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西語四劉容姍：開學了！要好好唸書、也要好好的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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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之夜 Fun，Young青春    翻全場
High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由課外組與學
生會合辦的「社團之夜」，12日晚間於學生活
動中心熱鬧登場，16個社團和淡海同舟服務員
接力演出，現場超過800人出席盛宴。社團博
覽會執行長企管二林靖凱表示，今年社團宣傳
活動做得很足夠，表演場地也很集中，所以現
場參與人數較以往多，希望藉由本次晚會活動
可以呈現出各表演社團的亮點。
活動一開場，2位主持人裝扮成春嬌和志
明，以趣味對話揭開詞曲創作社的表演〈我沒
有女朋友〉，其清新獨立的風格自成一體，別
有風味。接續表演開始走文藝風，聆韻口琴社
以多重奏帶來安靜典雅的〈巴黎日記〉、合唱
團唱響哀傷芬蘭歌謠〈遺忘〉、吉他社一曲輕
盈的〈太聰明〉，讓現場沉浸於音樂的海洋。
而淡海同舟服務員以「竭盡所能，締造願景」
的齊聲高呼下，帶來一段以會歌〈同一片天
空〉為伴奏的舞蹈表演，引起臺下觀眾的熱烈
迴響。
空手道社和跆拳道社分別表演劈木板和武術
形式呈現，其中跆拳道社社員表演連踢10片木
片和540度後旋踢等高難度動作，當表演者踏
背飛踢時，劈斷的木板飛落到臺下，同學們連

連發出讚嘆和掌聲。國標舞社以「小辣椒」
性感起舞，舞研社以現代舞吸睛不斷，熱舞
社更是使出渾身
解數，秀出
5種舞風的舞
蹈。
最後的壓軸
是由極限舞蹈
社的同學們，
帶來精彩的地
面動作展現出
個人體能與柔
軟度，讓全場
氣氛High到最
高點。土木三
羅廣群說：「空
手道社和跆拳
道社的表演很精
彩，武術動作超
吸睛的！」西語
三蔡昀儒則說：
「熱舞社的表演
很帥、跆拳道社

的示範也很酷！」

國標舞社帶來

精湛的表演。

（攝影／賴意

婕）

跆拳道社帶來驚險的擊破示範。（攝影／賴意婕）

本報暑期研習會 培養新聞敏銳度 體驗編報快節奏

本報「暑期研習會」於8、9日在臺北校
園舉行，邀請校長暨發行人張家宜主持開訓
典禮，以及多位資深記者蒞臨分享新聞工作經
驗。左圖為記者黃以敬。（攝影／羅廣群）

【記者楊宜君、林佳彣臺北校園報導】本報社為精
進專業素養，8、9日在臺北校園舉辦2天的「暑期研習
會」。校長張家宜特別蒞臨開訓典禮，表揚多位優秀文
字和攝影記者，並一同合影留念。張校長表示，時報所
累積的訓練對於未來職場有相當大的幫助，也期許大家
能夠發揮創意，跳脫出報紙給人的傳統框架，讓更多閱
讀者認識不一樣的淡江時報。
今年課程榮幸邀請中國時報攝影中心攝影記者鄧博
仁，課堂中藉由欣賞得獎作品
做為思考的起點，同時傳授
專業的攝影技巧來豐富每個
人的攝影知識。也邀請聯合
晚報記者嚴文廷，他以「新
聞價值」做為開場白，教導
記者如何用文字說故事，並
提醒身為記者所需具備的文
字能力及時事觀察力。自由

時報生活中心副主任黃以敬、聯合晚報採訪中心副主任
邵冰如，皆以實務經驗來分享專題企劃及新聞採訪，且
逐一說明舉例處理方式，皆促使記者們自省寫作的概念
及方向。
此外，本校校友TVBS「看板人物」節目專題記者張
家齊，以幽默風趣的個人魅力，分享專訪「寒舍主人蔡
辰洋」的曲折過程，以及如何旁敲側擊製作「才子周杰
倫」的人物專訪，教導記者如何報導具話題性的新聞。
英文三賴意婕說：「鄧老師利用多張經典照片拍攝的
角度，教授我們觀察不同的面向，有別於以往的新聞攝
影，未來將會嘗試不同角度的攝影手法。」研習會除了
室內充電，也要出操實作！透過分組實務採訪、新聞寫
作及上機編版，訓練記者即時報導的能力及提升採訪技
巧。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蒞臨結訓典禮，頒發結訓證書，並
強調在此時代，傳播工作具備道德觀的重要性，以及期
勉記者們：「面對挑戰，生命將更加精彩。」

馬兒逛校園 馬術社吸睛效果十足 校園安全 Attention!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
校園變馬場？原來是本校
馬術社與淡水山海關馬
場合作，在社團招
生博覽會期間，
將馬兒載到本
校提供同學試
騎，騎乘者以
帥氣的英姿
行走在校園
中，立刻吸
引學生們駐
足圍觀。
馬術社社長
運管二高嫚君
表示，每天一早
就會請馬場人員
將馬匹備妥，運至
校內，希望能有更多時
間讓同學試騎，大家不用
特地跑到馬場，就可以體驗。而

在人來人往的校園內，高嫚君提
醒同學，「盡量避免走在
馬的身後」，屁股後方
為馬的視野死角，
而且馬兒一緊張腳
就會往後踢，容
易發生危險。
大傳一徐立穎
一看見馬便
驚訝的說：
「哇！好大
一隻喔，沒
想到能在校園
內看到馬，不
曉得騎了屁股
會不會痛？」

【本報訊】開學一週已有學生反應物品遭竊，安全
組組長曾瑞光表示已經加強相關安全措施，「經統
計，體育課、專業服務課程和圖書館，最容易發生竊
盜事件，呼籲同學隨身攜帶重要物品，以降低竊取事
件。」曾瑞光提醒，若發生遭竊事件時，請立即通知
勤務中心，將會進行後續處理。另外，各教學大樓門
口均裝設緊急求救按鈕，其緊急訊號和勤務中心結
合，即可迅速處理以將危害和損失降到最低。勤務中
心校內分機2110、2119。
淡水校園
各教學大樓
門口均裝設
緊急求救按
鈕，校方同
時呼籲同學
請注意自身
安全及隨身
物品。（攝
影／鄧翔）

淡水校園有馬兒
出沒！馬術社在社團招
生博覽會期間，帶著馬兒
逛校園。（攝影／盧逸峰）

「上場前絕對不理會對手的成績，調整投籃心態，放
輕鬆應戰全力以赴。」
旺盛的企圖心，也讓他獲得家人肯定，甚至添購一
臺「專屬投籃機」，讓平時的練習更為便利，經歷長
達4年國內外大大小小的比賽，從湯姆熊ＡＩ球神盃
至大中華盃邀請賽，各項比賽不僅賺進經驗，也賺進
不少獎金。身經百戰的周育霆談起投籃可說是老神在
在，他也分享玩投籃機的訣竅，「左手抓球，右手投
球，投球力道要掌握的恰到好處並且維持，眼睛專注
於籃框，絕對不可以分心。」談起現在的成功，他覺
得失敗乃必經的過程，秉持著一股「我要證明給你們
看」的衝勁，在未來的賽程持續發光發熱，也樂於分
享寶貴的技能與經驗，傳授給大家。

物理三周育霆（右一）勇奪第7屆大中華盃街頭籃球機國際邀請賽冠軍，開心上臺領獎。（圖／周育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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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9/17(一)
09:00

行政副校長室
黑天鵝展示廳

黑天鵝書展

9/17(一)
10:00

課外組
學生活動中心

好書挑選-二手書市集

9/18(二)
18:30

熱活志工社
E304

迎新活動

09/18(二)
18:30

康輔社
E311

康十六迎新

9/19(三)
19:00

淡江beatbox社
SG 1F廣場

聯合迎新－
「Breaking&BeatBox」
（淡江BeatBox社、
極限舞蹈社）

9/19(三)
19:00

福智青年社
SG504

社團迎新

9/19(三)
20:00

合氣道社
SG B1武術教室

迎新茶會

9/20(四)
13:00

學務處
商管4F

「新境‧心淨」
學務樂活茶會

9/20(四)
18:50

古箏社
SG312

四社聯合迎新
（古箏社、國樂社、
弦樂社、圍棋社）

9/20(四)
19:00

攝影社
L412

迎新晚會

各項獎助學金及減免申請開始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校
內、外獎學金、原住民族籍獎助學金，以
及學雜費減免開始申請囉！欲申請校內獎
學金、原住民族籍獎助學金及學雜費減
免可至學校網站，登入學務行政整合系統
（http://163.13.243.42:8080/AA/login2.jsp），
填妥並備齊相關資料後，送至商管4樓聯合服
務櫃檯，辦理時間至25日截止。
校外獎學金則是請於其截止時間前，將
應繳資料送至生輔組（B402）。請同學注
意，逾時不受理。101學年度弱勢助學金目
前尚未開始申請，請留意生輔組網站公告的
更新，以確保自身權益。詳情請至生輔組
網站（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
jsp?sectionId=2）查詢。

新生盃球類競賽 開始報名囉!
【本報訊】新學年開始，各項新生盃球類競
賽陸續登場，即日起開放報名，26日晚上10點
截止，歡迎對球類有熱情的同學踴躍報名！詳
情請見體育處網站（http://www.sports.tku.edu.
tw）。體育活動組講師陳瑞辰表示，為配合全
國大專盃排球、籃球聯賽報名截止前，今年特
別將新生盃各項球類競賽提前到10月6、7日兩
天舉辦，除了推展校園運動風氣，這也是發掘
新秀加入本校運動代表隊的好時機。

天氣晴朗的開學季，在校園中抬頭仰探一望無
際的藍天，卻不尋常地發現一臺「迷你版直升
機」載著單眼相機於空中盤旋，正在空拍景緻秀
麗的淡水校園，而在陸地上手握操作桿精密地控
制它一舉一動的，便是化材四鄧翔。
他和一位具有專業組裝知識技能的朋友共同討
論架構，從網路上採買各個零件，從組裝到拍攝
全都不假他人之手。鄧翔介紹，這臺迷你直升機－「六軸飛行器」上裝有6個
螺旋槳，飛行平穩，可垂直起飛並在空中定點拍攝，載重2公斤，正好可承受
一臺單眼相機的重量。他表示，雖然機器外表看起來十分高科技，其實組裝並
不困難，設定電腦程式使其平衡，才是操作較複雜的地方；而機器飛得越高，
從陸地上看起來就越小，操作上比較容易失去方向感，因此他還加裝了GPS，
只需在遙控器上按下一個按鈕，就能讓它「乖乖飛回來！」從組裝完成到正式
飛行，共經歷了2週的試飛期。鄧翔說，因為家住松山機場附近，屬於飛航管
制區，在試飛的時候總是特別地戰戰兢兢，「印象最深刻的是某一次還被螺旋
槳削到手受傷！」
提到「首度空拍」淡江校園，這個史無前例的瘋狂計畫，鄧翔笑著說，以前
看過Discovery的水下攝影特輯，有別於一般在水面上拍攝的視角和畫面，如此
新鮮的感受帶給他靈感，因此決定完成兒時最嚮往的「飛行夢」－以空中拍攝
的方式，記錄這片他生活近4年的土地。然而這個計畫一開始並不被看好，鄧
翔無奈地表示，身邊的好友們聽到此事，只對他連聲說道「很宅欸你！」但這
些不看好的聲浪並沒有褪去他的奇幻異想，他堅定地說：「不用多想，只要自
己覺得值得去做的事情，就去完成！」由於這個難得的拍攝經驗，鄧翔開心地
分享，「很少人看過圖書館的頂樓原來這麼美！宮燈大道看起來比走起來還長
呢！」未來，鄧翔表示還會草擬更多有關於校園的「拍攝大計」，要帶領同學
從高空的角度來認識截然不同的淡江風貌！（文／歐書函、攝影／羅廣群）

空拍初體驗／鄧翔

物理三周育霆 投籃機上破世界紀錄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投籃機達人物理
三周育霆，參加第7屆大中華盃街頭籃球機國際邀請
賽，與300多名來自世界各國的頂尖選手一較高下，
再度刷新自己於2010年的世界紀錄，自我突破以單場
837分、總積分2493分獲得世界冠軍獎、本屆最高分紀
錄獎，穩穩將冠軍寶座殊榮帶回臺灣。同學更將他封
為「周神」，周育霆謙虛地表示，努力了4年終於拿
世界冠軍，一直都相信自己會做到，「今後也會努力
繼續為臺灣爭光，要把每一屆的大中華盃冠軍都帶回
家！」
曾經差點和出國比賽的機會擦身而過，憑著好強不
服輸的個性，賽後鑽研投籃姿勢調整心態，在比賽過
程中「專注」成為最主要的致勝關鍵，周育霆說：

活動看板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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