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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向 GIS 的學習之路

　　申請學校前曾和老師聊過，如果以新的科技發展而言，GIS 和 GPS 在當時
是比較有趣的課題。恰好美國為推動 GIS 的發展而成立命名為 NCGIA 之研究
中心，最後由緬因州立大學 (University of Maine)、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
(University at Buffalo,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及加州大學聖塔芭芭
拉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三所學校成立的團隊得到贊助，
開始積極推廣 GIS 之概念，對我構成很大的吸引力。 在那個時代，GIS 在國內還
是個很新的概念，大學期間接觸的主要是地圖的編繪，並沒有太多電腦處理的課
程，更不要說需要大量資訊科技的 GIS 發展 ( 老師大學時期對電腦頗有興趣的 !)，
國內非常需要這樣的發展，加上自己本身的興趣，因此就選擇 GIS 為主要的研究
方向。在陸續獲得各校的錄取通知後，學校的選擇也曾經陷入天人交戰的狀態，
最後因為 NCGIA 之定位及可以在大師下學習的誘因，選擇了緬因州立大學的測
量工程學系博士班就讀。當初在成大學習的是各類測量的理論與技術，在那邊除
可以學習 GIS，也期許自己可以發揮測量與 GIS 結合的優勢。因為這樣的決定，
不得不犧牲傳統的名校情結，像是俄亥俄州大學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楊
名主任和曾義星老師都是校友 !) 等許多學長姊曾去過的學校。

02



　　當時緬因州立大學的測量系分成 GIS、攝影測量、大地、法律等四組，可以獲
得全面的空間資訊教育及訓練，GIS 組因為 NCGIA 的關係而吸引了許多來自國外
的學生，開會起來就像聯合國一樣熱鬧。緬因州位在美國的東北方，盛產龍蝦，美
國各州的汽車車牌都會包括一個代表性的名稱，緬因州的代表文字是「Vacation 
land」，雖然地方有點偏僻，但算是蠻適合「靜心」讀書、研究和度假的地方。三
個 NCGIA 的學校固定進行交流，各中心都有舉足輕重的教授帶領研究團隊，幾年
下來，獲益良多。尤其在 GIS 的學習上，最大的收穫是跳脫過去純粹技術面的思考，
擴充了自己的觀點與視野，也深刻體認到 GIS 可對未來帶來的衝擊。

時勢造英雄 - 搭上國內 GIS 的順風車

　　由資訊觀點而言，GIS 加入了空間與時間的概念，活化了傳統地圖資料的應用，
帶來許多新的思考，也促成跨領域整合的可能性。但也由於 GIS 的這項特性，不同
領域的發展策略與應用也有所不同，由我們測量人的觀點，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在
我們現有的基礎上，發展出具有我們特色與優勢的 GIS，並繼續追求理論與技術的
突破，這是我們應有的使命。

　　國內之 GIS 在 70 年代開始萌芽，國建會提出國家級地理資訊系統之概念後，
促進了「國土資訊系統」的成立，全面開展政府推動 GIS 之時代。我 83 年畢業回
國時，國土資訊系統的發展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成果，算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陸續
參與了許多計畫。自 93 年開始參與國土資訊系統標準制度這方面的推動任務，這
些年來在標準技術的發展上，累積了許多成果。在 GIS 教學方面，系上的測量教
育相當完整，且隨時代持續精進，我的理想一直都是希望同學們可以同時具有測量
和 GIS 這兩部分的結合能力，成為更全方位的空間資訊人才，因此在課程上除了對
GIS 的介紹外，也一直強化與系上各課程的關係，因為 GIS 應該是我們具有的能力
之一，並不是選項。這些年來，許多畢業同學在政府及業界都有不錯的表現，令我
感到很欣慰。



　　GIS 技術在這幾年有著突飛猛進的發展，從低階到高規，從個人電腦
到大型主機，從實體到雲端，我們面臨著一代代技術的突破，也面臨一波
波的挑戰，未來將是資訊爆炸的時代，應用也日趨多元。如果說網際網路
帶動了 GIS 上一波的革命，行動化科技及雲端科技將是這一波技術革命的
主要推手，我們也必須進一步思考如何持續提升我們的能力。

　　我是測量系 74 級，我們這一屆入學後，測量系才第一次湊滿四個年
級。因為系上的人數比較少，我們從大一開始就與學長有很好的關係。71
級要畢業時，系會想說要辦個系報，我就和另一位同學共同擔任第一任的
系報編輯 ( 小編：老師很謙虛 )，所以還真的算系報的開山始祖。雖然當時
的資源有限，但在系主任的全力支持下，我們克難地手寫鋼板，油印出測
量系有史以來第一份系報 ! 雖然當時只是純粹好玩，報導系上的各類花絮，
如比賽的名次、生活瑣事等，但也重量級地包括同學們的專題研究成果，
例如第一期就有同學把他對於米格機的研究寫成報告，第二期則是成大附
近的推薦美食，算是當時測量系同學的一個很好的資訊交換園地。

開山始祖 - 第一任系報編輯

理論到應用 -NCDR 資訊組共同招集人
　　說到比較特殊的工作經驗，這兩年我有幸在國家防救科技研究中心
(NCDR) 擔任資訊組共同招集人。在 921 之後，大家開始意識到自然災害
( 如：颱風、土石流等等 ) 不只是單一方面的問題，必須結合不同領域的力
量才能有最快最有效的成果，因此成立了以理論及技術發展為主的國家防
救災幕僚團隊。NCDR 是一個跨領域的整合團隊，包括如氣象、洪水、坡
地、旱災、資訊等各領域專家，有機會發揮本身之 GIS 專長，為國家的防
救災資訊技術貢獻一番心力。



      由於人數不多，以前全系同學的關係其實非常緊密，瘋狂的系砂鍋常常
一打就是整個學期，從一個球類打到另一個球類，平常不同班級之間的「友
誼賽」更是多不勝數，到系際盃時，系上更是全員盡出，全力加油。當時
的課程非常的多，學校的電腦資源有限，因此我們不但一起上課，一起打
球，也一起窩在計算機中心的終端機室打作業，再加上暑期實習整天綁在
一起的革命情誼，同學們之間的情誼非常深厚。近年隨著網路逐漸發達以
及筆電的出現，現在的學生生活上的活動越來越多，個體的生活圈越來越
多采多姿，但同學們之間的情誼，就感覺沒有以前那麼緊密了。

      或許因為當初有建教合作實習的關係，當初測量系或許是成大擁有機車
比例最高的系 ( 系上很爽快地給了一天 300 元的頂級薪資 )，但各同學也
是全心學習，不負所託。當時在實習表現好的人，現今都有不錯的發展。
曾經好幾次去開會時，從官員、民間人士到廠商代表，會議桌繞一圈幾乎
都是出身測量系，這樣的革命情感大概也是目前同學不太容易體會的感覺。

過去與現在 - 學生們的比較

      尤其在這樣的跨領域合作機會中，也開創了新的領域拓展契機，有機會
跟這群高度專業的同事一起完成任務，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珍貴及難得
的經驗，也希望有機會進一步提升本系防救災專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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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看、多做、多想
- 對未來想走 GIS 學生的建議

                      GIS 是一門快速發展的學問，老師的上課內容只是一個基礎，
給同學們一個快速的入門，除了上課以外，同學們還是要多看看各類書籍、
雜誌和媒體上的報導，二十年前我們無法想像大量的空間資訊可以透過網
路傳遞，十年前我們無法想像可以把 GIS 帶著走，拜網際網路和行動化科
技的進步，這些目前都已成為事實。每一天都有新的技術被發展或新的資
料被建立，每一天都可能有不同的驚喜，同學們應該要養成廣泛閱讀的習
慣，積極的吸收新知，不要只侷限在課本上。

多看

多做

多想

：               　　成大學生的傳統強項是實作，只有親身下去做，才可能累
積出雄厚的實力，就好像程式設計，無論看過多少書，沒有實際寫程式就
不可能變成高手。同學們不只是要會做，更要知道你改變哪些步驟能夠達
成甚麼成效、怎樣做才能做對、做得更好、更快，會的工具越多，能看待
事情的角度就有不同，因為了解，才有機會創新，正因為創新，別人才會
有驚豔的感覺。系上的訓練目標期許各位同學不但能做，還又有解決問題
的能力，更希望同學們具有領導的能力，這些都必須仰賴理論與實務的結
合，唯有願意做，能力才能持續成長。

                 　　　GIS 是整合性的科學，可包括包羅萬象的資訊，也可以促
進創新的發展。各位同學應該養成隨時及持續思考的習慣，嘗試將不同技
術與觀點加以結合，吸收新知後更要反芻，思考如何與我現有的知識結合，
是不是能產生過去沒有的東西。以後遇到的絕大部分問題可能都不會有教
科書可以給你參考，如果結合專業與發揮創意是 GIS 的專業人員絕對必要
的能力，Google Earth 發表之前，幾乎很難想像這樣的「免費」作業模式，
但現在大家已幾乎離不開網際網路電子地圖的環境，「發想」與「創意」
是很重要的能力，如果不能認清問題，貫通所學，期許各位同學一定要養
成多想的習慣。



　　1999 年 921 地震後，凸顯出防災科技研究對防災、減災工作之重要
性，依據 2001 年頒布施行「災害防救法」成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而其前身為 1997 年 11 月國科會成立之「防災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經由跨領域、兼具學術與實務之科技研發，並透過與部會之共同合作，來
強化我國防災科技之能量。災防科技中心基於被賦予之規劃協調、政策研
議、技術支援與落實應用等任務，推動各項工作之總目標為：「推動與整
合災害防救研發能量，運用各項災害防救科技研發成果，研提災害調適策
略，協助政府強化災害防救作業效能與提昇社會整體抗災能力，減輕災害
事件所造成之衝擊與損失」。未來發展重點將整理如下表五大面向：災害
風險評估、早期預警與應變、資訊服務平台、防災力發展建構、以及落實
推廣應用。

資料來源：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http://ncdr.nat.gov.tw/Home.aspx?WebSiteID=5853983c-7a45-4c1c-9093-
f62cb7458282

NCDR 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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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辦行政人員專訪

劉家彰大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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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 ...

      當初只想要離台北遠遠的，所以
就算分數可以上政大還是選擇南下成
大，另外的選擇是成大化學系和高師
大，但是覺得念化學的整天和那些危
險的物質在一起容易短命，又不想當
老師，所以就來測量系了。

　　導師是當時剛回國的曾義星老師，同時曾宏正老師也是當時的計概老
師喔！但是念了之後又對測量不是很有興趣，最後就變的是只為了那張文
憑而念，只想快快離開出去闖。特別是大二搬出去住，加上打工就「比較少」
來上課了，直到大四才又比較認真，因此創下大一 51 學分、大四 50 學分
的紀錄，剛好湊足 144 個學分。（小編：測量傳奇－橫跨四個年級修課的
葉峻宏學長大四時修了 49 學分！！！）

      畢業後當完兵，選擇到本系測量隊工作，剛好遇上快結案的時候，主要
的是處理數據和報告，大家也漸漸離職另尋出路，最後只剩下他和隊長，
到了那時漸漸才了解到測量是什麼（所以在此鼓勵大家要去暑期工讀喔）。
在接下來的兩三年以監驗工作為主的兩人測量小隊去過許多地方，澎湖、
金門、花蓮、台東、綠島…等等，生活樂逍遙。後來系上連絡說缺一個助教，
算是正式的缺額，這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就決定先來了，想說如果有機
會再換工作，年輕嘛，總是想多試試。但隨著小孩的出生，和年齡的增長，
漸漸的也就打消了離開的念頭，就此奉獻給測量系。88 年退伍後進入測量
隊，92 年進入測量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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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當初大助教也是有報考高普考的，因為一年一聘制對老一輩的家人來
說仍不放心，還是希望小孩能有公務員這樣的「鐵飯碗」，所以退伍後每年
大助教都有報考，但每次都缺考。直到來系上後有一年正好「有空」就去參
加了普考，在沒特別準備情況下，不小心就抱了個正取二回來！原本想說要
到台南的地政機關工作，沒想到因為制度關係最後只有台東的可以選，考慮
到剛組成的家庭，只好就放棄了。這大概是最有機會離開測量系的一次。

「大助教」的出現
       「大助教」一開始是學生取的，在剛到
測量系兩三年開始就有了，只是學生為了
要把他跟研究所助教區分。其實一開始有
跟同學說不用加「大」，就叫助教就好，
但基本上對這名字沒什麼意見，而後來也
就慢慢習慣了，沒想到到現在連老師也都
這麼叫了 ( 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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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工作年間學生弄壞最貴的儀器？

      以前的全站儀比現在更重，該學生在換站時未拆下又以拿扁擔方式扛，
導致三個腳螺旋直接斷裂儀器直接摔到地上，當時的儀器一台大約台幣
三十幾萬，事件發生後系上也開會討論賠償金額，最後只讓學生負擔部分
金額但他也吃了一個學期的泡麵。還有一次最有趣的是有一次考試某位都
計系的同學，平常並沒有常常摸儀器，臨時借儀器勤練還真的讓她過了，
高興得又叫又跳，結果就樂極生悲踢倒別人的儀器，該次賠了五千元。

Q：實際上的工作內容？

1.   帶實習 ( 施永富、白巨川老師會講解，只要隨學生出去外業 )、管理電腦
　  教室。
2.  會計人員退休，工作由大助教接任，開始昏天暗地的生活，因為交接不
　 完整，只好邊做邊學，還要教其他同仁報帳等等 ( 直到現在才開始「進
 　駐新辦公室，原本坐在系電裡後面的機房 )
3.  之後原先管理儀器室的先生也退休，又剛好碰到儀器的汰換時代，工作
 　也只有大助教比較適合接，因此就多了管理儀器室，現在的儀器展示櫃
　 和儀器室都是大助教設計規劃的，以把器材和儀器分開為原則，儀器全
 　部改放在移動櫃裡，節省很多空間。
4.  之後總務也退休了，在新進成員報到前的過渡時期又要加總務，所以變
　 成總務 + 儀器室 + 電腦教室 + 空間資訊教室 + 會計 + 一般行政，後來
 　陳小姐的加入工作也重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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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在你的工作年間有沒有遇過最天兵的學生？

      常常都有，因為通常你教學一次有２∕３的學生聽到了，那你之後還是
必須為了那１∕３的學生再說一次注意事項，例如以前的電池正負極都鬆
開，正常情況應該會順向差結果打開發現那個電池兩極差反了（圖一），
又比如說以前的電池有個外接電線（圖二），正常情況你應該會揹著背
帶走，結果那個學生就抓著外接電線移動就啪！有些學生可能就對機器
方面不是這麼敏感，你再怎麼防也還是防不勝防。

Q：對大一的新生或大二以上的舊生各方面的期許或勉勵。

      因為系上這幾年對資源這部分投入了很大的一部分，希望學生能夠把
握每次使用這些資源的機會，因為不管是軟體的授權也好或是那些專業
的儀器，這些東西系上一年大概花兩百多萬購買，千萬不要浪費了。
      那如同俗語說的＂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既然你現在是學生就至少
要做好學生的本分，在有限的學生生涯裡面應該是你最能夠專心一致吸
收知識的時間，因為你以後出社會工作、組成家庭後，又有更多雜務，
再也無法像學生時期一樣把心思灌注在同件事上，尤其是專業科目絕對
不要輕易放棄學習的機會，但讀書之餘也不要忘記娛樂，跟同學朋友之
間的社交也不要忽略，總而言之，該認真就認真，該放鬆就放鬆，對的
事用心做就對了。



新生專訪。

       不知不覺離開學也過了一小段時間了，在即將要踏入

秋季前 我們訪問了一群剛走入成大殿堂 踏上測量舞台的

一群新生 在這位來的四年內 這群新生們會給測量系怎樣

的驚喜呢？ 而對於剛進來的他們 又有何想法？ 以下是

我們對於幾位新生的訪談內容 ~

文 / 105    蘇梓喬 符明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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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目中的大學是如何 ?

         認真讀書考研究所 ? 進系隊打球 ?
           參加一堆社團活動 ? 還是在宿舍當宅男宅女？

　　念高中時，就覺得大學是個非常美好的地
方，可以不用一直念書。
      

晏羽：

　　因為高中的時候會一直被壓著要讀學測什麼的，所以就
想說大學我一定要去學我想要學的東西，交很多朋友，過著
有如天堂般的生活，這是進大學之前對於大學的幻想。

冠文：
　　大學可以選自己所愛，就像許多加退
選， 你學的東西不是自己想要的，自己會知
道，然後就會往很多方向去思考，大學有很
多的資源可以幫助你找到想要的東西，雖然
現在才大一，但是空間會越來越大，目標會
越來越明確。

14



2. 在大學四年對自己有甚麼期許？

     希望達成哪些目標？變成甚麼樣的自己？

　　看大二的學長姐辦活動辦
完應該很有成就感，也想要辦
活動 , 自己創造這種回憶。

柏翰：
　　在高中的時候，除非是很
好的朋友，不然對其他人會放
不開，所以想說到大學之後要
想想辦法拓展自己，拓展人際
關係，好好享受大學生活。

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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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參加什麼社團？為甚麼會想參加？

冠文：
　　高中已經參加三年吉他社，所以
大學還是想參加吉他社，吉他社的社
課自由度非常大，想選什麼課程就選
什麼課程，這種感覺很不錯。

佳欣：

　　想參加跟別人接觸比較多的社
團， 原 本 想 加 服 務 團， 但 之 前 有
一個領袖社的學姊，來我們宿舍宣
傳，我就被拉過去了，上幾次社課
後發現其實還不錯，可以有不一樣
的體驗。

晏羽：
　　我是參加鋼琴社和游泳社，鋼琴社是因為我很喜歡聽鋼琴曲，常
常聽到好聽的鋼琴曲就希望自己也能談出如此美妙的曲子，小時候有
學過兩三年的鋼琴，後來越來越不常彈，現在覺得鋼琴就這樣放在家
有點可惜，所以就想加鋼琴社，我原本也想學吉他，但學兩種樂器怕
會學不來，然後游泳社是因為我本身就喜歡游泳，想變強一點，讓姿
勢更標準，更快。

　　我參加撞球社及動畫社的剪輯部，參
加動畫社的剪輯部是因為我之前有做過一
些遊戲宣傳片，想說讓自己剪輯技巧更好
一點，至於參加撞球社是因為本身就很愛
打棒球，想磨練自己的技術才會參加。

柏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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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上的活動從新生周到宿營有沒有讓你們更融入

     測量系？從中有沒有獲得什麼？

晏羽：

　　登大人、新生周、然後宿營，當然有
讓我們一窺大學生的樣子，也讓我們更融
入測量系這個大家庭，先不管我了不了
解測量系在做什麼，再說我目前也只學到
一點皮毛，還沒學到很多專業，但參加完
許多活動後，可以感覺到測量系的學長姊
很積極想讓我們融入，不會讓我們那麼陌
生，可以讓我們跟學長姐有更多互動，學
長姐做的這些讓我很感動。學到什麼的
話，就是讓我看見學長姊們對一個活動、
對系上的事情的態度。 柏翰：

　　我以前對班上的活動都不
太參加，如果到大學還不參加
的話可能又會跟以前一樣了。
參加活動後，我才慢慢了解如
何跟其他人互動。

佳欣：
　　進來測量系之前對這個系沒什麼感
覺，之前也沒聽過，但參加完這些活動後
對測量系越來越有感覺，對上課也越來越
有興趣，覺得自己能來到測量是很幸運
的。

17



5. 你們的宿舍生活適應嗎？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擾？

冠文：
　　我之前是補宿的，然後室友是兩個馬來西
亞人，還有一個台南人，第一次搬進來宿舍時
就聞到一股強烈的臭味，我就覺得這不可能是
我的，才剛進去就聞到了，我看其他三個人都
沒什麼反應，後來發現這樣下去我遲早會死掉，
於是就一個一個慢慢問，後來發現是其中一個
馬來西亞人，他的襪子有非常大的問題，而神
奇的是最後我們感情卻變比較好，事情有講開
來，他也把襪子換新了，空氣變得非常清晰。

佳欣：

　　室友有一個印尼人，然後兩個同系
的，印尼人他不會講中文，我也不太會
講英文，所以溝通上就有點困難，所以
每次進宿舍都只會跟她說聲嗨而已，然
後跟同系的也沒有很熱絡，都在做自己
的事，跟之前想像的有點落差。

晏羽：

　　我跟三個外系的住，分別是中文、職治跟經濟，
我們四個來自不同縣市，但我們四個磁場很接近，現
在比較熟了，就會互噹對方，跟他們感情還不錯，之
後會辦小寢遊，帶他們出去玩，像之前有一個室友生
日，其他兩個室友就幫他買蛋糕，但我沒跟到有點愧
咎，就希望下次能一起過生日。 18



6. 你們為甚麼想來測量系？

　　　對未來的出入了解嗎？

冠文：
　　之前來面試，好像大多都會走向公務人員，
我覺得土木跟測量很像，要有一執照在手才能
證明些什麼，很吃執照，然後是很專業的系，
一年不到一百個畢業，不太能取代，未來發展
應該不錯。

佳欣：

　　我原本以為測量只
是在外面測東西，比較
偏向室外，但之後聽老
師上課後感覺比較偏內
業，覺得蠻好玩的。

晏羽：

　　當初會填是把測量當成保險科系，拿來安全起見，殊
不知就上了這個系，來這個系可能會有些人想轉系，但是
以我來說的話，數學地理都是我喜歡的，而且不用修化
學，這點我超開心的，因為我化學不好。所以我應該會安
然的待這裡。

　　我覺得很多人進來這個系應該都是
誤打誤撞，應該沒有人一出生就立志要
讀測量，甚至到了填志願才知道成大有
測量系這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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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們跟直屬相處得如何？

　　　對你們是否有關心？
冠文：

　　非常融洽，太好相處，剛好我也很好相處，可
以正常聊天，去吃飯他也會約我，又剛好都是系
籃，完全沒有隔閡，可以一起耍白癡，然後有什麼
事情他都會跟我講，我也常常會亂問問題，他也會
隨便亂答。

晏羽：
　　 我 跟 我 學 長 相 處 得 也 不
錯，是個蠻好的人，下禮拜要
去吃家聚，然後我們之前也單
獨去吃過，也有學長姊跟我說
他人很好，我覺得我很幸運。

柏翰：
　　我跟我的直屬學姊有在臉書聊
過天，我有什麼問題都會問她，她
也會回答，但我們是吃家聚當天才
第一次見面，結果不知道要聊什麼，
希望能盡快跟她打好關係。

佳欣：
　　北迎茶會的時候認直屬，那時大家講
到學長時，就一直在起鬨，說什麼有整型
之類的，然後第一次見到學長時覺得他超
靦腆的，然後有什麼事都可以跟直屬討論，
我覺得我的直屬很棒。 20



8. 有什麼事想分享的嗎 (感情、日常生活等 )？

晏羽：

　　大家新生盃都很棒，各種項
目各種運動都很厲害，然後比賽
時大一到大四都會一起來看，感
覺蠻不錯的。尤其是女排冠軍戰
的時候，氣勢壓過對方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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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系生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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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大學以後，你可能發現你所讀的科系並不是你的興趣，
因此就誕生了一群轉系生，然後我們一定很好奇，轉系生在轉
系的過程中與新環境的適應中碰到了一些什麼問題？今天請到
了從護理系轉來測量系的轉系生乖寶 (郭昀慈 )，就讓我們一同
來瞭解轉系生的經驗談吧！

                   你為什麼想轉來測量系？

　　一方面對護理沒有興趣，我大一時就想轉了，
跟系主任聊完後就想說再讀一年試試看好了，因為
大一的課程比較偏向學術性，大二才開始比較接觸
到醫院的工作，順便看看醫院環境如何，所以就再
讀了一年，但是在大二進去醫院實習的時候，就覺
得壓力很大，每次要實習時我就會變得很暴躁，所
以覺得自己不適合護理，又有了轉系的念頭，然後
轉了測量系是因為想走公職，因為如果我留在護理
系的話也會去考護理方面的公職，轉來測量系想說
蠻多畢業生都走這條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興趣，
因為實習很好玩，我也很喜歡四處趴趴走，所以我
還蠻黑的，不怕曬太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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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來之後面了哪些問題？

　　一開始轉來壓力比較大的是人際，因為測量
系我認識的人不多，只有幾個而已，像大三的有
志嘉、爾倫，大二的就冠婷吧，然後那時選課的
時候，鄭小姐也幫我蠻多的，一開始還蠻不適應
的就是不認識大家都不知道要講什麼，還蠻怕生
的，課業的話就普物跟微積分很可怕，但是其他
課都還蠻好玩的。

                  經過測量系幾次活動後你有
        麼感想？

　　我覺得大二蠻團結的，cover 聲很夠，會互相
嗆來嗆去，感覺感情很好，大一也很好玩，有不少
特別的人，然後每個活動都很有趣，也能跟大家變
熟，原本是想要每個活動都參加，不過也怕沒時間
讀書，所以也沒有每個都參加。

                      你有想好未來的路怎麼走嗎？

　　近期就把書唸好吧，以後想找公職，趕快去工作，目前還沒有想說
要考研究所。

2.

3.

4.

24



                     妳曾經出過什麼糗？

(1) 我曾經誤把手機當成冷氣遙控器，拿
起來轉的時候發現自己拿錯了。

(2) 曾經有人回頭叫妹妹，我以為是叫我，
我就回應她，結果她是叫我後面的小妹
妹。

                    妳為什麼叫乖寶？

　　因為我剛進國一的時候很安靜，
大家都叫我乖寶寶，然後就變成乖寶
了，於是一直沿用到現在。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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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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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肉圓是先蒸過後，再低溫油炸，而台南的肉圓僅用蒸的，雖

然大家最為耳熟能詳的是彰化肉圓，但是其實台南的肉圓也十分具有

特色，尤其又以蝦仁肉圓為箇中代表！不過由於距離的關係，在這裡

編者就先介紹一家也一樣具有十足特色的專賣肉圓店家 ---「武廟肉

圓」。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225 號
．營業時間：下午 1 點至賣完（約六點半左右）
                  每周二公休

                        

武
          
廟
          

肉
          
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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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廟
          

肉
          
圓
          
！

　　位於赤崁樓的對面、祀典武廟的
入口，所以這家店就叫「武廟肉圓」
了。肉圓外皮是由浸泡了四五個小時
的蓬萊米磨漿後，再加入地瓜粉所製
成，和一般的台南肉圓比起來，口感
Q 了不少，肉餡則是滷製過的豬肉，
據說每日限量五百顆。

       另外吃台南的肉圓，蒜泥可說是
必加的佐料，也有人喜歡搭配哇沙米
一起吃。由於店面小、位置少，到了
假日時候遊客多，隊伍常常大排長龍，
而且不管是平日或假日，太晚去很有
可能就吃不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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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缸
豆
花
！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225 號
營業時間：下午 1 點至賣完（約六點半左右）
              　  每周二公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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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編者十分推薦的豆花店是，安平的茂記黑豆花和北忠街的無名豆花，但是
距離學校較遠，而這家水缸豆花店離學校比較近，離大東夜市也不遠，並且口味也
頗不錯，所以就先推薦給學弟妹們看看囉！
　　老闆娘說原本他們在別地營業，後來改搬來這裡也四年多了。她說老闆最初是
向一位專門製作豆腐的師傅學習，後來老闆出來創業經營豆花，以品質好的黃豆和
「中藥石膏」來製作傳統豆花，走健康路線。現在由老闆一家人經營，之後會由老
闆的女兒接手。
　　這家店很特殊的是，有以糖水或豆漿為
湯底兩種選擇，豆花口感偏軟嫩，老闆娘說
他們的招牌是綜合豆花豆漿，而編者我很推
薦他們的波霸。我們問老闆娘為何店名叫做
「水缸」豆花，老闆娘笑著說，因為最早以
前都是用很重的陶水缸來製作豆花，而現在
已經有其他容器可使用了，所以幾乎沒有店
家，再使用水缸來盛裝豆花，但是他們現在
仍然繼續使用，所以店名就叫「水缸豆花」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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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記真正紅燒土魠魚羹！

      相信大家對於台南的擔仔麵、碗粿、虱目魚料理等等，
已經耳熟能詳了吧？其實土魠魚羹也是台南的一項著名
美食呢！所以編者推薦了一家離學校頗近又蠻不錯的土
魠魚羹店。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46 號

　　　　　　．營業時間：早上 10 點半
　　　　　　　　　　　　至晚上 10 點半
　　　　　　　　　　　　隔周休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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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記真正紅燒土魠魚羹！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民族路二段 46 號

　　　　　　．營業時間：早上 10 點半
　　　　　　　　　　　　至晚上 10 點半
　　　　　　　　　　　　隔周休星期二

　　這家土魠魚羹位在民族路上，已經開店四十多年了，現在由第二代接手。唯一
的菜色就是土魠魚羹（可以選擇麵或米粉，大碗 60 小碗 50），紅燒的意思是指土
魠魚肉用炸的，土魠魚塊肉質軟而不乾不柴，湯有勾芡呈不透明狀，味道酸酸甜甜，
很道地的台南味。
　　這家店的第一代老闆很熱情地跟
我們介紹說，他們的魚來自東南亞海
域，因為是第一手的魚貨，所以品質
好又新鮮，很受顧客歡迎。我們問老
闆一天可以吃掉多少條魚，老闆說是
商業機密無可奉告。不過看用餐時段，
客人們來來去去不曾間斷，相信每天
一定都賣掉非常多啦。

註：編者我第一次吃的時候幾乎不太能接受，因為天氣非常熱，羹湯又超燙的，而
且酸味頗強，那時我想說台南人怎麼還吃得下去啊…Orz，但沒想到來台南久了之
後，竟然喜歡上這樣的味道了，所以飲食真的跟習慣很有關係呢！（所以剛開始時，
如果你們吃了之後完全不能接受，可不要怪編者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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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餐到底要吃什麼啊？附近的都吃膩了，還能去哪裡吃
早餐呢？

你是否有上述的困擾呢？不要緊，今天小編們要帶你們
一起去探訪台南一些會讓你讚賞到彈舌的早餐店，就讓

我們出發吧！

BreakFast
一日之計在於晨─早餐店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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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介紹的這家
位於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 348 號的

吐司吐司

  　　　　　　　　　　　　　　　　訂購專線 06-2136721
　　　　　　　　　　　　　　　　 營業時間 06:00-11:00

吐
司

吐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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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了幾分鐘之
後， 香 氣 四 溢 的
早 點 終 於 送 到 了
面前，可以感受到
店家的用心是，早
餐們被老闆簡單卻
又不失華麗地排列
過，雖然於心不忍，
但為了空空如也的
肚子，小編們還是
張嘴吃下去了。

　　一下飛機！ㄜ…不對，是一下
機車，就發現有不少客人正在排
隊，小編們秉持著吃美食不落人後
的精神也加入行列，既然名為吐司
吐司，菜單裡頭當然少不了的就是
各種吐司類的早點，像是法式吐司
系列、果醬吐司系列、丹麥吐司系
列、起酥吐司系列等，至於其他種
類的早餐，例如燒餅、蛋餅以及漢
堡當然也是不可少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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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這裡，不得不推薦的就是這裡的薯泥起司蛋餅，
再配上一杯芝麻豆漿，對於喜愛吃起司與薯泥的大眾們，
看到如此不一般的早點，應該會垂涎三尺吧，
那就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在口水掉到地上之前，趕緊來到
吐司吐司品嘗品嘗這美味的早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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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介紹這家

位於台南市南區健康路一段 77 號的

藝術轉角

電話 06-213-3355
營業時間 07:30 ～ 10:30 ( 假日 )

藝術
    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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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假日，為了不浪費美好的上午，我們是否都會想吃些特
別的呢，我想，藝術轉角能陪你度過悠閒的早餐時間。
　　藝術轉角最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早餐 Buffet 吃到飽！光聽
到這點應該就有不少民眾為之心動了吧，不過，你沒聽錯，就是
吃到飽！

　　在這裡，你不僅可以享受美食，還能順便欣賞周圍的環境，
想像一下自己身在法國普羅旺斯，感受舒服的陽光與周圍的美
景，自在地吃著這樣一頓早餐，是否很讓人羨慕呢？內部擺設典
雅莊重，Buffet 區整齊地擺放著甜美的食物，有麵包、番薯粥、
小饅頭、生菜沙拉、還有其他隨著時間都會定期更改的菜色，這
樣難得的早餐，絕不能輕易地就放過！



　　 在這裡消費，一個人是 149 吃到飽，藝術轉角的假日早餐標榜的
是健康，因此食物上大部分都已蔬食為主，對於愛吃肉的民眾，可能
就很難滿足您的需求。小編們來到這裡，便開始迅速地東嚐西嚐，其
中，他的玉米濃湯與糖心蛋是小編的最愛，前前後後去盛了不下五六
次，而自助區的食物補充速度也很快，不會有讓客人等的情形，這點
小編不得不讚賞，他讓小編們吃的開心與滿足。

　　在飽餐一頓之後，小編們就
想，如果不介紹這裡就太可惜了，
對於晚起床的民眾，甚至可以把
這裡當成早午餐一併解決，是不
是很划得來呢？沒錯！就是這
裡！不要猶豫了，趕緊利用假日
的早晨，好好的來享受一下藝術
轉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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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宿營

系砂控

新生週

Sep Oct



系卡 K

Nov Dec

湯圓會



工業參訪

Jan Feb



單車節

Mar



系砂鍋

系出遊

Ap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