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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圖三林瑜蓉：冬天好容易不自覺往嘴巴塞東西（嚼~）

資管系發威 全國資訊比賽奪6獎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資管系
人才輩出，再傳捷報！資訊管理學系於4
日參加由經濟部工業局與中華民國資訊
管理學會共同舉辦「第15屆全國大專校
院資訊服務創新競賽暨資訊管理專題競
賽」，與台大等全台76校，共329支隊伍
角逐，囊括資訊應用組及產業實務組等4
項第1名，以及資訊應用組、產業實務組
兩項第2名，為參賽隊伍中的最大贏家，
再締創資管系光榮勝利！
榮獲資訊應用組一、四第1名分別為
「Shark 部落格分析系統」及「世界風情
畫」。「Shark 部落格分析系統」組長
資管四李瑞元表示，該系統主軸為「情
緒分析」，是透過電腦的語言了解部落
客的心情起伏。李瑞元指出，當時為
「情緒分析」與中研院博士戴敏育討論

許久，花了將近1年的時間準備，相當辛
苦。比賽當天獲得業界人士及評審紛紛
讚揚「很完整！」覺得很值得！
產業實務組一、三，第1名分別由
「RUNiROUND 愛跑運動網」及「兒
童學習引導書」摘下。「RUNiROUND
愛跑運動網」組長資管四陸彥安很感謝
蕭瑞祥教授，以及產學合作對象BIKEID
創辦人劉國貿的幫助，過程中雖遇到許
多瓶頸，但在相互研討專題的過程中，
得到很多不可多得的經驗！「兒童學習
引導書」組長資管四陳維君表示，「這
一年來真的很辛苦，每天開會討論的日
子終於有了最好的果實！」「Shark 部
落格分析系統 」及「RUNiROUND 愛
跑運動網」指導教授，資管系副教授蕭
瑞祥表示：「老師的目標與責任在於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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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版百萬小學堂 參賽者想破頭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9日德文系在驚聲大樓T311
舉辦「德文系知識 +大賽」，共有33組人馬、近百位同學參
加，熱烈問答德國相關地理、文化知識，有如柏林版的百萬
小學堂，競爭激烈、場面熱鬧。
比賽共有選擇題、問答題及提示題（爬格子）3組類型、
30題題目，內容「很德國」，知識、常識、學術、人文兼
具，特地前往觀賽的德文系講師吳姉霙說：「題目有創意，
也具深度，真的要了解德國文化才會回答。」其中提示題：
最大的同性戀群體、啤酒、人口第四多的城市，答案：科
隆，讓參賽者想破頭，雖然是知識問答，但問答活潑不死
板，讓眾人更想親身遊走當地，體驗德國風情。獲得第1名
的德文二洪于婷等人直呼：「超好玩！」對於拿到冠軍非常
驚訝說：「去年我們也有參加，還是倒數隊伍！」明年如果
沒有去德國留學，一定要再參加。

化學系新生秀黑色肺部圖 小學生好驚訝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生化組大一新生於
2日至天生國小，向五年級學生提倡「春暉宣導-反菸及檳
榔」，當天台下小朋友興奮地直喊「大哥哥好帥」，化學一
呂振維開心地說︰「因為平常很忙，所以這次的活動是利用
很零碎的時間練出來的，很高興小朋友迴響這麼熱烈。」
這次的主題為反菸及檳榔，化學系同學以短劇及新聞的方
式呈現，並說明實際的社會案例，小朋友看到因吸菸造成肺
部黑掉的圖片都不禁發出驚訝聲。天生國小校長黃明哲滿意
地表示，這次活動的效益超出他的期待。活動尾聲進行有獎
徵答，小朋友紛紛舉手搶答，大喊「選我！選我！」甚至激
動地站起來，十分熱烈。化學一張弘毅說︰「小朋友熱情的
掌聲是很大的鼓勵，很難得大學有這樣的機會去作春暉宣
導，這是個很難忘的經驗。」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新生盃
球賽於4、5日在紹謨體育館熱血開打！
今年企管系為最大贏家，在男籃、女排
拿下雙料冠軍，羽球團體組也有第3名
的佳績，成績亮眼！男排及女籃冠軍分
別由經濟與資管系抱回，羽球、壘球則
由資工及電機系稱霸！詳細賽果請上體
育室網站查詢http://www.sports.tku.edu.
tw/。
企管系拿下女排及男籃冠軍，女排隊
長企管三張婉君開心地表示，總決賽遇
上資傳系，雙方實力相當，靠著穩扎穩
打的步伐，以及減少失誤的策略拿下冠
軍，「很高興練習的成果終獲肯定，
也是企管女排有史以來成績最好的一

次！」男籃隊長企管三劉邦傑則說，決
賽對上航太系，前三節都處於落後，最
後關頭逆轉獲勝，「我不斷激勵學弟，
這是最後一場比賽，相信自己就能戰
勝！」
今年各球隊實力堅強，壘球冠軍的電
機系及羽球團體冠軍資工系都在最後逆
轉局勢奪冠，電機二柯皇任說，壘球決
賽與運管系爭奪，在第7局才扭轉比數，
最後以8比7一分之差獲勝，「我們贏在
隊上的氣勢與凝聚力，靠團隊合作堅持
到最後！」資工碩二林國揚則說，策略
安排及了解對手弱點是致勝關鍵，「每
一次的校內比賽我們都認真應賽，當作
最好的實戰訓練，提升自我能力！」

男籃
女排
跟

說掰掰 即起報名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這個冬
天我們去游泳吧！體育室為提升游泳能
力，特別於20日至24日加開「免費游泳教
學週」活動，歡迎全校師生報名，報名
自即日起至17日止。詳情請上體育室網站
http://www.sports.tku.edu.tw/查詢。
今年除了在大一體育課實施8週的游泳
課程外，希望藉由教學週密集學習，讓大
一體適能未通過25公尺的同學，以及想學
習游泳技能的教職員工都有機會接受訓
練。體育室教學組組長劉宗德表示，「往
年報名的情況都很熱烈，為此今年特別排
除人數上限，要讓更多人能學習游泳！」

保險週好康拿不完 算命神準人氣旺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雖然上
週冷颼颼，海報街卻是熱鬧滾滾，原來
是好康拿不完的保險週又來了！由保險
系主辦的保險週於6日至9日溫暖登場，
只要填寫問卷，好禮應有盡有，還提供
免費的熱奶茶、熱可可、茶葉蛋。其
中，每日的人氣王莫過於「富邦人壽
wow團隊」所設的算命攤位，每天都是
大排長龍。
許多學生不畏寒冷的在海報街參加

闖關，統計四林姿均說：「從PTT上看
到，很多人都說算命很準，所以我就來
試試看，真的蠻準的！」財金碩一王楚
元表示：「原本只是路過，看到贈品很
豐富而停下來，闖關後認識很多沒聽過
的保險公司，他們都很親切很熱情，保
險週感覺讓校園活了起來！」財金碩一
曾玉翔一出手便在攤位抽到施華洛世奇
的項鍊，直呼「賺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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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2/13~12/31
08:00
12/13(一)
12:30、18:30
12/13(一)
18:10
12/13(一)
18:30
12/13(一)
19:00
12/14(二)
12:30、18:30
12/14(二)
18:00
12/14(二)
18:30
12/14(二)
19:00
12/14(二)
20:00
12/15(三)
12:30,18:30
12/15(三)
18:30
12/15(三)
18:30
12/16(四)
12:30、18:30
12/16(四)
18:30
12/17(五)
12:30、18:30
12/17(五)
14:00

會計系
B1113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歐洲聯盟研究中心
驚聲國際會議廳
法文系
T110
種子課輔組
E302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僕人領袖社
L401
法文系
T110
星相社
L206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法文系
T505
體適能有氧社
N202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法文系
T505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歐洲聯盟研究中心
驚聲國際會議廳
EMBA
劍潭海外青年活
動中心1樓宴會廳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2011校園徵才

12/18(六)
18:00

播放影片「一頁台北」
歐盟研究獎學金─舒曼宣言
朗誦競賽
法文系歐洲魅影活動影片播
放「一百口書釘」
溝通與領導
播放影片「非誠勿擾」
電影播放：青春21響&藝人陳
孟奇表演
法文系歐洲魅影活動影片播
放「無界之城」
上昇十二星座
燃脂有氧
播放影片「夏天協奏曲」
法文系歐洲魅影活動影片播
放「追火車日記」
爵士街舞
播放影片「淚王子」
法文系歐洲魅影活動影片播
放「狂愛一世情」
播放影片「天黑‧夏午‧闔
家觀賞」
歐盟獎學金朗誦、徵文競賽
成果發表暨頒獎典禮
「淡江一甲子」才藝爭霸大
賽

白色聖誕化妝舞會即起購票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由國際交流暨
國際教育處主辦、國際大使團協辦的「2010白
色聖誕化妝舞會」，將於22日晚上6時30分在
學生活動中心華麗登場。入場票價200元，購
票洽體育館SG123，即起至週五（17日）止。
當晚將有10位競爭國王、皇后的參賽者走
秀，由同學選出最佳人選。入場者皆須著小禮
服，活動執行長國企四朱栩表示，購票時會發
巴洛克風格的面具，「希望讓外籍同學一解思
鄉情，也讓台灣學生度過特別的聖誕派對。」

宋達明赴賀蘭比奮進聯盟會議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布吉納
法索外籍生國企三宋達明，於日前受邀赴英
國西敏寺參加賀蘭比奮進聯盟會議，並於會
議中演講，為亞洲唯一非裔籍學生參加該論
壇者。
賀蘭比奮進聯盟為一幫助非洲發展的組
織，召集來自世界頂尖大學的非裔學生，吸
收其想法及經驗，讓非洲的經濟等各方面能

穩健發展。在論壇中，宋達明分享非洲的經
濟、民生狀況；並受到英國立法院官員鼓
勵，希望有機會幫助非洲的弱勢族群，使非
洲經濟更加繁榮、進步。參加論壇後，宋達
明獲得滿滿的收穫，他說：「能在158位具
有高度聲望的長官、大學校長、非裔頂尖學
生中演講，非常榮幸，也希望能為非洲人發
聲，進而幫助他們脫離困苦。」

建鬼啦！同學抱頭鼠竄
【記者梁凱雯、翁浩原淡水
校園報導】「建鬼」於3日在
綿延迭起的鬼哭神嚎中，驚悚
開嚇！當日建築系系館鬼影幢
幢，恐怖指數衝到最高點。邁
入第8年的建鬼，近800張門票
全數搶購一空，半夜12時起便
漏夜排隊買票的日文二蔡瑞廷
說：「等待真是值回票價，明
年也會勇敢『排』下去！」
今年建鬼主題為「同學

會」，讓昔日同窗重溫一場尖
叫聲不斷的「往日情」；特別
加入投影機投射圖像與令人顫
慄的背景音樂，創造身歷其境
的聲光效果，此外也增加許多
報紙捏造以假亂真的鬼，讓同
學們隨著步伐不斷加快心跳；
許多女同學被突然出現、渾身
是血的鬼嚇得花容得色，猛抓
著身邊的同學嚎啕大叫；有的
則抱頭亂竄，出來後發現絲襪

師生

社團負責人座談會

校長：100學年度規劃社團實作課程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99
年度社團負責人座談會於3日在覺生
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張家宜主
持，學術副校長虞國興等師長及159
位社團負責人與會，會中由張校長
頒發98學年度社團評鑑特優及優等
社團獎牌，並由課外活動輔導組組
長曲冠勇報告社團業務，整場會議
皆與蘭陽校園視訊同步進行。
張校長表示，據學務處統計，目
前本校學生參加社團的比例僅十分
之一，希望讓更多同學參與社團，
培養現今企業認為重要的團隊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及領導能力等，
並在專業課程、核心課程，以及課
外活動三者中取得平衡，成為「心
靈卓越人才」，目前學務處正在規
劃100學年度時，將設置社團的實作
課程。

各個社團踴躍提問，溜冰社、慈
濟大專青年社等社團提出使用場地
的維護問題，在場師長也一一進行
說明。其中國防研究社提出社辦遭
竊的問題，總務處交安組組長曾瑞
光表示，許多學生刷卡進出體育館
後，為了進出方便，利用石頭或門
閂卡住，造成安全上很大的顧慮，
需要同學協助配合，張校長也再次
呼籲，監視器的主要功能是保護同
學的安全，而非防竊，所以防竊應
由學生自行多注意。
另外，蘭陽校園的社團負責人對
於蘭陽校園體育館的進度則有共同
的疑問，張校長回應，室外體育場
由於蘭陽長期有雨，進度較緩，但
即將完工，室內體育館正與縣政府
協商，請照中，待執照下來將馬上
持續動工，預計明年校慶前完工。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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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四葉宥徵、詹啟揚、李瑞元、黃俊偉及闕慈儀（前排由左至右），以
「Shark 部落格分析系統」作品獲得資訊應用組第1名。（圖／資管系提供）

新生盃熱血開打 企管系摘      雙料冠軍 

﹁建﹂鬼了！女同學驚慌失措躲進男同學
懷裡。︵攝影／湯琮詰︶

建築三李應承說，「音樂」對他而言不僅是休閒娛樂的
消遣，更是專注做作品時，阻絕外界噪音的最佳利器，
「只要戴上耳機就能沉浸在屬於我的世界中，也因為這樣
獲得很多創作作品的靈感！」（攝影／鄭雅文）
「欸！老人，借我量尺！」「喂！老人，這個地方怎麼弄
啊？」這樣的呼喊聲常出現在建築館的工作室裡，如果你此
刻腦海中出現的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者的話，那可就錯囉！
頂著一顆黝黑的蓬蓬頭，戴著「盧廣仲」式的粗框眼鏡，脖
子上掛著超大耳機，他是建築系的開心果─建築三李應承。
「我的偶像是貝多芬！」李應承笑說，他第一次聽到貝多
芬的音樂就被其磅礡的氣勢吸引，蓬蓬頭的髮型就是模仿其
晚年的模樣，雖然走在路上總是被抱以異樣的眼光，但他卻
毫不在意，「可能跟我心裡的叛逆因子有關吧！」
他實際上已經26歲，曾經是本校統計系進學班的學生，半
工半讀，因為從事的工作是平面設計，漸漸對建築有了濃厚
的興趣，毅然決定休學，轉學考至建築系，「沒想到是一條
不歸路！」他打趣地說。
由於他是轉學生，所以仍在主修大二的課程，意外成為建
築二的風雲人物，人緣極佳的他，在同學的眼中是一位幽默
風趣又體貼的「老人」，建築二黃紹凌說：「有他在的地方
就有笑聲，在勞碌的『建築生活』中，能有他這樣的人，真
是我們的福音，他是建築二最資深的『老人』，也是我們建
築二的一塊寶！」（文／湯琮詰）
歡迎讀者提供任何話題人物的蛛絲馬跡！請打專線：
02-26250584，或寄e-mail至ab@oa.tku.edu.tw 。

學生們發揮四年學習成果，引導學生如
何解決問題並帶領其發揮創意，並把資
管系的精神傳承下去。本系擁有很好的
學生，得獎之後，老師們的責任更形加
重，要讓同學們習得比別人更強的技
能、更寬闊的創造力。」
另外，資訊應用組二，由「IWB 互動
觸控看板行銷系統」獲第2名，產業實務
組二，「行動 EcLife- 每個城市都是我
的EcLife 」獲第2名。資管系系主任周清
江表示，今年的畢業專題作品都非常傑
出，看得出同學們精益求精的精神，除
了自我要求外，還有資管系老師的認真
教學及關心同學學習成果，才能得到這
麼豐碩的成果。更勉勵同學們都能把眼
光放遠、視野提高，以全世界為舞台，
持續努力，不要間斷。

淡水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
導】法文系9日下午2時於S103
舉辦「品嚐法式點心」活動，
備有法式甜品專賣店「品悅
糖」老闆蔣頌廷手工製作的法
式點心花草茶，讓55位師生共
同享受悠閒的下午茶時光。
點心包括充滿檸檬泡芙塔、
濃醇的巧克力塔、法國南部點
心可麗露及馬卡龍。法文四張

都破了。航太二易威廷心有餘
悸地回憶：「原本以為地上的
人偶可能會突然跳起，正注意
時就被旁邊真人扮的鬼嚇到，
心臟都快停了！」
來自美國的外籍生戰略所碩
二賈士華（Josh Friednash）說：
「我一直在想鬼會從哪裡跑出
來，加上從沒有見過那麼多中
國鬼，很嚇人！還有朋友們互
相嚇唬對方，非常有趣！」

觀歐洲魅影
慧芬說，「檸檬泡芙塔讓我印
象深刻，畢竟比起馬卡龍更不
易吃到。」
另法文系也於8、9、
10日晚上6時30分，於
校內舉行「2010歐洲魅
影」活動，本週一（13
日）起至下週三（22
日）止，還將陸續播放
10部影片，歡迎全校師

生參加，詳情參考本報四版
「活動看板」。

魔術師人氣對決 第2隊最高票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魔術社於7日晚上舉辦
「街頭魔術表演」競賽，一場魔術師的人氣對決就此展開，
分別於校園的美食廣場、大學城等人潮較多的聚點。雖然當
天氣溫只有11度，但社員們的熱情依舊不減，各個使出渾身
解數，讓校園中不時可以聽到此起彼落的驚呼聲，魔術師調
換觀眾手中的撲克牌，讓在場的學生直呼：「不可思議！」
最後由建築四黃信惠帶領的第2隊以80多人的簽名，奪得
冠軍寶座。隊長黃信惠說：「雖然剛開始我們都有點怯場，
不過藉由這樣的競賽能給予社員們不一樣的表演空間，也很
開心得到第一。」企管四林子華笑著表示，能近距離和魔術
師互動下觀賞魔術，很棒。企管進學一翁琇茹說，這是第一
次看街頭魔術表演，覺得很新鮮。

同學認真挑選美味的可麗露。（攝
影／湯琮詰）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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