將持續舉辦TNR或送養動物的活動，有興趣
的同學可至社團網站blog.yam.com/TKUanimal
查詢，共同加入幫助流浪動物的行列。

校友陳沛仲畫漫畫教造飛機

【記者陳瑩臻淡水校園報導】畢業於本校航
空太空工程學系的新銳漫畫家陳沛仲，將無人
駕駛飛行器的知識，以漫畫的方式畫成《第一
次造飛機就上手》一書，透過美少女精靈與夥
伴們一起造飛機，將難懂的科學技術化為輕鬆
易懂的教戰守則，兼具知識趣味的創作構想，
獲新聞局台灣原創漫畫出版計畫補助，並在各
電視及平面媒體間引發熱潮。
陳沛仲筆名為Magana，目前擔任飛機工程
師，從小就喜歡看漫畫、畫漫畫，求學期間
對「造飛機」就有濃厚的興趣，於是參與本校
UAV無人載具飛行實驗室，並多次嘗試製作無
人駕駛飛行器。他表示，在學時發現系上學弟
妹對於這門課都心有餘而力不足，對厚厚的原
文書往往心生畏懼，所以以漫畫形式讓大家了
解相關知識，激發學習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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