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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二羅廣群：就算滂沱大雨也澆不熄想要參加校慶的決心！

運動會
園遊會

蘭陽 同慶 狂歡賀淡江生日快樂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5日蘭陽
天空作美，天氣晴朗，校慶園遊會及運動
會圓滿落幕。師生盃排球錦標賽和校慶盃
籃球賽經過激烈的總決賽後，排球賽冠亞
軍分別由「教聯隊」及「語言四」獲得，
「語言四」隊員語言四李宇彤表示多虧大
家同心協力，才能得到第2名。而校慶盃
籃球賽男子組由「水噹噹男孩隊」奪冠，
亞軍則由「來報隊」拿下，「水噹噹男孩
隊」隊員資創四趙羽皓表示，「大家共同
擊敗強敵，而且能在大學最後一年得到冠

時間

11月12日

11月13日
11月19日

軍，真的是太開心了！」
社團成果發表活動中，由歡愉街舞社表
演地板動作，引起現場驚呼連連！緊接著
由華麗旋轉國標舞社帶來性感演出，更有
來自佛光大學熱音社的精采表演，讓現場
如癡如醉，最後由搖滾來搖滾去研習社獻
唱英文歌曲，並開放現場點歌與聽眾互
動，讓現場氣氛達到最高潮！
令人開心的園遊會中，共有14個攤位共
襄盛舉，而時尚飲品社獨門調製的自創飲
料，讓民眾大呼過癮。最受歡迎的「小錢

活動（地點）

本次訪團成員由團長丹麥性別資訊中心
執行長Ms. Elisabeth Moller Jensen、國際
婦女組織會長Ms. Gay-Young Cho、
美國塔城民主人報社論版主編
Ms. Mary Ann Lindley等多位資
深性別領域工作者及媒體人組
成。在參觀展覽後Ms. Elisabeth
Moller Jensen表示，對臺灣印象深
刻，「一定會將臺灣經驗帶回丹
麥！」

沈昭良新書《ＳＴＡＧＥ》大師學生齊捧場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大傳
系兼任助理教授沈昭良，於5日在誠品
信義書店3F FORUM舉辦最新攝影集
《STAGE》發表會，和台南藝術大學榮
譽教授張照堂、資深媒體人蕭嘉慶，舉行
交流對談。沈昭良展現攝影集時表示，
「拍攝的時候難免會遇到難題，但只要保
持對攝影的熱情，問題就能解決。」
現場一開始播放《STAGE》簡介影
片，座談部分探討攝影集的出版，也談到
在照片在攝影集中的排列和選擇的改變，
可能就會賦予攝影集不同的意義，大傳四
梁琮閔表示，之前修習沈昭良的專業攝影
課程時，在攝影編輯上就曾有這些經驗，
「沈老師提到輕微的修圖或是亮度的調
整，反而更能表達照片所要呈現的意思，

英語演講競賽 選手專業級演出亮眼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
2011歐盟獎學金英語演講競賽結果
日前出爐！第1名為英文四梁俊文；
法文一盧宛妘、國企碩一張楠騰分
獲2、3名。
大三時曾為瑞典交換生的梁俊文
說到，這次比賽不僅讓他重新整理
留學回憶，更激發他繼續了解歐洲
文化的動力。盧宛妘談到準備方法
的分享：「抓準自己要表達的中心
概念後，要記住稿子就不難。」
評審表示，此次參賽者都有親身
遊歷歐洲的經驗，故對於競賽題目

「My Impression of Europe」發揮自
如，加上不錯的外語及表達能力，
讓大家的表現在伯仲之間。評審之
一的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政治學博士
史大慶建議：「演講比賽不僅是讓
人用聽的，更是用眼睛觀看的比
賽，可以適時用手勢等方法表達情
緒。」親臨現場觀賽的臺灣歐盟中
心執行長鄭家慶稱讚道：「雖是學
生比賽，但具專業級水準。」他亦
鼓勵在場同學，「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所以大家應該要多向外
界探索。」

要有想像力，千萬不要妄自菲
薄。
「Smart益智遊樂園」組長資
管四卓建安表示，這套系統主
要是受翰諾托兒所委託，希望
能別於坊間的數位學習方式，
增進小朋友的學習效能，以關
聯式學習角度出發，結合觸控
功能，訓練孩童對稱等圖型
邏輯概念，並在遊戲上發揮創
意。
資管系系主任周清江表示，
今年得獎作品從生活中取材，
並運用自己長處，幫助更多人
善用科技。透過指導老師認真
教學及協助，才能得到如此豐
碩的成果。

攝影／林奕宏

攝影／林奕宏

翻外篇

11/14(一)
08:00

諮輔組
B424

「LOVE our life」徵圖比賽活動報
名

11/14(一)
08:00

文創中心
網路報名

11/14(一)
08:00

文創中心
網路報名

11/14(一)
08:00

文創中心
網路報名

11/14(一)
10:00

海天青
SG113

文化創意產業管理實務工作坊產品設計與創新管理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文化創意產業管理實務工作坊創意發想與管理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文化創意產業管理實務工作坊創業管理與事業計畫評估活動報
名（http://enroll.tku.edu.tw）
2011海天青服務員徵選之「鬥」

11/14(一)
15:00

星相社
西洋神祕學展
黑天鵝展示廳

11/14(一)
18:30

西音社
滾淡音樂祭第一滾！YAMAHA熱
覺軒花園表演廳 音大賽冠軍──中離狗

11/15(二)
18:30

國樂社
B512

國樂社講座

11/15(二)
21:00

體適能有氧社
Body Attack
SG246

11/16(三)
08:00

僕人領袖社 「Thanksgiving Apple感恩蘋果
商管大樓 祭」活動擺攤

11/16(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唐山大地震」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1/16(三)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LA Style
SG246

11/17(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愛，飛翔」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1/17(四)
18:30

詞創社
第二屆全創作成發
覺軒花園表演廳

11/18(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姊姊的守護者」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攝影／羅廣群

吉他社戶外民歌 聽得陶醉

全校集氣投玉山 本報記者全紀錄
【本報訊】「玉山加油！」本校
為讓玉山能在「世界七大奇景」票
選中脫穎而出，10日進入最後催票
階段，推出由登山社籌備2年的登頂
玉山紀錄書籍《抬頭仰望玉山》，
要透過文字與照片將「玉山之美」
呈現給全世界！
自10月開始一連串的宣傳活動，
並由校長張家宜領軍成立「玉山助
選團」，全校師生皆共襄盛舉，為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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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親子互動為出發點，因此
擴增實境和sliverlight的技術，
透過網路攝影機來增加實境的
互動，並規劃神奇AR魔鏡、
分享地圖和歡樂遊戲堡三個主
題，獲得評審的肯定。張星群
指出，從大三上至今花了近1年
時間準備，「能得到第1名的
成績，辛苦也值得。」指導老
師資管系副教授張昭憲表示，
系上的各方支持讓學生收穫良
多，研發過程中雖遇到挫折，
但仍會以每週會議的方式，讓
學生跟上進度，「特別值得稱
許是在技術上蒐集資料、自行
研究等自發性的精神。」他也
鼓勵學生，在研發外

攝影／梁琮閔

這是我也很認同的。」
《STAGE》是沈昭良歷時6年，用
大型鏡頭，拍攝目前在全台各地，由
大貨車改裝而成的移動式油壓舞台。沈昭
良為2011巴黎Photoqua國際攝影雙年展唯
一台灣參展者，曾在北美洲、非洲等地舉
辦過攝影展；也曾出版《築
地魚市場》、
《玉蘭》等攝
影集，並曾獲
頒行政院新聞
局雜誌攝影類金
鼎獎、日本相模
原攝影亞洲獎等
榮耀。
攝影／林奕宏

活動名稱

吉他社戶外民歌表演遇雨不減興致，不插電演
出展現演奏實力。（攝影／梁琮閔）

兩性平權團來訪 提升本校國際形象

主辦/地點

11/15(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色戒」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資管系秀創意 吳敦義讚環保設計
【本報訊】資管系於5日參
加由經濟部工業局、教育部電
子計算機中心、以及中華民國
資訊管理學會共同舉辦「2011
第16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
創新競賽」，榮獲資訊技術應
用組2第1名的「Hold住親子
動」，以及產學合作組2第2名
的「Smart益智遊樂園」。同
時，主辦單位特在決賽前從269
隊伍中，選出2組為行政院院長
吳敦義說明，其中本校參賽隊
伍「食誌網」獲邀展示。吳敦
義對於「食誌網」展示主題印
象深刻，頻頻點頭稱好外，並
鼓勵將來可結合減輕碳足跡的
應用，以達環保效益。
「Hold住親子動」組長資管
四張星群表示，這套系統
是 以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11/14(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重力小丑」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蘭陽校園舉辦校慶運動會與園遊會，難得好
天氣讓蘭陽師生「動」的盡興、「遊」的開心！
（圖／蘭陽校園提供）

統計系系友會班代表大會 （B712）
化材系系慶大會 （I787）
保險系系系友會 （大腳印餐廳）
運管系25週年系慶 （福格飯店）
日文系系慶 （覺軒花園H108-H110）
資傳系系友會 （O306）
經濟學系系友會 （B713）
中文系55週年系慶 （L307）
化學系系友會 （C013）
校友返校座談會 （C426）
淡江之聲18週年臺慶 （上鼎燒烤店）
商管聯合碩士在職專班及EMBA聯合同學會－慶祝61週年校慶一日旅遊（苗栗公館、南庄）
物理系畢業系友返校活動 （騮先紀念科學館1樓大廳）

【記者謝孟席、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台
灣兩性平權國際參訪團（International Press
Group Covering Taiwan Gender Equality）一
行15人，於11日蒞校參觀居禮夫人特展，
由化學系教授吳嘉麗接待及座談，交流兩
性平權經驗。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專家
學者代表宋鴻燕表示，適逢本校61週年校
慶，同時也是居禮夫人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100年，這次的參訪對提升本校國際形象具
有重要意義。

立大功」遊戲，讓
來眾紛紛掏錢以小
搏大，蘭陽校園課
外活動組職員楊佩
芸表示，「很喜歡
同學設計的活動，
在小圈圈內投錢很
有新意。」現場還
有各式蘭陽特有小
吃、好玩的遊戲，
讓全校師生、家長
及社區民眾盡興而
歸。政經四何欣儒表
示，這是學生時代最
後一次的校慶活動，「祝淡江生日快樂！」

活動看板

期1個月的「造勢」活動於11日畫
下句點。本報記者全程紀錄，為玉
山活動捕捉動員畫面，攝影記者大
傳四梁琮閔表示，身為臺灣人，很
高興能為屬於我們的美景盡一份心
力，「看到全校為共同目標努力，
這份愛臺灣的熱情十分動人！」期
間跟隨各「造勢活動」進行拍攝，
他說，「印象最深的是在福園舉行
的『玉山音樂會』，從商管大樓空

攝影／梁琮閔

拍活動現場，看見這麼多人齊喊：
『玉山加油！』的團結氣勢，無論
投票結果如何，都為淡江人上了一
堂『認識玉山』的最佳課程！」同
為本報攝影記者，土木二羅廣群則
說，由校長號召一二級主管拍攝宣
傳影片，「看見教授們為玉山擺出
最活力的pose，可見玉山在大家心
中無可取代的地位！」

【記者鍾小喬、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伴著
雨聲，每年入冬之際，日前由吉他社主辦的
「戶外民歌」活動移至文錙音樂廳舉行，大雨
依舊澆不熄他們對吉他和音樂的熱情！除了當
屆幹部及社員精心準備的表演外，也依慣例邀
請畢業的社友回來共襄盛舉，將這具歷史意義
的活動，添加了不同層次和風格的色彩。活動
執行長化材二汪政賢表示，這次表演的曲風走
輕快、輕柔路線，希望大家在輕鬆愉快的心情
下聆聽演出。吉他社社長統計三林宗穎也說，
「希望藉由這樣的演出機會，讓校園中的大家
能更加接觸到音樂和民歌！」西語一陳致穎表
示：「很喜歡unplugged的表演方式，就算表演
者彈錯也很自然不做作；歌曲中最喜歡鳥鳥與
凱文演唱的『不說了』，他們的歌聲給人一種
深入靈魂的感覺。」

開口學法文 入門密集班開課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想要讓自己和
法國更靠近嗎？成人教育部於17日在台北校園
開設「法語入門密集班」，至12月19日共5周
的課程，讓你趕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夢想的第
一步。詳細內容請上成人教育部網站（http://
www.dce.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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