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年 12 月 14、15日晚上七時，本校體育系 102

級的體育表演會，在張新仁校

長、曾端真副校長及體育系大

家長水心蓓主任聯手啟動開幕

儀式後，於體育館正式展開。

體育表演會從體育系第一屆畢

業生（86級）創辦至今已邁入

第 16 年，為本校每年校慶重

點節目。每屆體表會都有不同

的精神指標，今年的精神指標

是：「運動 EO2，活力無限

度」。EO2 也是體育系 102 級

的代表符號，E可解釋為Exer-

cise；O2 可表示為氧氣，生命

必需品的意思，EO2所想展現

的就是透過運動活出美好的人

生。本次體表會精心策劃的12

個節目，涵蓋各項體育活動，

場場精彩，各具特色。例如：

●戰鼓（鼓）：鼓乃民間傳統

技藝，藉由鼓的表演所要求

之整齊、到位、精神三大元

素，呈現出屬於體育人獨樹

一格的態度，氣勢磅礡。

●誰羽爭鋒（羽球）：本節目

以「三百壯士」為背景，將

羽毛球加以改造，並製造出

以羽球為特色的打鬥場景，

更將競賽畫面融入其中。

●美味關係（體適能）：以全

民化有氧為主題，利用短暫

的五分多鐘讓大家感受到有

氧運動的樂趣，表演中穿插

舞蹈使表演更生動，讓觀眾

更能融入有氧體適能的運

動。

●王牌天繩（跳繩）：跳繩被

歸類於民俗體育，是一項極

佳的健體運動。在花式跳繩

方面有個人、雙人以及團體

的表演，藉由個人繩、雙人

繩、中繩及長繩等簡單的繩

子，來變化成各式各樣的動

作，它的節奏律動感及不同

繩子之間的方位變換是欣賞

的重點。

●龍爭虎鬥（空手道）：表演

結合空手道流派中的「系東

流」和「松濤流」，以及用

來鍛鍊自身協調與武器間和

諧的空手道兵器－雙節棍，

呈 現 出【武 技】的 本 質

「擊、打、踢、擋」，和

【武器】的特性「有軟、有

硬、有長、有短」的君子武

術，本節目以白勇者、黑武

士的龍虎之爭，展現空手道

的力度與收放自如的武藝特

性。

●不可能的任務（扯鈴）：以

高難度的技巧結合肢體動

作，呈現不可能的任務之精

神，並與電影中的配樂做完

美的搭配，帶給觀眾別於以

往的視覺、聽覺效果。

●舞力全開（班節目）：由體

育四學生帶給大家不一樣的

視覺新感受，呈現出 102 級

熱情、奔放的肢體表演藝

術，最後由 102 級班導師蔡

葉榮老師，帶領大家以精采

有活力的騎馬舞結尾，呈現

表演的主軸－運動EO2．活

力無限度。

本屆體表會整個籌備過程，

包含活動流程、企業贊助以及

內容的安排，夥伴們投注了許

多心思，不只學習到如何辦一

場屬於自己專長的另類表演，

彼此間的溝通與討論，也都是

課堂上學不到的人生經驗。在

掌聲響起的那一瞬間，覺得一

切的辛苦都值得，這些努力將

成為自己的驕傲，這些美好的

回憶也將留在我們心中。

101學年度臺灣區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系所 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資訊科學系二年級 賴俊學、余承泰、竺明緹、趙福懋 自走車撞球/佳作 許佳興

資訊科學系一年級 孫敏翊、湯珮茹、李盈潔、郭雅筑 越野車競速/佳作 許佳興

資訊科學系 張耀元、黃泓棨、周昱呈、林怡瑄 越野車競速/第一名 許佳興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陳廷鈺、林育嬋、曾世佳、陳哲正 自走車相撲/第一名 巴白山

楊孟哲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一年級
陳哲正、曾世佳、謝奕安、江舜智 自走車相撲/第二名 巴白山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一年級
曾世佳、鄭翔文、陳禹妁、周書瑜 自走車相撲/第三名 巴白山

盧姝如

2012 IKF世界青年合球錦標賽
系所 姓名 榮譽事蹟

體育學系

高禎佑、林思宇、全盈燕、

畢業校友曲書平、陳品鳳、黃映璇

曲書平

陳品鳳

中華 U23合球代表隊賽第 3名

獲選本屆明星隊隊員

摘下得分后冠

電子書創作大賽優選獎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玩具與遊戲設計

碩士班碩一鄭芸茜、鄭尹惠、劉巧伶

參加2012電子書創作大賽，榮獲平板

類‧學生組優選獎。本作品藉由故事

繪本形式傳達落實垃圾分類的概念，

以眾所熟悉的童話故事情節揉合分類

互動小遊戲，讓神仙教母和灰姑娘來

教導孩童如何簡單學會辨別廢棄物的

分類。有別於一般電子書形式，本作

品採用高互動人機介面設計，讀者從

指揮故事主人翁的反應中，親自參與

分類而促進故事進行，結合遊戲與簡

短故事的形式來傳達設計理念，大幅

增加閱讀作品的娛樂性。

「智慧辨識影片創意擂台」佳作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玩具與遊戲設計

碩士班一年級學生王庭筠、林育陞、

鄭寶琳，在林仁智老師、巴白山老師

的帶領與指導之下，參加由經濟部商

「101年度資安系列競賽」
海報徵選入選獎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玩具與遊戲設計

碩士班學生簡志宇參加財團法人資訊

工業策進會主辦的「101年度資安系列

競賽」海報徵選，以作品「那些年，

我們一起沒登出的日子」榮獲入選

獎。從1,000多件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

的「那些年，我們一起沒登出的日

子」，係以家喻戶曉的熱門電影【那

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為發想

點，並加入幽默的元素，讓回憶從

“我們一起追女孩”變成了“當時沒

登出所以我們一起付出慘痛的代

價”，藉此讓海

報更加吸睛、也

更能引起共鳴，

以達到提升全民

資安意識、推廣

資訊安全重要性

的目的，並喚

起民眾對資訊

安全的重視。

業司、台北市電腦公會主辦之「智慧

辨識影片創意擂台」，作品「好智慧

辨識好機會」脫穎而出獲得佳作獎。

此次競賽主要為擴大推廣智慧辨識服

務概念，徵求更多可行且具創意之構

想，提出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智慧

辨識服務應用創意並拍成影片，藉以

激發商業服務業者發展新型態的服務

模式，以為民眾帶來加值服務及便利

消費的生活環境。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師生校外參賽獲獎紀錄一覽表

學生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詹騏謙、孫裴 2012-4C數位創作競賽-動畫劇本組/大會頑石企業贊助獎 范丙林、蕭雅真

林昂東、鄧暉 2012-4C數位創作競賽-遊戲創作組-PC/大會銀獎與樂陞贊助獎 范丙林

徐紹銘、徐珮宜、謝宏安 第 3屆海峽兩岸互動數字內容設計大賽 IMEA2012移動應用學生遊戲組/銀獎 范丙林

韓秉軒、吳佳璋、莊雅智、許銘峯 H o t智慧生活創意創業服務設計競賽/最佳創意獎 蕭瑛東、俞齊山

韓秉軒、吳佳璋、莊雅智、許銘峯 行動終端應用軟體創作專題競賽/第三名及最佳注目獎 蕭瑛東、俞齊山

王昶中、鄭芸茜、王庭筠 2012第六屆交通安全 FLASH影音動畫大賽機車安全組及汽車安全組/佳作 范丙林、林仁智

王庭筠、林育陞、鄭寶琳 2012經濟部商業司 iService智慧辨識服務推動計畫智慧辨識影片創意擂台競賽/佳作 林仁智、巴白山

簡志宇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101年度資安系列競賽-海報徵選/入選獎 范丙林

蔡華棣、林育陞、王庭筠 第 17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應用服務創新大賽—臺北生活好便利服務創新應用組/第二名 林仁智

黃聖元、林育嬋、黎俞均 2012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人工智慧自走車競速/佳作 巴白山、蕭瑛東

陳文敬、黎俞均、李育馨、

羅雅婷、林玫均、郭 澔
2012華義創新軟體競賽/佳作 蕭瑛東

李育馨、林育嬋、林玫均、

廖婉詞、趙詠捷、黎俞均
2012漢字動畫創意競賽/最佳故事片獎 巴白山

吳佳璋、黎俞均、林玫均 第四屆本土生命繪本暨動畫創作徵選活動/繪本類佳作 巴白山、盧姝如、

楊孟哲

鄭芸茜、鄭尹惠、劉巧伶 2012電子書創作大賽/平板類．學生組優選獎 范丙林

101全國語文競賽
系所班級 姓名 獎項 指導老師

臺灣文化研究所一年級 邱惠鈴 客家語字音字形第二名 邱蕙良

兒童英語教育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池佩珊 客家語字音字形第四名 邱蕙良

自然科學教育學系三年級 張鳳容 客家語演說第五名 吳伊平

語文與創作學系一年級 王嘉華 國語字音字形第五名 江淑惠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柯玫姍 閩南語字音字形第二名 盧廣誠

特殊教育學系四年級 施婉婷 閩南語朗讀第六名 周美慧

校外文學獎

系所班級 姓名 獎項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林恕全

．2012打狗鳳邑文學獎散文組/首獎
．第 5屆蘭陽文學獎小說組/第二名
．第 5屆蘭陽文學獎民間故事組/佳作
．2012第七屆懷恩文學獎兩代寫作組/優勝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趙文豪 第二屆臺中文學獎台中之書徵文活動/佳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三年級 游善鈞 第二屆臺中文學獎新詩類/第二名
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一年級 陳亮文 第四屆桃城文學獎現代詩類組/佳作
語文與創作學系三年級 林芷嫻 2012全國臺灣文學營創作獎-新詩類/首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