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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專訪

江凱偉 教授
     現任系主任
[ 文 /106 級 吳俞萱 鄭詩育 周冠妤
   圖 /106 級 吳俞萱 鄭詩育 周冠妤 江老師提供 ]

測量系系刊 009 期
卡加立大學的夏天

測量大學長
我們那個年代都是填志願

儀上面寫成大測量的腳架，當
時我告訴自己：「哇！這麼辛
苦，我一定不要唸測量系」，

江老師提供的相片

的，因為當時考試沒有考好， 後來那是我學長……另一件事
是我爸爸的朋友叫我去讀建築
原則上以選擇成大為主，測
量系基本上是眾多選項的其

系，當時我說我不喜歡畫圖，

中之一，原本最想要念的科

也不喜歡算數學，結果測量系

系是航太系，但因為分數的

兩個都有……剛好原先不想唸

關係就到了測量系，所以當

的，後來都唸到了。因為當時

初對測量系也是都不認識。

考聯考的關係，很難真的唸到

在填志願的前兩三天，我們

自己想要的科系，除非有相當

家前面有人在做測量，經緯

好的成績，絕大部分的人都是
進來才適應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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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
奇緣
研究所畢業之後，在思考未來方向，就去當兵，當預官
時就在思考要考高考還是補托福出國，後來跑去補托福，
也報了高考，剛好托福和高考是同一天考，托福是下午考，
而正巧睡過頭，就錯過了高考。而托福的成績過了門檻，
就申請出國。選擇學校這方面有和指導老師討論，老師建
議的國家為除了德國以外歐洲其他地方，或是荷蘭跟加拿
大。看到加拿大學校網頁的學校、宿舍都很漂亮，加拿大
在秋天時有楓葉，約在每年九月中，楓樹會由綠色轉黃色
接著落下。但不幸的是我去的時間是四月，正逢融雪，像
沙漠一樣，沒什麼樹葉，草也都是枯的，當時有點想哭，
來到這麼悲慘的地方，不過很神奇的是草在融雪兩個禮拜
後都長出來了。所以葉子由綠轉黃到落下只要兩個禮拜，
而從枯的長到綠葉也是兩個禮拜，相當的快，所以兩個禮
拜之後就覺得加拿大相當不錯，校園也比這邊大。基本上
學校是個小山頭，校園很大，當時都用做停車場，但現在
都拆掉當系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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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和台灣的差別

主任認為哪個選擇都沒有絕對的好或壞，只是根據選擇的不
同，就會面臨不一樣的挑戰。就職於公家機關，眾所皆知是一

大致可分為三類：1. 人 2. 環
境 3. 產業界的影響

條平穩的道路，工作上並不會有太大的起伏，但所學到的事不

首先，最為明顯的就是語

一定會比在外面公司來的多，雖然在業界的公司可能會比較辛

言的差異，為了與他人交流，
必須要有一定的語文能力。
而且，與國內讀書有很大的
不同是同儕來自世界各地，
有可能是來自印度、韓國或
是美國…等，所要面臨的競
爭力也相對來的大。再者，
主任在加拿大求學時的教授
指導方式較為放任，教授注
重大方向，那時主任博士論
文的題目是之前幾乎沒有人
做過的，但教授並不因此持
反對意見，反而很支持這項
創新。

8

未來的選擇

勞，但所累積的經驗值會多很多，得到的關係人脈也會不一樣。
在氣候上，加拿大
的溫度範圍為 30° C ～ -

當你實力夠時要不怕闖，能多考慮公職以外的選擇，有時候其
它選項發展會更大。

30° C，一年的溫差相當大，
與台灣副熱帶的氣候相差
甚大。另外，測量車源於
美國及加拿大，在加拿大
測量人士的地位相較於台
灣高很多，加拿大的產業
結構也比台灣好很多。在
研究論文上會受產業界的
影響，所研究出的產品較
能兼顧創新及實用。

9

系主任的期許
主任勉勵我們能試著從 Google 的發展看測量及空間資訊學
系，了解不同領域的人，對於坐標系統的需求，研發出一個能
符合最多人需求的產品，並非每一個量測的精度都要很高，這
部分是很彈性，主任更勉勵我們要走在 Google 公司的前端，
想辦法讓 Google 對你的產品感興趣，並且向你購買該產品的
專利權。

馬拉松小子
陳亮頤
大學部二年級

空間資訊人員並非僅僅侷限在傳統測量，例如導航公司也需
要雇用不少空間資訊人員，航空公司亦可將 GPS 運用於飛機起
降等等……，只要活用測量所學於日常生活中，並且更積極主動
的學習新知，以開放的心胸，接受未來的各種挑戰，相信以我
們的資質，最後一定都能品嘗到甜美的果實的。

◈起源

[ 文 /106 級 林紹輔 ]

我爸本身有在參加鐵人三項、路跑這類活動，會開始參加也
是受到他的影響。國中時他幫我報了一場 10K 的路跑，跑完並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之後我爸只要有參加路跑，他都會順便
幫我報名，就這樣，越跑越有心得、越跑越有興趣，在升高三
的暑假參加了第一場馬拉松，覺得腳快斷掉了，但也頗有挑戰
性。之後升大學，操場就在宿舍旁邊，超方便，有空就去跑步，
不只跑步能力提升、對跑步的興趣又更加濃烈，在往後馬拉松
的成績也都有進步，讓我更想持續地跑下去、突破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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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 成績最好的一
場 馬 拉 松， 三 時
四十四分

持之以恆

一開始就把它當作運動，並沒有特別期待或有什麼期望，
多跑幾次後才發覺路跑的樂趣，能在路跑活動中遇到許多
在操場跑步所體驗不到的事物，而且隨著距離增加，挑戰
增加，完成時的爽度也會增加，現在，我會很期待每一場
馬拉松，懷著突破紀錄的心情，享受每場 42K 不同的風情，
有時艷陽高照，有時滂沱大雨，時而穿梭在高樓大廈中，
時而漫步在鄉村田野中，加油團在旁邊為你加油打氣，跑
者之間互相鼓勵，這些都是平常在操場比較難體會到的。

◈神奇馬拉松
苗栗神奇馬拉松是我跑過最神奇的一場馬拉松，一開始
大家坐接駁車到半山腰的起跑點，起跑後一路往山下跑，

◈再辛苦都值得

跑至苗栗體育館，這整段路程超過一半都是下坡，還挺有
趣的，雖然下坡跑起來比較輕鬆，但對膝蓋的負擔也比較
大，讓我不敢衝太快。而有一站補給站的補給品竟然有草

我覺得對我來說，跑馬拉松算另一方面的享受，雖然每
次跑完腳都很酸痛，但總覺得身心舒暢，好想再跑一次！

莓，我覺得挺新鮮的，一般的補給品不外乎香蕉、巧克

跑步一開始或許枯燥乏味，但只要你撐過了撞牆期，一定

直停在那補給站啊！這場馬拉松也讓我拿到第一個獎盃，

能體會到跑步的樂趣，馬拉松並不是遙不可及，只是需要

一切的一切都好神奇！

力、鹽等等，沒想到能吃到草莓這種高級的水果，真想一

跑步的累積與多一點的毅力，相信你也會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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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 " 天 " 而行

◈源源不絕的能量

◈登山社 ING

我覺得對馬拉松影響
最大的就是天氣。之前跑

我為了要跑馬拉松，幾乎
每天都會去跑步，每次至少

一開始完全沒有加入登山社的念頭，直到看了 MIT 台
灣誌的中央山脈大縱走，讓我也想一窺台灣高山的美，因

了桃園的竹圍馬拉松，那

5K，這讓我體力增加不少，

此加入了登山社。加入登山社的第一支隊伍 : 水漾森林，

場馬拉松是跑在快速道路

有時到了三更半夜也不會感

因九二一大地震而形成的水漾森林，幽靜的山谷裡，寂靜

上，當天天氣炎熱、艷陽

到累；因為我幾乎都是晚上

的湖水中央矗立著巨大的柳杉枯木群，萬物沉沒倒影在湖

高照，跑在完全沒遮蔽的

跑步，所以晚餐後就不再吃

中，湖中天外有另一個世界。枯木與潭水，相映成一幅美

快速道路上，我都快被烤

東西，以維持良好的跑步狀

麗的圖畫，加上此時仍雲霧繚繞，更給人一種凋亡之美，

乾了！當天不知為何衣服

態，如此一學期，我發現我

如夢似幻。原來台灣山林中還藏有這極致美地，讓我更確

摩擦乳頭摩擦得特別嚴重，

瘦了 7 公斤左右，對於想

定我想爬山。

都磨出血了，非常疼痛，

要減肥的同學不妨可以試一

只好把衣服脫下來跑，上

試，規律的運動習慣與不亂

半身被太陽狠毒的曬著，

吃零食相信是有幫助的。

暑假走了有著最美麗高山草原之稱的能高安東軍縱走，
穿梭在高山草坡中，才發現，人類真是渺小啊！大自然的

慢慢的跑完這場馬拉松，

偉大、高山的美，豈是我們區區人類能夠改變、能夠捕捉

成績也不盡理想，回家之

的嗎？一路上還有水鹿兄弟的陪伴，增添不少趣味，而我

後發現曬傷並脫皮，我想，

也是第一次聽到水鹿的叫聲呢！

夏天跑馬拉松真的要注意
啊！

▶ 和超馬好手關家良一跑
同一場馬拉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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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文 /106 級 李暐 陳亮頤 ]

道地台灣味

垃圾麵

地址：中西區成功路鴨母寮市場內
營業時間：06:30~13:30

番薯厝肉粿
地址：永康區西勢路 82 巷 31 號
		
營業時間：05:00~ 售完為止
（通常是 07:00）

這家麵店並沒有真正的
名字，它被大家稱為垃圾

垃圾麵雖然只是陽春麵，
其中的功夫卻一點也不簡

麵，或者是拉撒（骯髒）麵。 單。麵裡加的不是常在麵攤

番薯厝是西勢里的舊稱，這家「番薯厝肉粿」在這裡飄香了
四十餘年，是許多番薯厝人從小吃到大的家鄉美味。從外觀看
去，這棟日式木造平房沒有招牌，也沒有菜單，卻有著絡繹不
絕的人潮，一看就知道是隱藏版的在地美食。

麵本身當然並不骯髒，只是

吃到的白菜，而是芥菜。老

因為這家店位於菜市場內，

闆堅持用炭火燒煮，所以在

附近環境比較雜亂而已。只

麵湯裡會有一種淡淡的香

黃酥脆，再加上荷包

要是當地人，一定都會知道

味。最後在麵上淋上肥肉燥，

蛋，泡在店家特製的

這家垃圾麵。所以如果想要

搭配著細圓麵來吃，口感極

「醬湯汁」中，令人

前往嘗鮮的話，只要走進市

佳。也可以自行選擇要加餛

食指大動。再加上一

場內，問問其他人怎麼走就

飩、魚丸、貢丸等料，讓陽

匙提出香氣的辣醬，

可以了。

春麵也變得豪華起來。

就算不愛吃辣的人也一定能吃得很過癮。之所以會說是醬湯汁，

油粿的表皮煎得金

是因為醬汁就算全部喝光，也不會覺得死鹹。醬汁裡頭還有六、
七塊虱目魚肉，簡直就是魚湯和醬汁的合體。早鳥限定的肉粿，
遠離市區的喧囂，飄散著故鄉的人情味，填飽許多在地人的肚
皮這道傳統美食，一份只要四十元，值得大家早起前去品嘗。

16

17

測量系系刊 009 期

道地台灣味

懷舊小棧

阿松割包

		地址：中西區五妃街 206 號

地址：中西區國華街三段 181 號

		

營業時間：08:00~18:00

營業時間：10:30~22:00

懷舊小棧的招牌是木招牌，店門口掛著兩盞大紅燈籠，還有
一副門聯，頗有古風。而進到店裡，又是另一種懷舊的味道。
店內的桌椅是木製的課桌椅，桌子上還充滿了奇異筆、立可白
等塗鴉，感覺就像是回到了小學的年代。一坐上木頭小椅子，
就忍不住打開話匣子，甚至像個小學生一樣，和身旁的朋友嬉
笑打鬧起來。
懷舊小棧的特色
是豆腐。菜單上頭
寫滿了各式配料，
讓人看得眼花撩亂
。簡單來講，先選
擇主料（杏仁豆腐

阿松割包位在永樂市場

發現豬舌很有嚼勁，因為用

內，大致的位置是國華街和

中藥燉過的緣故，也沒有腥

民族路口。黃底藍字的招牌

味，有著淡淡的像豬肝的味

很明顯，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道。割包裡的酸菜稍微偏酸，

這裡的割包有分普通包、瘦

具有去油膩的效果。一般割

肉包、豬舌包三種，一份是

包裡加花生粉，這裡用的則

兩個。

是特調的花生胡麻醬，吃起

阿松割包最有名的便是豬

來非常清爽。店家很貼心，

舌包，聽到豬舌這個名字，雖

提供了塑膠袋供客人使用，

然感覺有點害怕，最後還是一

所以不會把手弄得油油的。

咬牙決定試試這裡最有名的

另外，還會附上一碗熬煮豬

美味。大口地咬了下去以後，

肉的高湯，十分鮮甜。

／抹茶豆腐／鮮奶豆腐），可以冰加豆腐，也可以純冰或是純
豆腐。接著再選擇要加的配料，有紅豆、綠豆、薏仁、地瓜、
芋頭、巧克力醬等十餘種。
抹茶豆腐有很濃的抹茶香味，卻又不苦，鋪陳在冰上，冰冰
涼涼的，一不小心就滑入喉嚨。而鮮奶豆花淋上煉乳，充滿了
奶香，甜滋滋的又很爽口。總的來說，這裡有著各式各樣的冰
品搭配，適合三五好友聚會，每個人選自己喜歡的口味，也可
		

以交換著吃，試試不同的味道。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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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台灣味

東區焦糖包心粉圓

卓家汕頭魚麵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一段 158 號
營業時間：10:00~21:00

		地址：台南市北區公園南路 77 號
		

營業時間：11:00-22:00

日正當中，與李暐一同來到位於開山廟旁的卓家汕頭魚麵，
排隊人潮不少，大約等了 10 分鐘才輪到我們點餐。我們點了肉

晚餐完當然要來個飯後甜點囉！位於台南公園旁的包心粉
圓，店面乾淨明亮寬敞，感覺挺舒適的，我們分別點了紅豆口

燥飯、魚麵以及魚冊湯。
魚麵 ( 乾 )，利用狗母魚打成魚

味以及花生口味。當餐點送上來時，我們嚇了一跳，這是〝經

漿再製作成魚麵，小碗 45 元分量

典咖哩〞吧？顛覆以往像冰山一樣的刨冰，冰被壓平與盤子同

不多，乾魚麵裡加了海苔、白菜、

高，表面呈圓弧狀，再配上咖啡色的焦糖與煉乳，你說像不像

芹菜並灑上胡椒粉與香油，吃起來

焗烤咖哩！他的芋圓和珍珠與冰分開裝，避免被「凍僵」了，

QQ 的並帶有魚的香氣，整體吃起

當我挖開焗烤咖哩時，底下便是紅豆與仙草，最特別的是，他

來挺清爽的。

加了麵茶，吃起來甜而不膩，感覺有一種古早味香氣，讓這甜

魚冊湯，把魚漿桿平後捲成圓筒

點脫穎而出，沒想到麵茶與冰品那麼的搭！焦糖帶有一點點的

狀，中間再放一小段芹菜，吃起來

苦味，苦甜苦甜的，除了原本焦糖的風味外，也提升了煉乳的

像一般的魚肉，只是魚冊這個名字

香醇。一碗 45 元的焦糖煉乳紅豆冰，當晚滿足的溫存，吃著冰，

還頗讓人好奇的，魚湯喝起來清爽

與朋友閒聊。

帶點魚的鮮味，配上白菜，不知不
覺就喝完了。
肉燥飯，小碗 20 元，上面鋪滿
了肉燥與小黃瓜片，吃起來不會油膩，滷汁滷肉鹹度也恰到好
處，超入味。整體來說分量偏少，想吃飽的同學可能要準備多
一點錢，但這魚麵的好味道，會讓你唇齒留香，想再來光顧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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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台灣味

炸雞洋行

地址：台南市中西區國華街三段 26 號台南淺草新天地
營業時間：週四週五 13:00~ 售完
週六週日 12:00~ 售完

新一二三冰城
地址：台南市北區開元路 212 巷 124 弄 28 號
營業時間：10:00~21:00
		

賣到 12 月底後就會休息到隔年 3 月左右

秋天的夜晚特別涼爽，我

利用下午空堂時間，與李暐及美食
家來到位於國華街的炸鷄洋行，攤位

與羨堯跟著李暐來到這隱身

經過設計，前面還放了一隻雞玩偶，

在巷弄的神祕冰店，沒有特別

連菜單名稱也挺有趣的，四位工作人

醒目的招牌，我想可能只有在

員帶著貝雷帽，穿著吊帶褲，女店員

地人或老饕才知道吧！一進

親切的笑容加上整齊的制服，很難不
引人注目！
我們分別點了三兩腿與八兩雞，很幸運的我們拿到了剛出爐
的炸雞，香味撲鼻而來，令人食指大動。咬下第一口，哇！皮
薄肉嫩，而且還流出肉汁，緊接著第二口、第三口，當吃完雞
腿時肉汁早已流滿整個紙袋，不過店家很貼心有準備衛生紙和
濕紙巾，不用擔心手油油的。炸鷄洋行的炸雞不像一般吃的炸
雞那麼的油，也沒有加特別多的辛香料，利用氣壓式炸鍋鎖住
肉汁，讓顧客嚐到雞肉的原汁原味、雞肉的鮮甜！

▶ 一隻 60 元的八兩雞
與 45 元的三兩腿，風
格特別的炸雞攤，值
得一試，說不定讓你
一試成主顧。
22

到店面，第一個感覺就是：怎
麼跑進別人家裡！家庭式的
店面透露著這家冰店的歷史，
白色磁磚的儲冰空間、古老的
製冰機器、依舊用阿摩尼亞古
早冷凍方法來製作香綿冰，依
循古法製冰的店家比較少見
了啊！我們點了巧克力牛奶
冰與紅豆牛奶冰，主角香綿冰
口感綿密，香蕉油的清香在嘴
裡徘徊，就是喜歡這一味，洗
去晚餐時的重口味，甜甜的冰
亦甜在心裡。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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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活動跑下來，最喜歡的回憶是什麼 ?
冠文 :
我覺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竹友的迎
新宿營。「拜火」這個詞在竹友聽到真的
會ㄘㄨㄚ ˋ 個半死。我們一般拜火大概
只拜 15 分鐘，最猛大概 3 小時。但是我
們要拜 1 個小時半 --- 整整跪在地上 1 個
小時半。在營前訓的時候非常誇張，幾乎
每天都要上一次天堂。至於為甚麼呢 ? 當
下你不會有感覺，你甚至不知道你下一刻
是不是就會倒下去。但是每次抬頭，看
到身旁的夥伴還是繼續在為這個活動努
力，就會停不下來。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給新鮮人的專題 --

由你玩這一年
圖 / 106 徐珮晴
文 / 106 黃柏翰
和同班同學的系上活動 ? 聯誼性質的校友會活動 ? 到底
要選哪個

當然是兩個都要啊！

來到了成大，可是有不少活動等著大
家。不論是系上活動還是校友會，相信
大家都很想跑吧。只不過，有時候跑活
動就是會碰到必須抉擇的時候。這次訪
問到三位系上活動跟校友會都有參加的
人士，來聽聽他們的想法吧 !

24

的 --- 維持校友會一個非常重要的信念。也是因為它有必要的
存在吧。在外人甚至是 107 的看來，可能就只是個必要的形式，
但它已經內化成一個信念了。

紹倫 :
應該就是我跑的第一個活動吧，就是中友美食周。因為那
是我第一次知道約練，也是第一次認識系上以外的人。覺得很
快樂。

詩育 :
我最喜歡的 ... 就是上台吧。覺得練了那麼久，最後有
個成果，在台上表演出來讓大家看到，聽到大家的歡呼聲，
就會覺得很感動。自己練了那麼久，終於可以把這個成果
給大家看。
25

2
Q跑了這麼多活動，你們有沒有遺憾的事
?
冠文 :
跑活動跑得太認真，就會失去了你課業上的程度。
像是竹友之夜後的第二次微積分 ( 期中考 )，我竟然
跟第一次差了 70 多分。覺得有點不可思議。要會玩
會讀書才是真正的好，而我就只是盡量做到不被當而
已。沒有能兩個都兼顧的感覺。

詩育 :
遺憾喔 ... 成績就算了啦。我那時候本來有想要去
流舞。可是當時我有跑美食周，流舞的上課時間又跟
美食周衝突。可是我又怕事後練又練不起來，所以到
最後就沒有去流舞了。而且我還繳了社費 ! 結果後來
都沒有去，社服也沒去拿。就覺得有點 ... 可惜，不然
可以學到很多。最後都沒有學到，只學了美食周的舞。

紹倫 :
下學期我們有之夜。我覺得很可惜是我們中友之
夜跟測量之夜時間太近，就導致自己只能「割愛」選
一個活動跑。不然其實我還蠻想跑測夜的。如果說測
夜跟中友之夜一個是在上學期的話就會跑。真的很可
惜，又失去了一次跟系上約練的機會。還有一個覺得
很可惜的是我從大一進來到現在的劇組都是沒講過話
的。上學期是搞 M( 搞笑型 MV)、下學期是音樂劇、
3S 是搞開、宿營是男開。你看我都想說演一次講話
的結果都沒有。宿營營前訓公布劇組的時候就當場傻
眼。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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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如何取捨校友會和系上的時間衝突 ?
紹倫 :

我當時會選擇中夜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對系上同學已經有一
定的認識。跑中夜的話，我是跟不同系的人但又是中友的朋友。
想多認識其他人，多擴展人脈吧。系上的話，我應該也只有測
夜這個活動沒有參加到而已。所以就覺得還好。

詩育 :
應該就選自己想要的吧。像
我們之夜的舞就是很長，練了很
多。我就會想要多練一些。我們
應該練了 ...4 首吧。我們分很多，
也練很多。覺得這樣還蠻有收穫
的。. 我想要練多一點。因為我沒
有跑很多活動，我覺得跑很多的
話會沒辦法兼顧。所以就選一個
能練比較多的，然後專心在那上
面。

冠文 :

詩育的中友之夜

我從頭到尾都沒撞到阿。我竹友和系上全跑。因為之夜是
完全錯開，大概差半年的準備時間，根本就沒撞到。我就是跑
我想跑的阿。會去就是會去，不會去的怎麼拉我都沒用。因為
認識外系人的機會，我在友會也不會比較少。不需要這個，而
且這是人多手雜。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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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整年下來，你們有甚麼感想 ?
冠文 :
我覺得活動，在我的想法中，想玩就玩，不要
怕多累。大學四年，大一也只有一年。你只有一
年、甚至兩年可以讓你任意揮霍。想，就去。不
要怕累。看似跑完一個活動你會很空虛，但其實
你已經得到很多東西了。比如說，成功廳不是每
個人都上的去的。你有上過大舞台、你會演戲、
你有舞台觀、你知道如何去帶一個團隊的氣氛。
你有一起約練過，你在人際關係上有一定程度的
認識。如果你能順利在活動上表演的好的話，小
至整系認識你，中至友會認識你，大至整校認識
你。不要怕，都已經站上去了。

紹倫 :
我本身不太喜歡讀書，覺得如果少了這些活動，就是少了校
友會跟不跑系上活動，我不知道我大一的生活會變得多無聊。
玩歸玩，可是我還是會有克制的時候。就跟冠文說的一樣，大
一只有一次。我到大二的時候就會覺得，我大一怎麼有那麼多
的力氣跑那些活動。像現在如果要去玩的話就會覺得 ... 累了，
覺得自己老了。在跑每個活動，不要說你獲得了甚麼。你有跟
一群認識的朋友一起玩，一起留下屬於自己的回憶。你們之後
會有些默契，就是「ㄟ !」都在幹嘛甚麼的。跑活動之外你可以
讓彼此的感情變的更好。

詩育 :
有時候可能會覺得，活動很累。可是活動結束
之後，你根本想不起來你為甚麼在累。你現在只
會想起，你表演的時候。就是一個美好的成果。
可能在練的時候會有不愉快，但到最後你會很謝
謝那些跟你在一起的人。不管是組帶，或是跟你
一起練的人，會覺得很感謝他們曾經在這段期間
陪你一起努力，陪你走過這一段。

28

紹倫 ( 右二 ) 搞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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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副會長 & 執行秘書
正副會長和執行祕書是系會的最高職位。對外是
系會的代表，對內負責所有事務的領導、協調和最
後決策。
代表測量系的部份，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統合
和聯絡，從外傳達來自學校、系聯會、或是系辦的
消息，甚至是系與系之間的合作及聯繫情感等等，
並代表測量系全體學生向外爭取更多的福利。
在系會內部，雖然專業的事務基本上是由各系會
幹部來計畫、處理及完成，但我們三人就像一個活
動的總籌組，沒有特定負責的職務，但要了解全部
的事情，這樣才能做出最好的決策，綜觀全局來讓
系會穩定運作。
系上有許多你們沒看見的地方，其實都有系會的
影子，過程中雖然很辛苦，但因為我們喜愛測量系，
所以我們願意努力的讓它變得更好。如果你也對測
量系有期待及想法，或是對系上事物有服務熱誠的
人，都歡迎加入我們！
會長 105 劉瀚文 副會長 106 徐珮晴 執秘 105 劉珈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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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術
部

學術部是除了活動部外，大家會最常接觸的一個部
門，顧名思義，學術部辦的活動是偏學術類，像是演
講等。而今年，除了每年寒假的重頭戲─工業參觀外，
還新增了一個就業博覽會的活動，目的是希望藉由邀
請業界來擺攤，讓大家對現今測量系的發展有個眉目。
每個活動都是精心策畫，走過路過 千萬別錯過了！

								
部長 105 陳奕婧
								
副部長 106 陳亮頤
								
				

下圖為新生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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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育
部

體育部是個溫暖的小部門 ~~~~~~
負責幫各系隊關注並且報名各盃賽，
而各系隊的狀況以及補助也是我們的範疇，
希望能帶給每個系隊最恰當的幫助，
讓練球環境有所改善，
各系隊都有得以壯大的一日 !
體育在測量系是很被重視的，
讀書重要，
但定量的運動也很重要 :-)

副部長 106 江德淑
部長 106 陳冠文

財
務
部
會
計
1
0
6
林
展
慶

出
納
1
0
6
周
冠
妤

哈囉～我們是系學會的財務部，財務部當然就是幫
忙管理系上系學會費收支的部門，分為會計與出納，
會計管帳，出納管錢。想了解我們錢是怎麼運用的，
那就繼續看下去吧。
我們收到的系學會費，是用來補助系上各活動的支
出，如新生週、沙控、卡 K、耶舞、出遊、砂鍋、系友
演講、新生盃、宿營、系服……等等，其中新生週、新
生盃及系服等等是全額補助，其餘的平均約補助個 3/4
左右，所以部份活動我們仍會向有參與的同學收取一
些費用，而未繳系學會費的同學，我們就會酌收較多
的 $$
未來如果你有費用是花在辦這些測量系活動上，需
要跟系學會請款的話，首先請先來找會計拿請款單，
填好資料後再連同你買東西的發票、收據還給會計，
會計和系學會長核可後會將回條撕下交給出納，出納
會依照上面的金額提錢放款給你，記得收到錢後再在
出納的那張回條上簽個名就 OK 囉，很 easy 吧。
◀ 左邊是我們記帳
用的簿子，右邊 A4
紙就是傳說中的請
款單，下面還有複
寫紙收據及系學會
的印章。如還有其
它問題，可以來找
我們問清楚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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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編
部

美編部也是一個相當辛苦的部門，光是要
完成一本系刊就需要相當多採訪組同學幫忙
採訪、寫稿，都是相當不容易的工作，但也
從中增加許多能力。同時我們也幫忙其他部
分活動製作海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系學會
各部門及美編部還有我們的系刊，也歡迎大
家加入我們的行列。

部長 106 簡竹吟
副部長 106 魏子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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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訊
部
部
長
1
0
6
黃
柏
翰

在談到資訊部的工作之前，首先要來談談「測量鄉
民」。
系學會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推廣出去吸引人來參加
是重要工作之一。然而，如果只靠總副召來宣傳，相
對來說便顯得不夠力，總副召也會疲於奔命。不論是
學術部、美編部、活動部還是體育部，舉辦活動總是
需要一個對外宣傳管道。考慮到現在的大學生們使用
Facebook 人數較多，藉由 FB 來宣傳是個不錯的選擇。
因此「測量鄉民」這個粉絲專頁就誕生了。「測量鄉民」
的定位就是系學會對外發聲管道。而我們資訊部的主要
工作之一，是維持這個粉絲專頁的秩序，同時協助各活
動的總副召宣傳。
器材是每個活動的必備品。然而有時候會有其他活動
(Ex: 校友會活動 ) 要來跟系上借器材。由於系學會沒有
場器部，因此資訊部也同時接下管理各種器材的工作。
確定流向、負責人、以及器材完整是管理器材重要的一
部份。另外，有時其他部門也會需要支援，這時就是我
們資訊部的另一門工作了。有沒有注意到「測量鄉民」
在 Flickr 上的相簿呢 ? 這是美編部考慮到 Facebook 照
片畫質總是為人詬病 ，希望能保存高畫質活動照片方便
日後取用，而請資訊部幫忙架設的。
系學會如果只有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可能撐得起來的。
每個部門都有自己忙不過來以及無法做到的部分，這就
是我們資訊部出馬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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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 106 許育維
10/19 系沙控
8/10 中部迎新
SUN MON TUE WED THR
3
10
17
24
31

4
11
18
25

5
12
19
26

6
13
20
27

7
14
21
28

AUGUST
FRI
1
8
15
22
29

SAT
2
9
16
23
30

SEPTEMBER

SUN MON TUE WED THR
1
2
3
4
7
8
9
10
11
14
15
16
17
18
21
22
23
24
25
28
29
30

FRI
5
12
19
26

SAT
6
13
20
27

SUN MON TUE WED THR
1
2
5
6
7
8
9
12
13
14
15
16
19
20
21
22
23
26
27
28
29
30

OCTOBER
FRI
3
10
17
24
31

SAT
4
11
18
25

11/11 園遊會

NOVEMBER
SUN MON TUE WED THR FRI SAT
5
11
18

11/18 系卡 K

9/25,9/27 新生週

DECEMBER
SUN MON TUE WED THR FRI SAT

1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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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部
活動預告 ※ 敬請期待
系砂鍋 ( 約 3 月開始 )
系砂鍋，是測量系的運動會喔！各式球類競賽，可以和
學長姐、學弟妹們一起組隊喔，沒有擅長的球類沒關係，趁此
機會碰一碰、玩一玩。前幾名當然會有好康的～快來報名參加
吧！

系出遊 ( 約春假 4/1~4/3 間 )
讀書讀累了，好想約同學一起出去玩喔！那趁這個機會，
把課本拋諸腦後，與同伴們出去放鬆一下唄！也趁這個機會，
往一個你沒有踏過的地方前進吧。趕快與同學、學長姐、學弟
妹相約出去玩吧，人愈多，玩樂加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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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之夜 ( 約 5 月上旬 )
想要展現你不一樣的一面嗎？燈光聚在你身上，你想要讓
台下驚艷嗎？之夜提供你一個舞台，在台上展現你的肌肉、展
現你曼妙的舞姿、展現你耍白癡的功力、展現你優渥的演戲天
分、展現你迷人的歌喉與高超的樂器技巧 ......。趕快來參加吧，
high 翻全成大！

測量傳情 ( 約之夜結束後 )
有心上人卻不能當面說嗎？想感謝的人太多而不知道要送
些什麼好呢？趕快來看看傳情吧！我們提供小巧可愛、值得收
藏的小東西，送禮自用兩相宜。不敢當面送，我們替你送。快
快來傳情把你說不出來的心意送給同伴吧！

送舊 ( 約 6 月 )
鳳凰花開時節，畢業時節。想要感謝老師們，想要擁抱一
下即將畢業的學長姐。學長姐提供許多事物，可是再過不久，
他們要到別處發揚光大。珍惜這個時間，來感謝、來擁抱、來
回禮，把所有在成大測量系的點點滴滴，一起回憶、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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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aper 系刊編輯團隊♦
測量系系學會美編部
出版者／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系學會
發行人／江凱偉 系主任
總編輯／ 106 簡竹吟
美術編輯／ 106 簡竹吟
工作人員／ 106 吳俞萱 106 周冠妤 106 鄭詩育
106 林展慶 106 吳亮瑜 106 林紹輔
106 李暐 106 陳亮頤 106 黃柏翰
系學會所有成員
特別感謝／系辦職員
出版日期／ 2015/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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