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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本校有位籃球機世界紀錄保持
人！物理二周育霆於去年暑假參加
在大陸濟南所舉辦的「2010第5屆
大中華盃街頭籃球機國際邀請賽」
中，以單場823分的優異成績，打
破先前世界紀錄808分，並保持紀
錄至今，因而成為最新世界紀錄保
持人。他表示，自國二起每天練習
2到3小時，才達到今日的成果。
周育霆認為，凡事只要肯努力及付
出，就會有成果。（黃致遠）

   成人教育部「101年樂活學苑春
季班」即日起開始報名，本次課程
包括音樂、生活與美學、科技資訊
學習等，可讓學員依興趣選擇的課
程。音樂樂活有國臺語歌唱、唱歌
學日語等班別；樂活生活與美學則
有健康保健教室、中國書畫、養身
瑜珈等班別；樂活科技資訊學習則
開設網路應用、相片光碟等課程；
語言研習包含基礎及進階日文、英
語初級等課程，課程詳情請上成教
部網站（http://www.dce.tku.edu.
tw/index.jsp）查詢。（莊旻嬑）

來 自 奧 地 利

音樂之都維也納的交換生戴雨萌，

喜愛學習各國語言，並從旅行當中

接觸不同語言外，也能遇見各種不

同民族的人，了解各種不同的文

化。臺灣是她旅行版圖中的第1個

亞洲國家，她笑著說，「雖然在維

也納出生，但我只會吹長笛。比起

音樂，我更愛學中文，都看臺灣偶

像劇來練習聽力。」

周育霆 籃球機世界紀錄保持人奧地利生戴雨萌 夯偶像劇
境外生人物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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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屆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得主

楊南倩熱愛電影 努力不懈等待機會 獲得成功果實

淡江時報

　【記者段采伶專訪】本校大傳系校友楊南
倩以電影《到阜陽六百里》與鄧勇星、秦海
璐、葛文喆、席然合著，獲得第48屆金馬獎
最佳原著劇本，並於2日返校演講，與學弟
妹分享創作過程及得獎喜悅。回憶起獲獎時
刻，楊南倩謙虛地表示，「原本只是要去看
看老朋友，沒想到會得獎！」獲得金馬獎，
是對劇本創作近10年的她，是項極大的肯定
及鼓勵。
　就讀本校大傳系期間，她就瘋狂愛上電
影，只要是有關電影的課程或講座，她都會
排除萬難去聽課，並感謝淡江開設多樣的電
影課程，讓她在大學時就打下了電影基礎，
她笑著說，「當時，只要有『電影』的標
題，我都會密切注意，甚至還到英文系上旁
聽英國文學電影，只要跟電影有關的，我都
不會錯過。」曾教過楊南倩，現為大傳系系
主任王慰慈表示，記得在她大學時非常喜歡
法國電影，甚至為了學習法文還跑到臺北校
園上課，「她是個執著並堅持的學生，懂得
把握機會又隨和，很好相處，更重要的是她
了解自己，所以才會朝著自己的目標堅持下
去，能有這樣的成就，很替她高興。」
　畢業後，她憑著對電影的熱情，遠赴法國

攻讀電影碩士，回國後擔任電影公司的行銷
宣傳工作、自由時報電影記者，也因此有機
會參訪國際影展、知名的國際導演等。就外
人來看，楊南倩從事與興趣結合並有令人欽
羨的工作，但是她不因此滿足，她想要有更
大的突破，這時創作的種子逐漸在她的心中
發芽。
　「從大學起，一直想從事電影工作，但因
為體力不好，無法扛起笨重的機器，既然如
此，不如從小說開始著手。」於是，她開始
整理留法經驗，甚至為了寫作重返巴黎，卻
意外地展開文學旅程。在遊歷法國、德國、
日本等國後，她以電影及媒體工作的專業背
景，並結合電影視覺的編排設計，突破小說
的文字閱讀，完成《這樣愛》的小說，進入
創作的領域，也參與翻譯及擔任電影講座講
師，並參與臺灣電影《六號出口》攝製紀實
及影像記述，「因為我很喜歡電影，所以我
常常思考，到底我能在電影裡做些什麼，並
會努力去完成自己想做的。」
　楊南倩的創作靈感來自於她生活週遭的人
事物，她認為，每部電影都來自於感動，只
要有好劇本就能拍出好電影，「電影就像說
故事般，可以平鋪直敘，也可以詭譎繁複，

這些都可以引發觀眾的好奇心；而編劇創作
是讓我以第三者的角度，來觀察故事情節，
利用生活取材及紀錄，轉化成觀眾的可以理
解的故事。」因此《到阜陽六百里》劇本的
內容，就是和上海的鐘點阿姨聊天所獲得的
靈感，「聽著鐘點阿姨從老家到上海工作的
路程經歷，讓我覺得是個可以發揮的主題，
有感而發便寫成劇本。」
　從電影行銷工作、報業記者、作家、翻
譯，及電影講師等，多重的角色，楊南倩均
以對電影的熱忱與執著，堅持至今。特別是
在編劇的路上，她也受過挫折，當苦心完成
的劇本未受青睞時，她只有等待和努力來爭
取機會，「要進入這個圈子，耐心很重要，
也別把金錢看的太重，最重要的是，不能忘
記初衷的想法，要時時調整心態，學習如何
堅持。」在她低潮時，有親愛的先生和家人
陪她一起度過，讓她能專注在自己的興趣
上，她笑著說，「最了解我的是我的先生，
支持我最久的是我的家人，她們從來都沒有
反對我的工作，甚至在最困難時，還會偷塞
零用錢給我，也因為這樣，要更加努力才能
回報他們對我的愛。」
　楊南倩這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將對電影

的熱情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
她勉勵後進學弟妹，大眾傳
播是很廣泛的學門，各行各業
都可和傳播有關，只要設定好
方向及目標，無論處在任何環
境，都朝向目標邁進，所以應
在大學時期不斷的嘗試自己的
興趣，確立未來的興趣並發展
相關的能力。
　楊南倩鼓勵學弟妹，要做好
人脈經營，可以在課堂上及社
團中認識與自己興趣相投的人，
並好好經營，「因為電影是集合
人力和物力的團隊合作行業，個
人的力量有限，要懂得與人合作
的重要。」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遠距學習發展組所舉辦「99學年度優良遠距
教學課程」獎勵評選活動中，由教科系助理教
授吳純萍的「數位教學設計」奪冠，第二名為
教科系副教授張瓊穗的「遠距教育概論」、第
三名是管科系教授時序時的「決策與系統分
析」。另有佳作2名，分別由財金系助理教授
路祥琛的「金融機構管理」及俄文系助理教授
蘇淑燕的「俄羅斯民歌」獲得。遠距組組長陳
慶帆表示，這是第二次舉辦，今年評選成績比
去年進步，評選標準皆依據教育部和經濟部的
數位課程認證項目進行，「未來將朝一院一專
班的方向邁進，並希望老師們，能踴躍開設遠
距課程。」

　資圖系自13日起舉辦「耶誕襪傳情」活
動，在系辦L507外牆上，佈滿張貼姓名的耶
誕襪，資圖系學會會長資圖三任嘉芳表示，
因上屆反應熱烈，因此本年度再次舉辦，希
望能藉由這個活動，增進大家的情感交流

外，也希望能和大家分享聖誕節的祝福。
活動將於22日（週四）截止，並把禮物發送
同學，還沒有投遞的人，請趕快留下你的祝
福！（文、圖／洪聖婷）

  楊南倩這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以對電影的熱情走出屬於自己的
道路，她勉勵後進學弟妹，只要
設定好方向及目標，無論處在任
何環境，都朝向目標邁進。（攝
影／張莘慈）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大傳四同
學翁意茹、張莘慈、劉玟妤、鄭依晴，於3日
通過臺灣行銷傳播專業認證協會（TMCA）所
主辦的「初階行銷傳播認證」考試，且於16日
在動腦創意空間，參加「受證典禮暨企業選秀
會」。初階行銷傳播認證是國內首張學界與業
界共同推出，針對廣告、行銷、公關、新聞傳
播人才發行的TMCA行銷傳播認證，只要是行
銷傳播相關科系在學大學生、或剛畢業想進入
行銷傳播業界者，均可報名參加。大傳四張莘
慈開心地表示，短短兩個禮拜的衝刺，一直擔
心會唸不完，看到結果後相當開心，覺得努力
沒有白費。

 9系所鬥舞歌唱賽才藝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商
管聯合碩士在職專班與商管碩士班聯合
同學會，於10日在紅磡婚宴會館，共同
舉辦「100學年度商管EMBA歲末聯歡
晚會」，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商管聯
合碩專班執行長林江峰及商管學院9系
所碩士在職專班在校師生、畢業校友、
師長等，近500人參與，除歌舞表演爭
霸賽外，現場還舉辦摸彩活動，讓大家
都能盡興而歸。
   節目一開始，便由企管碩專一的陳明
裕與謝惠婷，以中國皇帝、皇后的裝扮
吸引眾人目光後，以活潑的風格主持全
場，在即興歌舞表演後，隨即進入9個
EMBA系所的比賽節目。保險所全體同
學均穿上粉紅色系服，齊聲高唱歌曲
〈朋友〉；公行所和國企所則以大鬥舞
技，前者表演優美的原住民族舞蹈〈海
洋，海洋〉，後者則帶來狂野刺激的
〈原始之聲〉表演，林江峰也著豹紋裝
與大家一起表演。在系所對決之餘，王
居卿也上臺高歌〈我是男子漢〉一曲，

並由企管所學生伴舞，與大家同歡。
　最後由企管所的〈風華絕代〉歌舞秀
摘冠、亞軍為國企所〈原始之聲〉的非
洲舞、季軍則由國際商學碩專的英倫風
情團體舞蹈表演。
   活動籌劃者之一的國際商學碩專一吳
佩珊表示，本次的活動內容主要是由國
際商學碩專、財金所與聯合同學會一起
籌辦，延續去年才藝比賽模式，由9個
EMBA系所提供比賽節目，再由師長及
現場來賓評選出前3名。因此，從活動
發想到活動完成，大家都盡情發揮創
意，例如由財金所組成「帥哥服務團」
來協助場控等，「大家分工發揮團隊合
作，活動能圓滿結束，真的很高興。」
   商管碩士班聯合同學會理事長許義民
表示，這次活動參與的人數比往年多，
內容也比往年精彩，感謝大家團隊合作
並發揮專長，讓活動能夠順利完成。許
義民期許，明年活動能比今年更好外，
未來可與各地校友會合作，以結合校友
的力量，提供大家人脈經營的方向。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全球政治經濟
系於12日在強邦教學大樓餐廳，舉行「冬季系
大會暨包政水餃大會」，並為12月及1月的同
學慶生，近百位政經系師生到場參與。
　這次活動先跨年級分組後，再各組進行包水
餃活動，讓大家能夠一起聊天及動手做，政經

系系主任鄭欽模致詞表示，希望未來系上的活
動，大家都能踴躍參加，以凝聚情感交流。政
經四曾雅玉表示，難得有時間把大家聚一起，
可以跟同學、老師及學弟妹聊天，分享生活趣
事，「活動很溫馨，水餃也很好吃。」

政經系包餃慶生話溫馨

理學院新生座談會 意見溝通順暢

期末TA教學評量今開跑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德國語文學系
在本年度推動特色教學計畫，舉辦中德口譯及
實務指導的系列講座，邀請學者和業界人士分
享實務經驗，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表示，此計
畫著重於理論與實踐，「藉此邀集專家安排講
座的機會，來引起學生對口譯的興趣，亦可補
充系上口譯教學的課程。」鍾英彥談到，下學

期將會邀請藝術、新聞、金融等領域的學者或
業界人士參與；也將舉辦口譯比賽和學術研討
會等活動以作為成果發表。
　本週更邀請到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王建斌，
曾擔任前大陸總理朱鎔基德文口譯，將帶來
「時代對翻譯的需求」、「口譯的種類及口筆
譯的差異」等4堂精彩的課程，詳情請參考本

報演講看板。
   德文四李家華表示，對範亞公關集團執行長
呂禧鳴的講座印象最深刻，「老師講述的不是
死板的口譯經驗，而是分享生活態度及人生準
則。」李家華認為，講師的實際經驗替即將進
入職場的同學做了心理建設，藉以了解自己的
優勢。
　來自陝西省西北工業大學的交換生夏盧安
捷，這學期的口譯講座都不曾缺席，她說：
「聽演講最大的進步，就是在處理問題上，面
對口譯突發狀況，可有更機靈的反應。」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100學年度第1學期的「教學助理教學回饋意
見調查」已經開始囉！即日起至25日止，歡迎
同學上網填寫問卷（http://info.ais.tku.edu.tw/
tas/）。詳情洽業務聯絡人，教師教學發展組
助理林姿均，校內分機2121。

中德口譯實務講座 邀你 起參與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於10日
舉行「理學院學士班新生家長座談會」，本次
座談會舉辦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決家長與學
生，對於期中考成績預警函的疑慮。活動當
天，共有家長及學生121人與會、理學院各系
系主任及師長等17人出席。
　活動過程以自由發言和問答方式進行，理學
院院長王伯昌表示，理學院是在各院中，唯一
舉辦的期中新生暨家長座談會，主要是讓家長
了解學生就學狀況。王伯昌指出，百分之九十
的家長均關注期中考成績預警通知函，是否會

影響學生的發展，也有家長希望能隨時通知學
生的出勤情形、詢問未來的就業發展及住宿等
相關問題，他於會中與家長說明，高中與大學
的差異，並希望學生能自發性學習。王伯昌表
示：「整場活動下來，成效良好並建立與家長
溝通的管道。」
　會中，也安排社團表演及邀請學長姐分享求
學、社團經驗，讓家長了解，大學多元化的生
活、及參與社團活動的好處，能於其中學習到
待人處事及社團經營有助於未來職涯發展。

99學年優良遠距課程評選揭曉

大傳系4生獲TMCA認證

商管EMBA歲末聯歡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遠距學習發展組因應數位學習的趨勢，於22
日（週四）在I501舉辦「數位學習認證導入實
例工作坊」，邀請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中心營
運計畫主持人郭秋田及本校教科系教授徐新
逸，分享數位學習課程及教材認證實務。遠距
組組長陳慶帆表示，辦理工作坊的目的是希望
能讓老師們在教學設計和教學平臺等使用能更
快上手，希望老師們能踴躍參加。

徐新逸表示，本校是北區數位學習課程的指
標性大學，透過數位學習課程認證，除因應
未來的數位學習趨勢，也可提升教學品質競爭
力，因此會在課堂上說明認證內容及方法外，
並分享實務經驗，歡迎對數位學習課程經營有
興趣的老師們參加。

數位學習工作坊分享認證實例

蘭 

陽

中研院院長翁啟惠來囉
【本報訊】因應校務發展計畫研究特色，

化 學 系 邀 請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長 翁 啟 惠 ， 以
「From Carbohydrate Chemistry to Translational 
Innovation/從醣化學研究至創新發展」為題蒞
校演講，於今日（19日）在鍾靈中正堂Ｑ409
下午2時10分來與大師對話！機會難得歡迎同
學踴躍參加。

　100學年度商管EMBA歲末聯歡晚會中，各系所使出渾身解數進行比賽，
商管聯合碩專班執行長林江峰（前排左四）參與國企所的〈原始之聲〉表
演。表演完後，林江峰與大家開心合照，特別是國企系系主任賈昭南（後
排右五）熊抱林江峰，讓大家情緒沸騰到最高點 。（攝影／李鎮亞）

   開場時，主持人
之一的企管碩專一
陳明裕，以皇帝裝
扮，騎竹馬入場，
引 起 眾 人 目 光 。 
（攝影／李鎮亞）

三重高中校長探訪畢業生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商學院與保險
系聯合邀請國立三重高中校長江家珩蒞校，了
解三重高中畢業校友在本校就讀情形，並於今
日（19日）中午12時在「古今中外」餐廳，與
商學院5系約20人、其他各院系約14人的三重
高中畢業的大一生聚餐聯誼。商學院院長胡宜
仁表示，屆時將會邀請教務長葛煥昭、招生組
組長陳惠娟及商學院5系系主任等，一起共享
溫馨交談時光。
　胡宜仁提到，因教務處推動「前進高中計
畫」，本校與三重高中有相當密切的合作與推
廣協助，加上100學年度的入學新生資料分析
中，三重高中是本校新生入學來源第3高，為
讓江家珩了解本校就學環境，因此舉辦這次的
聯誼活動，希望未來能促進良好招生合作。

   她細數看過的偶像劇：「醉後決

定愛上你」、「下一站，幸福」、

「命中註定我愛你」等，這些都變

成她的中文聽力教材，戴雨萌表

示，最喜歡明星張孝全，都會從影

片中反覆練習中文語句，「這對於

中文聽力的養成很有幫助。」

   來到臺灣後，對於宜蘭等風景名

勝都讓她讚許不已，而在飲食中，

最喜歡的是牛肉湯冬粉和酸辣湯，

她表示，在奧地利很少

有機會會吃到重口味食

物，常常在她喝完酸辣

湯時，還意猶未盡呢！

   擅長德文、法文、英

文、挪威文等多國語言

的她，希望能增強中

文閱讀能力，對於未

來 ， 「 希 望 有 機 會 ，

能在亞貿區域中學以致

用。」（文／楊蕙綾、

攝影／謝佩穎）

譯

資圖系 耶誕襪傳情達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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