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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編輯」這個職位來得非常令
我措手不及。好不容易才放下社團的
重擔，想說大三好好衝刺一下課業，
享受沒有外務的生活。殊不知當我才
一起跑，就出現了一顆意圖要把我給
絆倒的石頭。但我不入地獄，誰入
地獄？於是我默默撿起石頭，放到口
袋，帶著沉重繼續跑，就怕它把其他
人給絆倒。

　　在外面若是跟人說我是XX會長
或是OO社長，大家會對你豎起大拇
指，稱讚你厲害；但如果拿「系刊總
編輯」來對外人說嘴，總是會被投以
同情的眼光，或是「天阿，你也太慘
了吧！」、「我們有系刊？」……諸
如此類的話。做系刊雖然有些吃力不
討好，不過既然擔起了，就要把它做
好！

　　我希望能夠在我任期內將系刊做
些改變，把原本沒什麼人知道的系
刊，變得讓大家都會看，讓大家都想
看，甚至變成系上重要的傳統。這屆
製作系刊的夥伴比往年充裕，也相當
優秀，我相信我們做得到！接著就請
大家拭目以待！

總編
的話

測量103　張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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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會各幹部的經驗傳承大致上已
經告一個段落，傳承後也讓我們更加
充滿信心，增加為系上事務打拼的熱
誠，相信在近期內各部會磨合得很
OK，也會讓系會事務盡快地步上軌
道，並努力為系上的各位服務唷！

　　此外，各項超夯超好玩的活動已
經開始衝刺了！首先是系上制服日；
與以往的制服日並不相同的是，這次
專為105級的新鮮人打造了『勇氣』
的活動；讓各位初來乍到的大一新生
向陌生人以物易物以及在大庭廣眾之
下做出令人傻眼的惡搞任務，讓大
家見識見識非凡的勇氣！緊接著的是
眾所期待的迎新宿營，好吃好玩好爽
快，保證超值，讓你大呼過癮！ 

　　各種活動如此火熱，學術部當然
也不落人後，即將就會舉行系友演
講，道盡職場上的甜酸苦、工作應對
的小撇步，經驗分享讓你輕鬆瞭解將
來的工作環境，處之泰然、游刃有餘
非難事。蛤？系友演講不相信？沒關
係！就讓你眼見為憑！工業參觀帶你
遊覽真實工作環境，與系上老師一同
出發，讓你深入了解你所不知道的測
量事！

會長
的話

系會長／
測量103 廖政淳

101學年度新任幹部名單

會長／廖政淳
副會長／林仕翰
執行秘書／林子恆
 
活動部－

活動部部長暨活動組長／盧奕洲
活動部副部長暨公關組長／李冠毅
 
學術部長／林軒如 

財務部－

會計組長／曾郁婷
出納組長／陳韻安
器材組長／謝嘉恩

美編部－
 
美編部長暨美宣組長／陳品潔
編輯組長／張皓
 
體育部長／謝秉勳
 
資訊部長／黃聰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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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
專訪

系
主
任
楊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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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青春洋溢的開學季，萬物一片欣欣向榮，學子們也準備好燃燒自己的青
春，為大學生活留下最美的印記。進入了測資系，你我不可不知的大家長

──楊名 系主任，當他在我們這個年紀時，他是如何豐富自己的生活呢？學生時
代的系主任就已經積極投入各式多采多姿的活動了嗎？那麼課業的拿捏呢？

　　本期的「老師專訪」單元，我們帶您重回系主任精彩的黃金學生時代，也
一起來聽聽系主任分享他的人生經驗──那些如果人生可以從來一遍，系主任會
怎麼做的人生經驗！

　　我們大家都一樣，我
們做事情設的目標不會
是「我要當社長」、「我
要考第一名」...那麼表面
的東西，我們會想，我要
參加什麼活動、我要怎麼
做才會讓大家覺得我是好
的、大家才會欣賞我的努
力、覺得我的付出是有
效用的──我們會從意義
面著手（從意義面設定目
標），希望自己對團體有
所貢獻。當初進入話劇
社，也是人家來找我的，
而我覺得，Okay～好啊
我可以試試看；後來話劇
社得獎（全國大專盃話劇
比賽最佳男主角），這也
不是達成目標啦，是說達
成自己的期待、自己的初

衷。
　　課業的設定方面，
我覺得我有努力，我有
付出，而且最後結果是
我可以接受的。

　　大學四年我就只有
一科被當，大一的圖
學，就是這課被當，讓
我覺得這樣不行！這是
我不能接受的。於是後
來，我就沒有讓自己再
有第二科被當。當然，
目標是我們自己設定
的，不是別人幫我們設
定的。

採訪／102傅兆陽、許君羽
撰文／102傅兆陽、許君羽

我們想請問您，在大學
時代對自己課業上、活
動上、人際關係上有什
麼樣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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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大學生忙了很多
活動，我們想請問您當
初自己身為大學生時，
是如何分配讀書時間和
活動時間的？

　　我想我們是一樣忙
的，但你們的活動更廣、
更多元──你們擁有網路
資源，能學習的東西比較
廣，也要經營社群網站，
相對的對每項東西投入的
時間就會比較少。我們當
年的活動主要都是社團活
動。時間上，你們也是24
小時，我們也是24小時，
時間一樣但你們活動更
廣，這就變成你們花在每
一樣事情上的時間會比較
少。

　　我們都在取平衡，不
會突然直接關掉FB或退
出社團，我們會慢慢做調
整。如果發現到哪方面不
能接受了就會去調整，讓
自己能接受。

　　其實大概跟你們一
樣，你們把網路拿掉就是
我們的生活。

　　有一次大一聯誼，我
們騎協力車到虎頭埤去
烤肉。現在學生應該會覺
得這在浪費時間吧，你們
對時間的概念和我們不一
樣，因為我們活動少，所
以分配在每一項事務上的
時間可以多一點。

　　社團方面，話劇就像
電影一樣，每一幕都是精
心設計的，非常花時間，
話劇也是一種非常講究
團隊合作的表演。會發現
說，teamwork非常重要；
大家會覺得「我的付出是
為了整個團隊」，整個團
隊的榮譽是一起的，沒得
獎的話也是大家一起沮

請問您們學生時期參加
的活動有哪些，有沒有
什麼趣事可以和我們分
享？

楊名主任小檔案_
生日：53年9月7日
血型：O
偶像：勇於追求夢想的人
興趣：看電影
家鄉：台北市
最喜歡吃的食物：任何適合搭配咖啡的東西
座右銘：Make a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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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一個好的演出是個人為了
團隊和自己都認真付出才會產
生的。之所以喜歡話劇是因為
我覺得它是一種藝術的表現，
而每個人詮釋的方法都不同。

　　至於令我印象最深刻的糗
事是，有一次我們辦一個機車
出遊的活動，那天一大早出
發，騎了大半天終於到墾丁之
後才突然想起晚上要排話劇，
我就在猶豫要不要再騎回去。
當時我們沒有手機，所以我要

是不回去的話，下次練習人
家很可能就會說「阿你上次
怎麼...」最後我還是決定要
騎回去，也還好，真的讓我
趕上了。那天練習我表現得
很不好，忘詞、上氣不接下
氣，因為真的太累了。指導
老師一直很納悶，但他也沒
有苛責我、也沒有問。沒有
人知道我那天騎了幾百公里
的路，我沒有講，我覺得不
需要講，重點是我有準時回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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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衛星定位剛剛萌芽。因為覺得很神奇，
傳統繁複的測量工作要做那麼久，很好奇GPS真的
可以一下就做好嗎？問別人別人也不知道，不如
自己找答案，於是就去美國找答案。現在也很高
興當初沒什麼人懂的領域現在發展到如此廣的境
界，這樣某些程度來講好像也代表… 我還蠻有眼
光的（笑）。基本上沒有人不知道GPS了吧！這樣
我就覺得很高興了！（笑）

我們想簡單請問您為何走上衛星定位這條路?

您有不少同學是私人公司老闆或政府部門主管，
我們想請您對這些領域稍作介紹或分享一些您對
這些領域的理解。

　　開同學會或平常都還有保持聯絡。有一個同學
本來在做GIS，但後來轉職到竹科做半導體，他為
現在的待在科技業的年輕人憂心，因為他覺得在那
個領域裡大家都很優秀，個人小我的貢獻沒辦法很
突出；大環境之下，個人的努力會被掩蓋掉，未來
不是那麼的明朗。



測量系系刊 第四期

08

　　根據自己的個性來培養自己興趣所需要的能力，並且勇於接受不同的挑戰，
使自己在未來的選擇能再多一點、寬廣一點。我很建議你們在大學時代，多嘗試
一些挑戰，如何在平衡的情況下，多接觸一些挑戰。希望在未知領域中，你們會
有好奇心，在別人告訴你的東西之外你還會有想知道的，這也是企圖心！

請問依您身為系主任的身分，對系上的學生有什麼樣的建議？

《產》

　　以後想要走民間公
司這條路的同學我想給
他們的建議是：多訓練
自己表達溝通的能力，
先想（先停）再說，並
且重視團隊合作。張忠
謀 和 他 的 一 級 主 管 開
會，在他們報告前，他
還是會說「先等一下，
你先想想，你到底要講
什麼、要呈現什麼。」
在民間公司，有時候要
對主管報告、有時要對
客戶報告，表達及溝通
能力絕對是重要的。

《官》

　　想進入公職的人則
要培養自己的領導能力
與使命感。沒有使命感
的公務員就只是官僚，
不會想如何不讓一個颱
風就使得家園泡在水
中、要怎麼樣才能使國
家更好、讓生活更好；
沒有領導能力就無法實
現自己的使命感，沒辦
法帶領整個團隊實行好
的計畫。另外，遇到上
級或是外界的壓力這些
都是一定的，也不只
有公務人員會遇到，
我們每個岡位的人都會
遇到，這些阻力是必然
的。不要投降、不要改
變初衷，努力去做，盡
力做到讓自己能接受這
個結果。我自己也會遇
到阻力，但反正，就讓
自己保持微笑！

《學》

　　想從事教職或走學
術路線的同學，我並
不是建議讀書至上，
相反的，要培養自己
的好奇心與創造力，
還有外語（英語）能
力。老師跟教授的差別
在於，老師做的是教
授知識（teacher），
而教授則是創造知識
（professor），創造
知識需要好奇心與創造
力，而推廣所創造的知
識就需要外語能力了。
我自己是覺得當教授的
話就可以同時享受到
研究和教學的樂趣了
（笑）。

在思索如何選擇未來時，
要注意自己是否好奇（有興趣）與自己是否能做到（可以接受什麼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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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新鮮人Q&A



10

測量系系刊 第四期測量系系刊 第四期

十月又悄悄地來到了，測量系大家庭
在不久前的九月又加入了一批可

愛的新生，這屆人數（63人）比以往還
要來的多，其中還有三位分別來自澳門
和韓國的僑生，為系上增添更多異國氣
息。另外，有三名從外校轉來的大二轉
學生，以及兩位轉系生。以下我們進行
了一些簡單的訪問，想要了解這些剛踏
入成大、進入測量系的新鮮人們，會以
什麼樣的角度看待未來四年的大學生活
呢？經過了一兩個禮拜的大學生活有沒
有什麼特別的經驗呢？

採訪／104韓寧、潘璇
　　　、白家榮
撰文／104韓寧、潘璇

鮮為
人知

新鮮人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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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新鮮人Q&A

Q1. 參觀完社博後，你對成大的社團
感覺如何？你已經有想參加的社團了
嗎？是否跟高中參加的是同類性質的
呢？

沈晴：
想要參加AIESEC學生會和吉他社。高
中參加康輔社和青年社(校刊社)，跟大
學社團不同性質。

 黃玫鈺：
成大的社團很多元，很多讓我覺得很
驚奇的社團，可能因為太多社團可以
選擇，其實沒有特別想要加入的。那
一天有特別聽服務團和救護團的介
紹，前兩天也有聽說今年新成立了烹
飪社，有機會的話會去看看，因為我
高中是美食研究社的，自己也對做菜
很有興趣  :  )

 吳品融：
感覺就超眼花撩亂的，甚麼社團都
有，還不確定要加甚麼社團欸~不過
應該跟高中的性質會不一樣。

Q&A
大一篇

曾琮淇：
社博我覺得只有表演性社團才有戲唱。
高中參加過吉他社可是沒有練好，會想
再試試看，可是又想要學街舞，也許會
去流舞，社團感覺規模都很大也很多
元。

朱恩楷：
是有考慮，但因為本身有練系籃，為了
不影響練球時間，所以只能找社課時間
不衝突的。

▼105 沈晴



12

測量系系刊 第四期

Q2. 你覺得大一的課程內容跟高中差很
多嗎？會不會因為是原文書所以很難接
受或不習慣？你覺得目前所學能引發你
學習動機嗎？還有對於即將來臨的實習 
又是抱著甚麼樣的心態？

沈晴：
高中和大學課程不會差很多。原文書當
然不習慣，好好的數學為什麼要用英文
寫啊教授！
超級想努力向上的啊！不過我想是因為
到新環境的關係，跟學什麼應該比較沒
什麼關係XD為了實習我買了好多罐防
曬喔(・`ｪ́ ・)

黃玫鈺：
很多東西確實和高中差了很多，變得很
專業，原文書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習慣
吧，因為好像不是一看就能懂的= = 目
前所學的還算能引發我的學習動機，不
過可能還是要慢慢抓到讀書的感覺。我
還蠻期待實習的，畢竟是實作經驗，以
前也從來沒有操作過的東西，所以會想
試試看。

吳品融：
差超多的！雖然原文書有帶給我困擾
XD不過並不是全部都原文的，雖然有
的科目我覺得很無聊會睡著，不過有的
科目我還滿喜歡的。我蠻期待實習的！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過。

▲左起分別為為採訪組104白家榮、潘璇、受
訪者105黃玫鈺、郭芯瑜。

▲105吳品融

105郭宸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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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新鮮人Q&A

Q4. 目前也上了一兩個禮
拜的課了，有沒有覺得哪
個大學教授的教學方式比
較特別或是比較不適應
的？

郭芯瑜：
應該是通識課從醫學看生
死，我覺得很特別的是它
會讓我們看一些重病的照
片，其實還蠻噁心的，另
外還有一份特別的作業，
就是要我們寫一份遺囑，
而且還要三千個字！

曾琮淇：
橘色科技與綠色科技的王
駿發教授。他上課時會希
望與學生有多一點的互
動，常常問學生相關的議
題，有時候甚至會投影片
撥放MV唱歌，是個很有
活力的教授。

▲左起為受訪者105
劉珈攸、採訪者104韓寧

▲105曾琮淇

劉珈攸：
高中時就喜歡看大家打
球，所以一直想當球經。
後來因為直屬學長都在系
排，就決定當系排的球
經。看著大家團結打球，
是一件很熱血的事情！！

Q3. 有當球經嗎？為什麼想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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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 你們對於大一生活有
什麼期待，最想做的事是
什麼？ 

郭宸甫：
參加很多不同領域的活
動，但同時也能兼顧課
業。

黃玫鈺：
認識很多人吧！就是不要
侷限於現在的竹友會。

Q5. 你目前跟你的直屬學
長/姊熟嗎?你覺得他是一
個盡責的人嗎？你希望從
他那裏獲得甚麼樣的幫
助？

劉珈攸：
我直屬是林宥均學長，學
長對我很好喔~有問題他
都會馬上幫我解決，有求
必應！（只是要等他LOL
打完）

郭芯瑜：
我的直屬是是蘇郁婷學
姊。學姊很照顧我，我們
相處的還不錯，不管是課
業上還是生活上，只要我
有問題問她或是有哪些地
方不懂，她都會很有耐心
地幫我 然後，我希望可以
從直屬那裡多要些考試的
考古題ＸＤＤ

Q7. 聽說你沒有戴腳踏車
來，你不會覺得不方便
嗎？

劉珈攸：
我覺得用走得比較方便
欸，只要老師不晚下課，
就不會遲到，而且我這學
期的課都沒有很遠，所以
沒有想要帶。

Q8. 那你們到目前為止有
沒有什麼特別想要分享的
事物，差距很多的事？ 

郭宸甫：
我覺得成大很大，就是騎
車很麻煩，而且下課只有
十分鐘，都要衝很快，以
前高中都固定班級上課，
大學都一直換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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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為人知－新鮮人Q&A

Q&A
轉學生

Q1. 你是從哪個大學轉過來的？轉學
的原因，還有成大跟原來的大學最
讓你感到不同的地方？

溫張雲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想轉來成大的
原因是因為熱愛棒球，加上海洋大
學位在有雨都之稱的基隆，能打球
的時間少之又少。轉來成大後就加
入棒球校隊，還沒上課就開始練球
了。

朱恩楷：
台北教育大學。一開始就立下決心
要轉，目前加入測資系籃，正在努
力練球中。

Q2. 你對測量系的感覺如何？

溫張雲晟：
我覺得這裡的大家人都很好、很溫
馨，沒有因為身為轉學生而排擠
我。因為很多都是竹中人，系棒的
也都認識，大家也都很照顧我。

▲104溫張雲晟 ▲南區迎新



羅文豪/來自澳門
在台南已經待了兩個星期了，一開始來到一
個陌生的地方當然會有一點適應不過來。幸
好，在剛到步的首幾天，成大的僑生學長姐
帶著我們去辦電話卡，體檢，買日常的生活
用品，還有僑輔組舉辦的講座，讓我不會慌
亂，漸漸適應下來。

在生活上，最大的不同當然是沒有家人在自
己身邊，難免會想家，這就要靠網路和電話
來保持聯絡。

在飲食方面，台南的物價比澳門便宜，一
個便當在澳門最便宜也要80NT 左右，這裡
50NT或者60NT 已經有很多選擇。不過呢，
這裡的食物偏甜，而且飲品店林立，蔬菜跟
新鮮水果較少，極容易造成營養不均，導致
體重增加。

而我來台灣念書的原因是想要體驗其他地方
的生活、自立，而且成大的知名度頗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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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的活動等著這群新鮮人去選擇，新的事物等著他們去
體驗，他們可以選擇走自己想走的路，朝自己的夢想前
進。不管選擇了什麼又放棄了什麼，無論結果如何，中間
的過程才是最令人難忘也最為可貴的。我們祝福他們！

Q&A
僑生篇

談
遠
赴
他
鄉
念
書
，
在
新
環
境
的
新
生
活
與
新
體
驗

左起為105
羅文豪、曾琮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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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宿舍大突襲

測量
狗

採訪、撰文／104李姿慧、李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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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104李姿慧、李欣怡

「嗨～你們好！我們是『測量狗仔隊』」
「天啊！『有狗仔！！！』怎麼辦？！不～～你們不要拍我拜託！！」

不知道學妹的房間究竟長甚麼樣耶！好期待等一下進去突擊他們，看到
他們手足無措的模樣、花容失色的表情、兵荒馬亂的盛況…hiahiahia！！

就讓我們一同尋寶一同見證奇蹟，
今晚我們將會捕捉到一連串的精采的畫面；
今晚我們的出現將會讓你們永生難忘…



19

測量狗仔－女生宿舍大突襲

YA！是小大一可愛小學妹的房間！>///<

這群學妹真的超可愛的耶，我們一說了要突襲宿
舍，後來三個人又坐回位子上一動也不動，過不
久，他們又問：「那我們可以不要待在位子上
嗎？」哈哈當然可以呀！簡直不小心中了FB的毒
XD

　這個是沈晴的位置，他
的桌上擺著好多可愛的東
西唷，毛茸茸的球球、迷
你仙人掌、還有整齊的筆
筒、長得很特別的鏡子跟
一些小娃娃。

你看那個站在葉子上的小
豬，妥善利用之後還能拿
來放膠帶耶＝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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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是沈晴，右邊是郭芯瑜！>____<
感覺就是一個會保養的女生＝ˇ＝

不知道箱子裡面是什麼呢？右上角那
個是安全帽吧！實在是正妹必備品阿
顆顆，想約學妹的衝一發了啦！安全
帽都準備好了B-)

我覺得這間的學妹超級無敵可愛的！
我們不小心就待在這個房間聊了好久
好久，他們三個一個接著一個爆料，
讓我們也覺得心情好好，他們太有趣
了！

　這個是楊沂庭的位置，明明就沒有什
麼東西，為什麼他們會一直說自己房間
很亂Q____Q

楊沂庭很好笑很可愛耶，一直不斷的爆
沈晴的料呵呵，讓我們兩個在一堆沈晴
事蹟中，頻頻捨不得離開哈哈！

▼下面這個是他們三個人的小草，我還以為是他們感情太好了
一起去買小草，結果是今年成功登大人的紀念品耶！超可愛
的！不知道其他學弟妹的小草們長得什麼樣子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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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狗仔－女生宿舍大突襲

當我們來到學妹的寢室時，我
們覺得自己好像壞學姊在欺負
學妹，不過你們真的很整齊，
別再說亂了～但黃玫鈺學妹挺
有潛力，以後的宿舍指日可待
XD

仔細瞧瞧他的桌上或櫃子上充
斥著哆啦A夢，看來黃玫鈺學
妹很喜歡耶！

看在他們這麼驚慌，我們大發
慈悲的給他們一分鐘的整理時
間，不過…似乎沒有比較好。

Beofore

After

 這位學妹已經睡著了，所
以不方便突擊他，希望我
們沒吵到他（抱歉~）

　這是劉琇琳學妹的位子，聽說妳
很漂亮，果然名副其實，連桌子也
是整整齊齊。

▲連冠婷學妹的座位，你
的筆電好高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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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的李欣怡房間！

右上角黃色星星是他們啦啦隊
作的溫馨版版，桌面上又是李
欣怡幫啦啦隊做的文宣DM，
兩種版本都是李欣怡親手繪製
的唷！過不久就會收到了~大
家不要忘了多看個幾眼唷！:D

牆上是小時候跟哥哥妹妹的合
照，實在太Q了

（右下角的粉紅色系列是她室
友的啦）

這位同學…你有點…誇張，好險你不是測量系的，只是李欣怡
的室友，充滿了各式各樣粉紅色的化妝品和日常用品，實在
好壯觀，害得李欣怡被嚴重波及到><

 書櫃占了一大半的系列套書
看起來也太厲害了吧！結果
是能夠滿足環遊世界夢想的
各地風俗民情的書喔！在讀
書之際還可以看遍各地的特
色及奇景，這種書雖然有點
貴，但真的很值得 : )

旁邊還有整齊的小書櫃，可
以放我平常不知道該怎麼收
藏的小冊子跟雜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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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狗仔－女生宿舍大突襲

▲李姿慧的桌子，吃慧頭箍是在附中山南迎的時候
所帶的總召名牌喔！雖然叫吃慧實在有點憨XD

不過你有好多願望和目標喔，希望你都可以如願實
現囉^^

房間還有可愛又溫馨的巧拼，一進來全身髒兮兮的
就可以直接躺在地上睡覺了:3

▲書架上除了日常用品跟書之外，就幾乎沒有其他
雜物，感覺就是認真女孩，這間就是104中數一數
二的乖學生陳宜珮的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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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的就移動到了大三學姐的房間了！ 
這是住在勝二的徐曼涵學姐的房間，勝二公共空
間雖然比勝八九小一些些，但整個感覺還是滿好
的，又很溫馨，五臟俱全的感覺！學姐的桌面上
除了一些memo、竟然還有萬用的可愛小白板，
還有奇特的疑似蜂蜜罐的桶裝濃縮果汁，實在是
太享受啦！還有牆上貼著的黃色紙條，我猜應該
是營隊跟社團的一些回憶吧！ : )

　用曬衣繩當門簾也太
聰明了吧！這樣就能夠
預防不被看到各種千奇
百怪的睡覺姿態了！顆
顆猜這可愛小點點當門
簾的人是誰的床呢？

是系刊總編輯─女神陳
品潔 !

▲結果我發現超級好
玩勁爆的就是…女神在
玩看起來好像有點宅
的哈利波特>////<

還有這個看起來相當厲害的門
簾！
 
是與品潔學姊同住一間房的倪緣
臻學姊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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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狗仔－女生宿舍大突襲

來到大四學姐的房間，就深
深覺得我們根本就是惡魔 : ( 
學姐們好認真喔！

吳姿璇學姐的電腦上還停留
在專業繪圖軟體！
桌上的杯子、筆記本跟鉛筆
盒，恕我的手機畫素差，拍
起來卻還滿有格調的:D

這是學姐上方的書櫃，重點
就是最上面那格，還有透明
窗戶保護著，感覺可以放更
多東西，又不用怕地震的時
候東西會掉下來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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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突襲宿舍時，謝亞璇
學姐還在洗澡>///<　我們
實在是太沒禮貌了:P

謝亞璇學姐的書櫃未免也太
可愛了吧！除了一堆書跟講
義、補品，還有可愛的娃娃
們:3

那隻拉拉熊也太可愛了
吧！不過我還有看到吳姿
璇學姐的床上有隻超級無
敵大的泰迪熊唷！只是他
有點遠，所以想看得就私
訊吳姿璇學姐吧XD

(聽說那個繽紛的行李袋是
謝亞璇的~)

「哇嗚～我還以為___是個乾淨的女孩兒，沒想到竟然…」
哈哈沒有啦！很抱歉這些被我們突擊嚇壞的女孩們了。真是謝謝你們的
合作囉！想爆料的歡迎投稿或是偷偷跟我們說名字吧～

想必你們看完後仍意猶未盡，其實…更精采的還在後頭！！
男士們照過來！別以為你們逃過一劫，下次系刊，你們就將赤裸裸的呈
現在系刊上溜，即將揭發一段段不能告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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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你
玩四年
系會活動大揭密。
撰文／102余明晏、黃爾倫、詹登傑

制服日
10/2

university=由你玩四年
但誰說大學一定要玩社團？
系上活動也可以讓你high翻天。
照過來！照過來！
接下來為您介紹一連串的活動，
錯過保證後悔一輩子！

特別收錄：測夜以及傳情兩位負責人的心路歷程

由你玩四年－系會活動大揭密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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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
宿營

制服日
10/2

October

10/12, 13 ,14

相信每一位新生對於新的生活環境，都是
既期待又怕受傷害。期待大學多采多姿的
生活，又怕無法融入同學。那就快參加
「測量系迎新宿營」！
玩到瘋、吃到爽、認識超多人，三個願望
一次滿足。

常常懷念高中那段青澀的日子？
想重溫第一志願的那種驕傲？
想檢測自己上大學是否發福？
測量系制服日讓你時光倒流，
回到那青春、自信、苗條(？)的時光。



冬湯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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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你玩四年－系會活動大揭密

顧名思義，就是大家一起來唱歌啦！
自由報名，包括個人組與團體組，盡
情展現你／妳的歌藝與活力吧！

系卡Ｋ

November

系沙焢
沒錯！系沙焢看字面就一定知道是要出去焢窯，但只有
焢窯那麼簡單嗎？那你就大錯特錯了，除了焢窯外還會
準備一連串的活動，更難得的是這活動是少數能和大三
大四學長一起玩的，你還不心動嗎？December

孤單、寂寞、覺得冷…
找不到人一起在寒冷的冬至吃湯圓 T_T

測量系：「沒關係！我們陪你！」

在刺骨寒風中，大家聚集在系館後
面，聊著天，配著熱騰騰的湯圓，真
是個溫馨的大家庭。

測量湯圓會，溫暖你的心！

2010年測量系系卡K／經緯廳

▲2010年測量系系沙焢／秋茂園

冬至



春
29

工業
參觀

大獨盃

由學術部舉辦，寒假才有的--「工業參觀」。是一個
讓大家認識測量、接近測量的活動，兩天一夜讓你詳
細了解未來的出路。
想為自己的未來規劃了嗎？報名工業參觀就對了！

系砂鍋

每系所每年的運動盛事不外乎就是
大X盃了。可是我們卻是怎麼看也
看不懂的大獨盃，究竟這個＂獨＂
字到底代表什麼呢？答案就是獨立
科系啦 ！

January

February

March

▲系棒在今年大獨盃拿下亞軍 ▲男排在今年大獨盃一舉奪下亞軍 ▲主辦人之一成大測資
102級葉峻宏

測量系系刊 第四期

咦～甚麼是系砂鍋呢？看到相片裡熱
血的比賽了嗎？沒錯！每年的這天都
會舉辦各種球類包括籃球排球壘球羽
球桌球和保齡球的比賽，是系上不分
大小共襄盛舉的體育盛事！

2010年測量系系卡K／經緯廳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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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你玩四年－系會活動大揭密

文/SV103之夜總召-林子恆

2010年5月4號，上大學第一次的測量之夜，三個月準備的期間，早就
已經想好，大二的時候如果可以，就要當個工人，辦好下一次的測量
之夜。

後來因緣際會當上了測夜總召，但許多事並沒有像一開始想像的那麼
簡單。最基本的，表演人數，連一個劇組都不到，灰心喪志，不管是
在網路上或是直接到系館拉人，加上準備期間，每個人總有自己的想
法，造成的衝突在所難免。說真的，要辦好一個活動真的很難，但除
去路上所有的難關後，站在台上看到鳳凰樹劇場滿滿的觀眾，一切真
的不辛苦。

April

測量
之夜

測量之夜－《測夜未眠》
之夜是系上年度的大活動，帥氣男女開舞，搞笑動跳，精彩大一劇，
最High的Live Band表演，全部是由大一的測量新鮮人演出哦！

▲2011年測量系列週宣傳海報。



測量系
爆料奶酪傳情

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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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節這個大學生特有的假期，
你是要在宿舍打LOL打到吐？
還是要在家睡覺睡到死？
年輕人，出門走走吧！
難得和同學們、學長姐、學弟妹出遊，
一起烤肉、一起騎車、一起跳海。
保證永生難忘！值回票價！

April

May

測量
傳情

測量
之夜

系出遊

傳情是緊接在測量之夜後的活動，每年的傳情物都令人心動
不已，甚至還會附有精美小卡。禮物由我們親手送到被傳情
人手上，收到傳情時，真是感到萬分窩心！

文/SV103 傳情長-陳韻安

沒想太多，一時興起便接下了「傳情長」這份工作，然而接
下來的一切讓我的大二人生精彩絕倫、刻骨銘心。測量傳情
緊接在測量之夜之後，這2項活動可是每年測量系數一數二
的大代誌，馬虎不得。此時，夥伴的重要性不容小覷，大型
活動要成功順利，有如成功男人的背後，總有個賢慧的太
太，幕後工作人員不辭辛勞的幫忙。說真的，說謝謝就太汙
辱他們了，當繁重的負擔壓著我喘不過氣時，因為有大家的
支持，so  I  survive !

2011年測量系
爆料奶酪傳情

2011年系出遊／小琉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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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會近況、榮譽榜

1. 系會員大會在10/9圓滿結束囉！

2. 系會招工將在10/24（三）5:00pm-6:00pm於系館進
行，有興趣加入系會的大一學弟妹請記得來報名喔！說明
會在10/17（三）5:00pm大一教室舉行。

3. 本學年度的新系服已經在系會員大會選出，再過不久就
可以發給大家囉，請各位耐心等待！沒繳系會費的同學若
欲購買，請洽系會工人。

4. 學術部將會於今年十一月底舉辦「系友回娘家」的業界
經驗分享講座，歡迎大家多多參與！

系會
近況



恭喜本系錄取同學
10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測量製圖類科
37060034廖振凱 　37040057蔡季倫 　37020019簡秀羽 
37060020陳均昇 　37010086鄭達人 　37070054劉灯烈 
37010051鄧鴻超 　37010001蔡博閎 　37060035洪宇佳 
37010098黃品瑜 　37010044蔡宏宜 　37040032許溥鑫 
37060010洪曉竹 　37010139吳巧薇 　37030005李青青 
37060027董冠志 　37040003温皓涵 　37060033顏酉純 
37040121李俊銘 　37010027葉　炘 　37060036許雅菁 

 101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測量製圖類科 
44640150賴柏霖 　44610088鄧鴻超　 44620047簡秀羽 
44670055吳維昀 　44660015王智弘 　44660038陳均昇 
44610108林文祥 　44660020董冠志 　44640015閻　顥 
44610093張志鳴 　44610076鄭達人 　44660013楊開元 

榮譽
榜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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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行事曆

測量
行事曆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October

制服日

迎新宿營系會員
大會

系學會
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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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系系刊 第四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November

系砂焢

校慶

系刊
第五期
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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