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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處茶會歡送運動代表隊畢業 體育賽果豐碩 傑出選手齊聚
運動代表隊選手即將畢業，2 日中午體育處舉辦歡送茶
會。（圖／體育處提供）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2 日中午體育
處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4 樓舉辦「運動代表隊
畢業生歡送茶會」，逾 80 位教練與選手共襄
盛舉。體育長蕭淑芬表示，不管參與代表隊
幾年，都很感謝選手盡心盡力的參與，也相
信在比賽中不論輸贏，選手們都能有所收穫，
最後祝福大家鵬程萬里。會中，由各代表隊

領隊教練頒發紀念獎牌給運動代表隊畢業生。
茶會在品嚐餐點中依依不捨地結束。擊劍校隊
在此次全大運為本校拿下 5 金 2 銀 5 銅，其畢
業生數學碩二李盈臻表示，「大學 3 年加上碩
士班 2 年，我在擊劍校隊充滿回憶，這兩年我
已經以學姐的身分來指導學弟妹，回饋校隊，
希望以後仍能常常返校來盡自己心力。」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104 年全國體育賽事中，本校共榮獲 7 金 9 銀
15 銅，其中全大運榮獲 6 金 7 銀 11 銅，為私校第一。校長張家宜特於 3 日舉
辦「獎勵優秀運動員餐會」，慰勞選手們的努力，學術副校長葛煥昭、理學
院院長周子聰、工學院院長何啟東皆出席共襄盛舉。此次增設「頭金獎」以
激勵選手，由產經一黃建源與數學碩二李盈臻獲得，獲獎選手也獻獎給校長。
張校長表示，學校持續培育運動代表隊，希望從現在開始就為明年的比賽做
準備。擊劍隊隊長土木三江勁衡表示，未來會盡力去面對每一場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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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書涵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於上月
28 日至 30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畢業設計評
圖，建築系副教授鄭晃二與助理教授漆志剛為
本次設計召集老師，54 位建築系大五生以「之
間」為設計理念，展出費時一年成果，更邀請
日本知名建築家中山英之等近 40 位學者及建
築師參與評比。漆志剛表示，非常肯定學生設
計作品匠心別具的巧思，成就多元化作品。中
山英之亦於 29 日發表演講。8 日至 13 日將於
臺北市松山文化創意園區二號倉庫辦校外展。

建築系畢業評圖。（攝影／蔡晉宇）

我與部落有約送舊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於上月 30 日舉辦「我與部落有約暨
送舊大會」，學務長林俊宏、生輔組組長孫守
丕等師長，近 40 人參加這場餐敘。
林俊宏致詞表示，原資中心未來將持續與校
內各院系溝通，增加原住民學生名額，讓更多
學子加入淡江這個大家庭。活動安排以族語自
我介紹，讓同學們分享傳統語言，進行文化交
流。同時頒發原民會獎學金，鼓勵學生學習成
果。原資中心也準備竹筒飯、烤香腸等原住民
風味餐點，讓同學們大快朵頤。最後播放送舊
影片，畢業生於片中分享感言，為活動增添溫
馨的氣氛。大傳二剛牧柔分享，原資中心不論
是活動講座或是課後輔導，都對原住民學生有
實際的助益，更能從交流中獲得認同與快樂。

林昶佐行動力量開講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於 2 日
晚間邀請立委林昶佐以「行動力量改變淡江」
為題演講，現場約有兩百人聆聽。學生會外務
長運管二曾冠博表示，希望透過理性角度讓大
家了解素人進入國會的心路歷程。
林昶佐分享，人的一生都在做抉擇，從小夢
想當搖滾歌手，初組樂團處處碰壁，曾想放
棄，終於在 30 歲讓大家看到他的樂團。當談
到從樂手轉入政壇的歷程，他表示，隨著關心
的事物變多，自己越感到有責任改變社會，所
以決定為國會注入新力量。林昶佐最後鼓勵大
家關心周遭議
題，希望青年
能改變社會。
土木一洪名和
分享，曾看過
他 在 TED 上
演講，給予自
己很大啟發，
也改變對政治
立委林昶佐演講，吸引 200
的刻板印象。
人聆聽。（攝影／陳柏儒）

彩虹月性別議題夯

【記者陳岱儀、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同進
社與學生會聯合舉辦的彩虹月於上月 31 日晚
間在驚聲廣場展開「彩虹之聲音樂會與分享
會」，活動邀請藝人與本校學生表演及分享經
歷，吸引許多人聆聽，表演者與觀眾互動良
多。學生會執行長企管三連梓翔表示，性別議
題是基本且重要的社會議題，盼能透過活動，
讓大家更了解性別的意涵。化材一林佳瑀表
示：「可以感受歌手希望用音樂來鼓勵、溫暖
每個人的心，舉辦這個音樂會來促進性別多元
認知，點子很棒。」

美術社蟬聯13 年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社團評鑑結果
出爐囉！上月 28 日「104 學年度學生社團評
鑑暨觀摩活動」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展開，共
140 個社團參與檔案競賽，經 10 位校內外評

馬術社大專盃奪8冠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中華民國大
專體育運動總會、中華民國馬術協會於上月
28 日共同舉辦「第六屆全國大專盃馬術錦標
賽」，本校馬術社成果豐碩，榮獲馬場馬術
B1 級組冠軍有歷史二林宏建、資傳二李帥、
統計二曹奕文、財金三詹詠筑；榮獲馬場馬術
B2 級組冠軍有李帥、日文三湯俞庭；在障礙
超越 60-70CM 組奪冠的是林宏建、湯俞庭。
榮獲 B1 級組與障礙超越組雙料冠軍的社長林
宏建表示，很榮幸能首次比賽就得獎！感謝一
起努力的社團幹部們，更感謝謝煥祥教練。

社團繽紛樂
火舞社 舞螢光

審及 5 位學生評審團
共同評選，最終評選
出 8 名特優、24 名優
等 及 12 名 進 步 獎。
美術社、體適能有氧
社、花蓮台東地區校
友會、種子課輔社及
如來實證社 5 社團蟬
聯特優。尤其是美術社，連續 13 年獲得特優。
校長張家宜於開幕致詞時表示，「淡江大學
是全國首創社團必修學分，今年已邁入第五
年。社團發展可能是本校連續 19 年獲得私校
最愛最大的原因，因為參加社團的同學具備領
導、溝通、解決問題及高抗壓性等能力，是職
場重要特質。這就是我們淡江人的精神，我相
信淡江的社團會越來越蓬勃。」並由張校長敲
鑼揭開序幕。
美術社社長、法文四劉思妤說，「感謝瑞娥
老師指導及幹部們的努力付出，才能得到這個

社評 畢業生榮譽榜
學業獎
特優
（圖／課外組提供）

成果。」對於準備社評，「過程中幹部們偶有
摩擦，但吵過後更能增進彼此瞭解，也更同心
奮鬥，這份感動將長存我們心中。」
同是獲得特優的合唱團今年推動社評電子
化，團長土木二賀鈞說明，「透過嚴格細部的
分類、結合紙本和電子檔，使工作項目大大提
升；另外，藉由活動的比較機制，將活動績效
和經費管理比照去年同一或同期活動，以改善
現狀。」他感謝評審老師的讚許，也感謝學校
和課外組的幫助與鼓勵，「一份獎項的背後永
遠都不會是一個人的奮鬥。」

期末 8 社團成發 大顯身手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
園報導】火舞社於上月
28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社
評晚會上發表成果表演，
現 場 約 300 人 觀 看。 火
火舞社期末成發。（圖／火舞社提供）
舞 社 社 員 以 七 彩 螢 光，
知，不再有期待時，就只剩下空殼。」希望透
搭配音樂節奏與舞蹈，在黑暗中更顯繽紛。
過展覽，重新思考生活的意義，找回內心最初
火舞社於上月 25 日也獲邀在學生會正副會
的感動。展場分「光跡」、「棲息者」、「移
長與議員選舉造勢晚會上演出，社長資管三林
動」等 6 展區，各自透過各種媒材與文字，分
盛智表示，「大家都很用心準備，雖然過程中
別探討生存、成長、內心等議題。
有些社員沒法跟上進度，但最後大家都如願上
現場同時販售帆布袋、書籤、筆記本等文創
台完成精彩的演出。」林盛智分享，社團雖然
商品，中文三張佩儀說：「我以前也是微光詩
成立不久，但在表演結束後卻有許多學弟妹向
社成員，對現代詩一直十分喜愛。覺得這次展
他詢問入社事宜，他覺得很開心。
覽十分用心，除作品觸動人心外，佈場也別具
烏克麗麗社 烏克送舊啟程
巧思，有很多新嘗試，很有裝置藝術的感覺。」
【記者詹雅婷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30 日，
攝影社 城曦展都市光芒
烏克麗麗社在覺軒三廳舉辦期末成發「畢業典
【記者吳杳遠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31 日攝
禮－烏克啟程」，在主持人詢問大家對大學生
影社為期 4 天的成果展「城曦」在黑天鵝展示
活的感受中揭幕。曲風以青澀與輕狂貫穿整
廳開幕，展場共分 12 區，各有主題，或描繪
場，並融合微光詩社的現代詩朗誦，在聆聽音
城市角落，或探討人在城市中的生活狀態。社
樂的同時，也享受現代詩的優美。社長會計三
長土木三洪靜慧說明策展發想，「展名與『晨
趙瑞恩則表示，「活動想呈現的不只是音樂，
曦』音近，我們希望以自身視角，去發現城市
更多是一起籌備的感動。」社員資工二李承哲
中不容易被注意之處，這也是生活中如同晨曦
認為，此次為最後一次和大四學長姐一起籌
般的光芒。」她強調，展覽著重以紀實方式表
劃，不免有些傷感，但很高興活動圓滿成功。
達生活，而非强調攝影的技巧。
鋼琴社 雙鋼琴 12 個夏天
參展者企管三李建旻表示，照片背後的故事
【記者林怡瑄淡水校園報導】鋼琴社於上月
來自個人，因此所有的標題及配文都是拍攝者
31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期末音樂會「十二個
自己撰寫的。觀展的日文二黃志成表示，「我
夏天」，現場佈置結合夏日主題。社長德文二
比較喜歡表現人與動物的照片！所有照片的標
邱天心表示，主題靈感來自「十六個夏天」電
題和短文都讓我覺得很契合照片，感覺很貼近
視劇，「本社幹部共 12 人，這代表著與夥伴
拍攝者所想要表達的想法。」
們一同度過的青春與成長。」音樂會以雙鋼琴
國際大使團 跨文化之夜
為主軸，共演出 14 首曲目，讓悠揚樂聲洋溢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大使團於
在淡水校園初夏的夜晚。
1 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主題為「仲夏 ‧
音樂會在舒伯特「降 A 大調第四號即興曲 夢－跨文化之夜」活動，現場提供異國美食，
投河」揭開序幕，除古典樂章外，「為你獻上
並設攤位進行二手愛心義賣及遊戲，更邀請本
這顆淚滴」、「自由之翼」兩首日本動漫歌曲
校西洋音樂社的調澀盤樂團、詞曲創作社的走
則增添年輕氣息，激昂的「D 大調左手鋼琴協
光樂團和 Chance 樂團演出。
奏曲」更將氣氛帶到高潮。
活動總召英文二胡婷堯表示：「這是國際大
這是該社第五十二屆最後一次演出，因此演
使團每年都會辦的活動，已經是我們社團的傳
唱歌曲「自由之翼」回憶過去的努力。邱天心
說：「53 屆一定會全力以赴，做好每一件事。」 統。因為希望能有外國同學參與，所以主題及
現場都有許多相關佈置，像是各國國旗、美食
社員法文一黃郁庭說：「看學長姐精彩的表演
等。」會計三常勝豪表示：「這次是陪朋友來，
十分感動，很多曲目都是由表演者自行編排，
覺得活動準備十分用心，項目也很豐富，我最
讓我覺得這是展現才華的一場音樂饗宴。」
想玩的是射飛鏢遊戲。」

微光詩社 碎形找初衷

藝人戴安娜來校表演，並表示其關心性別
議題。（攝影／許允季）

（攝影／林俊廷）

國樂社期末成發。（攝影／包語樺）

國樂社 協奏白蛇傳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雅滬國樂社於
上月 30 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舉辦以「白蛇傳」
為題的期末公演。上半場為大家帶來「酒歌」、
「台灣追想曲」及今年在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獲
得名次的「絲竹新韻」。下半場則緊扣主題，
以笛子協奏方式演奏白蛇傳，共表演 3 個樂
章，氣氛從歡快到磅礡最後以平和恬淡收尾，
用音樂詮釋白蛇傳故事。
社員資圖三余郁涵表示，「因為協奏的練習
需要大家配合而比較辛苦，但覺得今天表現還
不錯，希望以後可以更好。」觀眾中文一王岑
卉表示：「之前國樂社的表演我都有去聽，覺
得他們演奏很努力，很喜歡他們。」

【記者林怡瑄淡水校園報
導】微光詩社於上月 31 日
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為期 4
天的成果展「碎形」，社長
中文三林佑霖表示，策展理
念是「盲目的生活會使人破
碎。 當 我 們 對 生 活 失 去 感 微光詩社成果展。（攝影／包語樺） 攝影社成果展。（攝影／包語樺）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實驗劇團 呼吸聯合戲展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實驗劇團於上
月 30 日至 4 日在實驗劇場舉辦期末公演聯合
戲展「呼吸」，演出「Play Games」、「彼岸」、
「女孩們，晚安」與「家庭生活」4 齣戲。
舞監產經四陳韻伶說明，這次策展核心為個
人與環境關係，表達人不能只有自己，還需要
別人陪伴，「『呼吸』需要藉氣體交換達成內
在平衡，這呼應我們所想表達的人內與外的連
結，4 齣戲都與展名有關聯性。」
「Play Games」以因家暴身亡的女童亡靈與
內心衝突的母親，從無到有地觸發感情；「彼
岸」呈現社會和人生各個階段狀態。「女孩
們，晚安」用倒敘方式表達同性與異性之戀，
導演歷史二謝言表示，希望藉由這齣戲告訴
觀眾愛的多元形式。
「家庭生活」演釋每
個家庭成員對家樣貌
的執著，導演企管四
張嘉筠說明，有時候
放下執著，更能相互
理解。西語一崔筱菁
表示，第一次看到這
種演出方式，對同性
的情感與家庭形式也
實驗劇團公演戲展。
有更深層地了解。
（圖／實驗劇團提供）

資圖系魏妤庭、中文系陳韻心、中文系李宜亭、
歷史系張振昕、資傳系沈育安、大傳系呂莉婷、
化學系方家德、化學系周智偉、數學系潘友明、
數學系詹婕翎、物理系林育葶、物理系韓志勇、
建築系林郁軒、機電系劉申禾、機電系彭承祖、
土木系柯依霈、土木系黃鈺婷、化材系林祐增、
資工系蔣秉洋、資工系陳逸甫、航太系陳建勳、
電機系翁有為、電機系杜冠頡、電機系蔡明宏、
電機系鄧宗漢、電機系莊大慶、水環系潘柏成、
水環系陳 聰、會計系林芝安、會計系柯丞舫、
財金系胡起軒、財金系謝之穎、企管系劉又慈、
企管系張展誌、產經系許雯婷、國企系何希瑞、
國企系葉怡青、管科系蘇靜敏、保險系莊文堯、
資管系陳威銘、公行系饒宜中、公行系楊念祖、
統計系賴愛華、統計系盧怡靜、運管系吳素絢、
經濟系黃筑君、法文系陳思菲、德文系高曉霈、
日文系許開軒、日文系李雅婷、日文系二年制在
職專班謝文哲、英文系李怡潔、英文系陳翠琦、
西語系蔣宜儒、俄文系賴紀樺、教科系李佳穎、
語言系何芬雅、政經系費若芬、資創系王怡雯、
資創系黃威生、觀光系王雅筑

服務獎
大傳系劉欣彥、大傳系何和威、中文系陶子璿、
中文系林亮妤、化學系李佳軒、航太系鄧先浩、
航太系賴宏彥、土木系林佑軒、資工系周志康、
機電系李欣穎、電機系郭維昌、資工系高資淳、
運管系吳宜庭、國企系曹 丹、經濟系劉宴汝、
產經系何承運、資管系曹 筠、資管系陳振輝、
經濟系朱冠勳、財金系陳宗佑、公行系謝欣儒、
英文系林彥均、德文系陳佳君、教科系黃雨柔、
戰略所黃昱輔、資創系施雲柔、資創系王 愉、
語言系饒惠云

操行獎
中文系余柏壕、中文系李宜亭、歷史系宋怡萱、
資圖系蔡明翰、大傳系林志航、資傳系方文祈、
數學系蔡筑青、數學系鄭惟綸、物理系林育葶、
物理系洪若純、化學系鄭鈞澤、化學系張恆瑞、
建築系林郁軒、土木系林 靜、土木系曹立嫻、
水環系邱子銘、水環系范倚瑄、機電系鄭延釋、
機電系劉大立、化材系薛奕翔、電機系高子育、
電機系沈皓軒、電機系劉懿萱、電機系許博淵、
資工系黃冠智、資工系盧明正、航太系周譽積、
國企系吳翠軒、國企系蔡宇軒、財金系蔡欣玲、
財金系柳逸倫、保險系蕭珮珍、產經系蕭偲吟、
經濟系凌子璿、企管系黃聖育、企管系蔣譯葶、
會計系林亭君、會計系周韋芳、統計系陳冠銪、
統計系尹德翔、資管系洪鈺婷、運管系簡 靖、
公行系林禹辰、公行系楊念祖、管科系蘇靜敏、
英文系張家瑋、英文系陳翠琦、西語系林書維、
法文系高 靖、德文系彭筑暄、日文系吳家富、
日文系簡昊宇、日文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張雅芬、
俄文系葉家彥、教科系王珽宣、資創系林玉騏、
資創系林柏宏、觀光系王苡璇、語言系吳奕萱、
政經系吳宛儒

體育獎
中文系陳宇婕、物理系黃麒睿、數學系莊逸丞、
土木系洪新淯、土木系鄭伊廷、土木系陳亦凡、
化材系賴威諭、水環系林育瑄、航太系余昀浩、
航太系范姜敏、航太系韋雨雯、資工系卡橋安、
資工系林冠伶、電機系許致瑋、機電系鄭延釋、
機電系陳俊臣、資圖系黃斌亮、企管系黃聖育、
保險系蔡佳臻、財金系陳柏斐、國企系黃奕凡、
國企系高萱陵、國企系吳翠軒、統計系王親民、
經濟系李孟聰、資管系孫于涵、資管系李振瑋、
運管系劉 臻、日文系林宥儀、西語系廖原裕

青出於蘭畢業獎

國際大使團期末活動。（攝影／鍾子揚）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學分獎：資創系許卉妤
國際獎：觀光系黃欣湲、觀光系王雅筑
領袖獎：資創系王銘威、語言系吳奕萱
傑出獎：政經系黃譯德
（資料來源／秘書處、學務處、蘭陽校園主任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