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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二吳泳欣：暑假剛結束，就在盼中秋！

資工博五

統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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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除了有6位獲獎，並第2度指導出世界冠
軍選手，榮獲MOS 2011年度全球最佳教師
獎，如今陳智揚即將要畢業了，如能應許的
話，希望這麼優秀的老師能夠繼續帶領學校
為國爭光。
廖妤瑄表示，今年二月參加學務處職涯輔
導組舉辦的微軟認證研習（MOS)與企業人
才技能認證研習（TQC），「這對未來就
業會很有幫助，鼓勵學弟妹們能多參加職輔
組的研習。」統計三林宜潔興奮地表示，這
次主辦單位還邀請每位選手與老師觀看美國
大聯盟道奇隊與教士隊比賽且感受到瘋狂球
迷的熱情。還到聖地亞哥海邊分組比賽堆沙
堡，希望以後還有機會可以再去一次。

蘑菇懂音樂 資工系奪旺宏金矽獎銅牌
方面，已與大陸的企業洽談，預計在32座公園擺設展示。資工系主任郭經
華表示，這次比賽表現優異，證明本校的研究實力也不落於一流的公立大
學，而師生共同研發合作的成就，也是後生之輩很大的鼓舞。
︵左起︶北藝大藝術系周士斌和蔡奇宏、本校
資 工 博 四 李 明 憲 、 資 工 博 六 李 俊 志 合 影 。 圖( ／
資工系提供 )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工系博四李明憲、
博六李俊志與台北藝術大學科技藝術系蔡奇宏、周士斌合
作，以「無線感測蘑菇總動員－真菌人文樹道」參加第11
屆旺宏金矽獎，在經過全國逾900名大專以上學生，共315
組的激烈競爭後，榮獲旺宏金矽獎應用組銅獎，獲得獎金
8萬元，並由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親自授獎。
這次跨校合作的分工上，本校負責「技術」，而北藝大
負責「設計」，北藝大的老師負責構想創意交由學生負責
元件的測試及實作作品，而本校資工系則負責嵌入式、感
測式及無線通訊技術的運用。當感測器偵測到有行人接近
時，會依造不同的環境狀況有不一樣的音樂，這些音樂由
著名的朱宗慶打擊樂團團員黃昆儼作曲，若喜歡蘑菇的音
樂，還可利用手機無線下載。
李明憲表示，許多功能及創意都是在討論的過程中，逐
一發想而來，透過不同領域與專業的互補，才能將創意實
體化，設計出一個「互動科技」的成品。
指導老師資工系教授張志勇表示，該作品已經申請國內
及美國的專利，未來將計畫長庚養生村合作，並在磨菇感
測器放一些經典老歌，讓老人們更感親切；而在國外拓展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於暑假期間前往柬埔寨開
設中文和電腦的課程。圖為服務員與當地孩童
互動情形 圖( ／課外組提供 )

美洲的團隊，五度前進柬埔寨的「柬五軍」也拉長服務天數，愛心無
國界！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共15人前進柬埔寨18天，散播愛給當地的學童。
除了開設中文和電腦的課程，今年更特別加開夜間進階班，給予程度
較好的同學更多學習的機會。由於今年天數增加，首度到了較偏遠的
村落「水上人家」空邦魯參觀，學員們還實際爬到約7公尺高的高腳屋
上，課外組專員李美蘭也對下一次出隊許諾一定還會再去！她表示，
雖然去的是同一個國家，但每次出隊都有新的感受，「要回來的時候
都很捨不得，總覺得還有很多東西來不及教給他們。」
國際青年大使團今年至多明尼加、巴拉圭、巴拿馬及薩爾瓦多四地
進行文化交流。前進巴拿馬的青年大使美洲所碩三鄧育婷同學提到，
這次體驗到巴拿馬的傳統舞蹈，當地的人還很熱情地讓他們穿上傳統
服飾，「令人很難忘！」而鄧育婷也將台灣布袋戲藝術分享至當地，
雖然只是簡單的表演，卻帶給外國人非常不同的感受。
樸毅青年團與天恆文教基金會合作，在新興國小舉辦「高關懷品德
學習營」，除了生命教育、品德教育的課程外，還有許多手作課程，
如製作熱縮片、拼豆、烤餅乾等。趁著假期回到家鄉服務的屏東校友
會，到屏東縣賽嘉國小以「環遊世界」為主題，透過活動讓孩子們開
拓眼界、認識世界。屏友會會長數學二簡振杰表示，以不同的身分
回到故鄉，「可以將所知所學回饋給需要幫助的人，是很特別的經
驗。」

社團表演不要被海報街的空間所限制，
能盡情展現自我。學生會攤位旁則增設
「社團風雲榜」影音宣傳，提供平台撥
放服務性社的服務成果影片，讓新生更
了解社團內容；而福園也將有「社團馬
拉松」接力表演，讓下課十分鐘也能感
受到青春無敵的社團活力。黃煒中補充
道，今年社團博覽會重頭戲社團之夜以
「Open Your mind, your show time」為主
題，希望新生能Open your mind，感受社
團活動的熱情！
除了熱鬧的海報街，牧羊草坪也有社
團活動！童軍團今年架設了7公尺高的垂
降台，於每天早上11點及下午2點兩個時
段，讓同學們體驗刺激的垂降活動。童

(圖/童軍團提供)

熱血童軍 鐵馬百里行向高雄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淡江童軍團在暑假期間，熱血驅車前進第
10次全國暨亞太區第28次童軍大露營！適逢民國100年與中華民國童軍創
始100年，童軍團組了一支16人的自行車隊，於7月7日從淡水校園騎到高
雄會師。童軍團指導老師黃文智在出發授旗時，引用電影〈練習曲〉的一
句名言：「有些事情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勉勵大家。
黃文智感性地回憶道，站在高雄澄清湖看見車隊拿著五虎崗童軍團的旗
幟，在全世界各國的童軍團面前進場，真的感到很驕傲！參與車隊的歷史
碩三李庭瑜同學表示，這4天的路程雖然辛苦，但是看到前面還有年紀更
小的同學騎在前方，就覺得不可以放棄！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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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天鵝展示廳

「與史懷哲相約在黑天鵝」
成果發表會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你想成為哪
種「咖」？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於9月起將
舉辦「大咖研究所」系列講座，邀請線上的
藝人來跟同學分享演藝事業的心路歷程。第
一場講座「行路萬里、永愛無限」將在13日
晚上7時，將由金鐘獎最佳行腳類節目主持人
小馬在文錙音樂廳分享其生涯秘笈。歡迎同
學至線上報名系統報名或至商館大樓B413諮
商輔導組報名。

兒童服務隊志工招募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施比受更有
福！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即日起至16日將開
始招募兒童服務隊志工，連續四個禮拜於週六
上午至淡江教會進行社區服務，歡迎有愛心的
同學至商館大樓B413諮商輔導組報名。

淡海同舟
213社長結訓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100淡
海同舟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於上月22日
圓滿結束，今年共有213位新任社團負責
人參加，在5天的培訓過程中，以「夢想
之城」為主題，讓新科社長們化身為探險員前
往尋找代表淡江社團使命的寶藏，並在課程中
訓練其具領導者的思維。校長張家宜在始業式
時表示，領導是學習而來的，期許新任社團負
責人不要惶恐，除了要做好時間分配，也要體
認團隊合作對社團經營的重要性。
同舟期間規劃了許多訓練課程，如「社團法
律」、「服務學習」、「會議領導」等。而今
年的「服務學習」延續去年社區服務的精神，
與創世基金會、慈濟等合作，讓學員親身體驗
服務人群，參與做環保的法文學會會長法文二
簡屏壻說，雖然一開始大家都會嫌髒，但親身
去做才了解其中的辛苦，也讓我體會到付出的

２００小小消防員

軍團團長物理二張立翰表示，這次活動
可以讓新生走進大自然，直接體驗童軍
團活動，進而吸引喜歡戶外活動的同學
加入社團！
另外，為配合社團學分化，若新生對
課程有任何問題，可以在社團博覽會期
間到學生會攤位，了解社團學分相關資
訊！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搶當打火英雄

活動時間

社團擺攤 海報街
9月5日至9日，8:00-17:00
社團風雲榜 學生會攤位 9月5日至9日，11:00-16:00
社團馬拉松 福園前草地 9月5、6、8日，10:00-16:10
每節下課10分鐘
社團之夜 學生活動中心 9月7日，18:30-21:30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資訊工程學系與北京林業大學、
交通大學於上月共同舉辦「2011兩
岸高校資訊青年共同學習計畫」，
資工系師生共21人一同前往北京進
行一個月的交流，不僅在學術上
互動分享，還有參訪古蹟、享用美
食。而北京來台參訪的學生則安排
學習Android系統程式，並將在年
底與資工系學生一同參與競賽，展
現學習成果。
兩校學生一同學習課程，踏進對
方的實驗室做研討及報告式的學
習，輪流發表看法。大陸課程安排
數學程式設計，在台灣為Android
手機程式設計。資工系副教授陳建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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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地點

卓
越

為提供國小學童在暑假期間學習防火、防災常識，本校軍訓
室與新北市消防局於上月22及24日舉辦兩梯次「消防小小兵」
夏令營活動。活動採分組闖關模式，讓小朋友體驗使用滅火器
及實施心肺復甦術等活動，新興國小三年級應子頎表示：「沒
有想到消防衣那麼厚重，消防員叔叔不但要穿這麼重的衣服還
要進去火場救火，真的很辛苦！」(文/楊蕙綾、攝影/湯琮詰)

資工師生赴北京 資訊青年共學習

830-4版.indd

日期/時間

找不到教室嗎？新生照過來！
淡江時報為你導航！

百年社博On Fire 熱血招生中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各位新
鮮人準備好要展開大學生活了嗎？本校
自100學年度起將社團學分列為必修，為
了讓新生更了解淡江社團，學務處課外
活動輔導組自上周四( 1日)舉辦「百年社
博，On Fire！」系列社團活動，學生會
社團博覽會執行長運管三黃煒中提到，
希望新生能夠透過這些熱血的招生活
動，找到適合自己的社團，活動將持續
至9日，新生千萬別錯過！
除了往年都有的海報街擺攤活動，今
年特別增加蛋捲廣場的「瘋年祭」表演
舞台，由西洋音樂社、詞曲創作社、魔
術社、國標社、合唱團等10個社團賣力
演出，黃煒中表示，舞台的設置是希望

淡水校園

淡江GPS在我手

愛心不放暑假 ２６８位同學無私奉獻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服務隊在這個夏天收穫滿囊！
包括樸毅青年團等20個社團組成服務隊，共計268個人出團，到全台
各地舉辦暑期課輔、營隊、返鄉服務等活動，還有遠征出國至拉丁

左起統計三林宜潔 、統計四廖妤瑄 、統計四林珮恩 圖( ／粱琮

另外，擔任台灣選手指導老師的陳智揚表
示，每年的題目都相當活，有愈來愈難的趨
勢，但台灣選手歷年來的成績，都相當亮
眼。根據統計，台灣選手入圍各項目前十名
的選手數排名世界第2，共9位入圍，遠比第
三名的新加坡多了5位，入圍比率高達9成。
贏得世界冠軍的廖妤瑄開心地表示，很感
謝劉文琇及陳智揚老師的指導幫助，其中劉
文琇的年紀與他們相近，除了瞭解我們的需
求，也以朋友般的相處，這讓他們在學習上
更能得心應手。
而朱培茵談到這一路來的觀察表示，陳智
揚第四度帶隊出賽，總會在賽前犧牲假日替
學生解惑，也很有耐心陪伴學生辦理繁複
的美國簽證；去年帶4位學生出賽皆獲獎，

)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2011世界盃
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全球總決賽，Powerpoint
世界冠軍在淡江！統計四廖妤瑄等7位本校
同學代表台灣前往美國加州聖地牙哥，與
二十多萬名來在各國的選手競爭，其中統計
四廖妤瑄榮獲Powerpoint世界冠軍，經濟四
林欣怡及運管四張復志分別獲得Word 2007
第4名及第6名；在Excel項目方面，財金四
曾莛雅與統計三林宜潔各獲得第6、7名，統
計四林珮恩則獲得第9名。而負責指導選手
的資工博六陳智揚則由Certiport(MOS考照
的美國原廠)執行長授獎獲頒MOS 2011年度
全球最佳教師獎。職涯輔導組組長朱蓓茵表
示，得到如此亮眼的成績，不僅同學盡力，
老師也投入耐心及愛心教學，實至名歸。

閔

廖妤瑄奪PPT世界冠軍 陳智揚獲全球最佳教師

活動看板

彰表示， Android系統的課程讓雙
方同學有較大的興趣，即使各同學
研究領域不同，也能透過理解再進
一步開發，「期望之後有長期持續
的學習及研究，並且攜手實作成軟
體，在年底時能夠朝『2011第二屆
資旺盃』Android程式設計競賽邁
進！」資工系主任郭經華表示，今
年與往年不同的是課程規劃的更有
節奏感、有程序，讓同學更能從實
際交流上認識對岸、增廣視野，並
從中學習對方優勢。
陳建彰表示，台灣與大陸的學生
有所不同，大陸學生踴躍表達自
己、重視每一次的機會，而我們的
學生雖抵不過他們的認真積極，但

在自由創意和靈活度卻相較出色。
資工博一蕭志堯表示，這次學習過
程中，體驗到對岸的文化，也見識
到對方學生積極展現自己，「讓我
更清楚知道自己要再更努力，未來
彼此可能既合作也是競爭對手！」
課程之餘，也有安排企業參訪，
至北京金雅拓公司學習觀摩，假日
期間，在大陸學生帶領下本校學生
走遍大街小巷，品嘗道地美食，行
走長城、欣賞盧溝橋，實地體驗北
京的文化，增進彼此的情感；在台
則是參訪台灣華碩電腦公司，了解
該公司的經營文化及營運方針。

重要。
在第4天晚上的「學員晚會」與「薪傳晚
會」熱鬧非凡，各小隊在2小時內要準備10至
15分鐘的表演節目，大家紛紛發揮創意，有小
隊帶動跳，也有小隊在表演中融入最近火紅的
連續劇《夜市人生》，甚至有小隊模仿最近很
夯的「Hold住姐」，炒熱現場氣氛。在活動尾
聲的「薪傳晚會」中，資深同舟校友校長秘書
黃文智帶領了多屆同舟校友蒞臨現場，為社團
新血加油打氣，台南校友會會長法文二林資芸
表示，看到同舟前輩心與我們同在，讓我覺得
真的要為社團好好付出，更有勇氣去面對接下
來的挑戰。

淡大科學營 國中生風靡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與本校理學院於上月共同舉辦
「淡江大學科學營」，帶領近百名國中生與
科學親密接觸。營隊內容是將數學、物理、
化學項目，以創意教學方式，讓國中生們相
互切磋及交流，以充實科學的才能。
本次營隊內容以深入淺出的方式，結合遊
戲、實驗，除讓學生進入科學領域外，更能
進一步引發對科學的興趣。如數學系副教授
李武炎的「韓信點兵」，用益智遊戲讓數學
變得有趣、化學系系主任吳嘉麗的「愛的化
學」探討兩性賀爾蒙反應；自然科學重視的
實驗以化學實驗為主，「泡沫傳情」則運用
「鉀」在水中產生激烈反應達到視覺效果。
化仁國中學生李柏川表示，印象深的是
「化學實驗」課程，「第1次穿上實驗服並且
能進入這麼高級的實驗室，感覺很新鮮！」
凱旋國中學生謝佳霓則表示，她對數學、物
理、化學領域本來就很有興趣，所以參加這
次的活動，除了課程有趣外，也認識了許多
好朋友。她笑說：「現在對自然科學更有興
趣了！」

高李綢等獎學金 申請中

【本報訊】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即日起受
理「高李綢獎學金」、「林文淵先生獎學金」
申請，歡迎有興趣的同學請依各獎學金相關規
定提出申請。關於兩項獎學金詳細申請辦法及
申請表格，請至校友處網頁(http://www.fl.tku.
edu.tw/burse-post.asp)下載，請注意申請截止
日期，以免向隅。

跨三校數位學程 開放申請
【本報訊】由本校、真理大學、聖約翰科技
大學三校共同開辦跨校數位學習學程，有淡江
大學「華語文教學數位學程」、真理大學「觀
光旅遊服務數位學程」、聖約翰科技大學「動
漫畫創意數位學程」，即日起，歡迎三校日間
部大一、大二、大三學生，以及碩一、碩二學
生踴躍報名。其餘詳細申請方式及選課時間請
參閱跨校數位學習學程網站（http://program.
learning.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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