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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6 日

各系校慶活動 照過來
時間

主辦系所／活動名稱（地點）

主辦系所／活動名稱（地點）

10：00

水環系／ 52 週年系友回娘家（E680）

13：20

物理系／畢業系友返校（科學館大廳）

10：00

德文系／系友回娘家改選系友會會長（T212）

13：30

資傳系／系友回娘家（O306）

10：00

教心所／職涯培力論壇暨校友回娘家（ED601）

14：00

會計系／系友返校音樂會（文錙音樂廳）

11：00

資圖系／教資第 11 屆校友回娘家（L302）

14：00

化學系／系友大會（水牛廳 C013）

13：00

經濟系／系友大會（B703）

14：30

企管系／系友大會（B302B）

期中考

NOV

14

起 課務組溫馨小提醒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中考將於 14 日
至 20 日舉行，教務處自 7 日（週一）起，將開放 B119 教
室供同學溫書使用。
溫書教室開放時間為 7 日至 11 日 18 至 22 時，12、13
日上午 8 時至 17 時，請同學多加利用。
考試時務必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
應考，未帶前述證件者，應提前至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臨時

學生證，以免延誤考試入場時間。請同學詳閱並遵守考場
規則，考試時不違規不作弊，否則一經查獲，一律依考場
規則議處。
本次期中考試修習「中國語文能力表達」者，應參加
「中文能力測驗」，請攜帶 2B 鉛筆應試。以左手書寫之
同學如需使用專用桌椅考試，請於考試週前向課務組提出
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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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 LOGO
巨型地景搶鏡
（攝影／鍾子揚）

█淡水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校慶

█網路

淡水校園
11/6(日)
9:00
11/7(一)
12:10
11/8(二)
12:00

活動名稱

文錙藝術中心
國際美術大展
文錙藝術中心
學發組
I304

英文TA研習2：提升英語能力檢定
考試(TOEIC)之教學研習

女聯會
女聯會二手衣物義賣
黑天鵝展示廳

11/10(四) 未來學所 「遊戲X未來：共塑願景與策略的
9:00
覺生國際會議廳 新方法」國際研討會

落

Senai 搖擺部

原民週阿美族情人袋吸睛
【記者詹雅婷淡水校園報導】上週商館 4 樓
走道洋溢原民風！為了讓校內原民與非原民同
學彼此交流，感受多元文化的溫度，原資中心
辦理「Senai 搖擺部落 - 原民週」系列活動。
其中靜態文物展覽於上月 31 日起，一連 5
天展示原住民特色文化，現場充滿各式原住民
手工藝品、各族傳統服飾等，繽紛的色彩讓經
過的學生忍不住駐足觀賞。
配合原民週，2 日晚間的手工藝 DIY 體驗活
動，讓參與同學自製原住民傳統特色項鍊。原
資中心行政人員王志凱表示，除了靜態展外，
DIY 體驗活動讓同學從實做中，更能了解原住
民文化。
4 日的原住民文化講座，則邀請近期爆紅的
原住民歌手阿爆 Aljenljeng，與金曲獎得主桑
布伊 Sangpuy 分享以族語專輯連結自己文化之
根的創作經歷。
化材一戴千詠分享，「我聽同學說有這個展
覽所以來觀賞，有一些東西像泰雅族口簧琴與
木琴、阿美族情人袋都是我第一次看到，透過
解說導覽，才知道這些物品所代表的涵義，覺
得活動蠻有意義的。」

【記者張力堃、張少琪、陳品婕、秦宛萱淡
水校園報導】為歡慶 66 週年校慶，許多精彩
活動陸陸續續進行，今日（6 日）上午首先登
場的是運動大會，上午 8 時 40 分各系參加師
生，都在操場集合完畢，選手們也早早摩拳擦
掌準備好大顯身手。
開幕典禮除了有 300 多位運動代表隊的特色
表演外，更有 1,200 名由大一及舞蹈班學生組
成的大會操和排字表演！校長張家宜也將引領
貴賓蒞臨運動會場參加開幕式。
緊接著於 10 時，各項趣味競賽上場，包括
「飛躍 66」、「三人兩球」與「拔河比賽」
為運動競賽拉開序幕。下午 2 時，競技內容更
為多元豐富，男女跳高、跳遠、男子鉛球、短
跑、大隊接力等也將馬拉松式地在操場展開，
那麼多精彩刺激的賽事怎麼能夠錯過呢？
體育活動組組長黃貴樹說明，為慶祝 66 週
年校慶，趣味競賽「飛躍 66」與「拔河」是新

項目，相信會更拉近同學間的距離。他補充，
「期待校慶運動會後，校園運動風氣也能燦爛
久久！」
眾所期待的「蛋捲奇遇記」主題系列活動
於今日 10 時 30 分在書卷廣場及海報街盛大登
場！包含「遇見心意」園遊會及「記憶歲月」
蛋捲節兩大項目。
為了讓園遊會更具意義，學生會邀請了弱勢
團體共同參與，包括有集賢庇護工場、樂山療
養院、陽光基金會。另外，學生會更會透過遊
戲，讓同學認識學生權益及了解該如何為權益
發聲。此外，園遊會中將有馬來西亞校友會、
澎湖校友會、華僑同學聯誼會美非分會等等社
團販售特色美食，以滿足師生的味蕾。

▼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運動會
蛋捲奇遇記

Hebe 壓軸登場，把演唱會氣氛推至最高點！（攝
影／鍾子揚）
▼多位知名歌手於 3 日晚上盡情演唱，歡祝淡江
66 週年！ 1500 名師生 High 翻學生活動中心。（攝
影／何瑋健）

奇幻旅程1500人搶看Hebe演唱

原資中心行政人員王志凱為觀賞展品的同
學介紹文物的涵義。（攝影／閩家瑋）

傑克與豌豆
童話
音樂

鋼琴社 融化樂迷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鋼琴社於 2 日
在文錙音樂廳舉行期中音樂會，現場以「傑克
與豌豆」為主題布置，吸引 60 餘名觀眾聆聽，
15 首曲子讓淡江的夜晚增添了童話音樂氣息。
音樂會以舒伯特的「F 小調第三號樂興之時」
揭開序幕，整場曲目風格多變，包含改編動漫
片尾曲、迪士尼電影主題曲等等，由經濟二竇
孝武改編的冰雪奇緣主題曲「Let it go」，比
原曲多了爵士風，聽來更具童趣。他表示，聽
到掌聲後，覺得一切的準備都值得。
大傳一彭愛媛分享，「鋼琴演奏的整體氣氛
很棒，我很陶醉，期待多辦一些鋼琴演奏會。」
社長英文二王璦葶表示，音樂會是鋼琴社的重
點活動，透過和 53 屆幹部一起努力，對呈現
的成果感到滿意。

鋼琴社期中音樂會，「傑克與豌豆」主題
洋溢童話風。（攝影／鍾子揚）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Hebe 田馥甄、
動力火車等等知名歌手於 3 日晚上盡情演唱，
歡祝淡江 66 週年！現場 1500 名師生以熱情回
應歌手的傾力演出，High 翻學生活動中心。
在主持人莎莎的串場下，整場演唱會高潮迭
起，由學生會與課外組舉辦的「奇幻旅程 66
週年校慶演唱會」，讓歡樂氣氛在校慶前高漲
到最高點！
學務長林俊宏致詞表示，「還有 3 天便是
校慶，希望全校師生都能盡情地投入校慶活
動。」學生會會長資管四陳信宇與 Beat-box
社副社長國企二劉秉宗也為同學帶來瘋魔淡江
校園的「凹宿營」，令大家投入在饒舌魅力中。
歌手盧一辰首先以鋼琴和吉他自彈自唱「輕
輕的」等 3 首歌曲，令大家不禁陶醉在她清新
的歌聲中。

毛弟除演唱外更在臉書上直播他演唱「帥過
頭 」 的 片 段。Popu Lady 以「POPU OK 繃 」
一曲勁歌熱舞帶動現場氣氛外，還拋送海報，
令現場情緒更加高漲。
閻 奕 格 除 翻 唱 耳 熟 能 詳 的「I Really Like
You」外，也應現場同學要求演唱「也可以」。
動力火車一出場，便以雄厚寬廣的歌聲震撼全
場，更帶動師生們跟著他們一同合唱「彩虹」
和「忠孝東路走九遍」這兩大經典歌曲。
壓軸的 Hebe 田馥甄一登場便把氣氛推至最
高點！她演唱「日常」和「餘波蕩漾」後，以
一曲「小幸運」為演唱會劃上完美的句點。
產經三陳佳宏看完演唱會後興奮地說，「能
看到這麼多歌手真的很開心！感謝學校邀請了
這些厲害的歌手，覺得這次演唱會成功增添了
校慶氣氛。」

師生頌原民歌謠奪3萬獎金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師生一起卡拉
OK「sing a song」，盡展師生融洽關係！上月
28 日晚上，66 週年校慶社團活動組在學生活
動中心舉辦校園師生歌唱大賽「師生頌」，上
百觀眾進場支持參賽者。學務長林俊宏於致詞
時表示，「看到學生們用心準備歌唱比賽，實
在是很感動。」並演唱「甘願」，博得熱烈掌
聲。其後，軍訓室主任張百誠也高歌「張三的
歌」，拉開賽事。
22 組參賽者各展渾身解數獻唱後，經過職業
樂手楊登峻等 3 位專業評審從音準、音色、技
巧、台風等方面進行仔細評分，結果揭曉，由
原資中心行政人員王志凱領軍 7 位原住民生，
演唱「原住民傳統歌謠」的第二十二組奪冠，
並獲得 3 萬元獎金，成員之一、大傳三剛牧柔
興奮地說，我們這組的老師和同學們在練習時
間上很難互相配合，能拿獎真的很興奮！
第二名和第三名，分別是由英文系講師莫康
笙與學生組隊，演唱「Life's a Struggle」的第

十四組，和文學院秘書江夙冠與學生合唱「我
期待」的第七組，各獲得獎盃與獎金 2 萬元、
1 萬元。

今活力登場

書卷廣場上的蛋捲節活動更是豐富！除邀請
烏克麗麗社、Beat-box 社、花式籃球社等社團
表演外，更邀請到知名藝人周湯豪、黃美珍等
多位藝人，增添節目豐富度及校慶熱鬧氣氛。
今天還有「校園尋寶」闖關活動，課外組邀
請即將成為淡江人的高中生們與返校校友，一
同遊遍淡江校園！從上午 10 時 30 分開始，在
書卷廣場上飄著百顆氣球的指定攤位，拿取尋
寶地圖，於限定時間內，在各任務地點破解各
關卡的考驗。闖關尋寶者答對規定數量時，
即可獲得淡江著名地標「宮燈」造型手做材料

包，還有隱藏版小禮物等你來挑戰唷！歡迎大
家踴躍參加，一起來認識淡江、溫習淡江！
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也於今日在紹謨紀念
體育館 7 樓進行校慶大會實況轉播。淡江電視
台現場直播，介紹大會現況並連線採訪，並在
淡水校園之校慶系列活動進行報導。
淡江之聲轉播時，聽眾只要記下通關密語，
Call in 至校慶特別節目中，分享自己的生日小
故事，即可獲得精美小禮物。淡江之聲可透過
FM88.7 收聽，還可線上收聽。（淡江之聲網址：
http://votk.tku.edu.tw/）。

轉角睛見藝術地景人氣夯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師生攜手為校
慶倒數！上月 31 日中午在傳播館前的文化休
憩區，由校長張家宜在大型宣傳看板貼上「6」
字，預告校慶倒數 6 天，並與學生齊喊「淡江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to TKU!」歡祝學
校生日快樂，現場洋溢校慶歡樂氣氛！
這是由 66 週年校慶社團活動組與課外組主
辦，新北市校友會、美術社及微光現代詩社承
辦的「校慶倒數快閃活動暨 LOGO 地景藝術
揭幕儀式」。
隨即一行人再走至福園上方草坪，為地景藝
術活動「轉角睛見藝術」揭幕。校長致詞時表
示，「有別於以往，今年的校慶 LOGO 以地
景藝術呈現，非常創新。希望這週的校慶活
動，全校師生都能共襄盛舉！」
活動中，秘書長何啟東解釋校慶 LOGO 的
涵義，「設計主軸是宮燈，配上六六書法字樣
和紅色圓形的背景，象徵圓滿和喜慶。而地景
藝術則是以 3 千朵紅、白、粉色的海棠堆砌成
78 平方公尺大的校慶 LOGO，歡迎來賓與這
巨型裝置地景拍照。」今日（6 日）與地景拍
照並上傳至粉絲專頁，便可獲得紀念明信片，
千萬不要錯過！

「轉角睛見藝術」活動，不僅有 LOGO 地景，
還有兩場講座，邀請大家一起發掘生活中的藝
術之美。首場是於上月 31 日晚間舉行的「校園
藝點睛」講座，邀請裝置藝術家陳有德介紹各
種有趣的裝置藝術。
另外，21 日的「生活藝點靈」講座將邀請當
代小丑工作室創辦人陳琬婷跟大家分享她在互
動藝術上的經驗。凡參與「生活藝點靈」講座
的同學，均可獲得校慶 LOGO 地景的海棠盆
栽。報名自即日起至 20 日，歡迎大家上活動系
統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圈起淡江 66 共築歡樂 99

炒熱校慶氛圍的活動一場接著一場！ 1 日中
午，在福園有一群同學興致高昂地玩著套圈圈
遊戲，現場歡笑聲不斷！
為提升同學們對校慶的熱情，課外組舉辦「圈
起淡江 66- 共築歡樂 99」活動。只要成功把圓
環套進印有「66」、「99」、「淡江」字樣的
柱子上，便可參與抽獎，獎品包括淡江的 T 恤、
鉛筆袋、校慶紀念品等等，吸引不少同學參與
活動。
活動總召、新北市校友會會長航太二謝東錡
表示，希望同學透過活動能更關注校慶訊息。

龍虎爭霸院際籃球賽開打

7 學院精神抖擻的隊呼，於上月 31 日中午
響徹紹謨紀念體育館 7 樓，這是院際盃籃球賽
的開球儀式，校長張家宜更蒞臨為參賽選手勉
勵，並致詞表示，今年院際盃除男籃賽事外也
加入女籃，期盼賽事能使院內更團結。張校長
同時感謝院長們的出席，讓學生們感受到師長
的支持。
開球儀式中，文學院院長林信成、工學院院

長許輝煌、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外語學院院
長陳小雀、教育學院院長張鈿富，以及國際學
院代表、外交與國際系系主任鄭欽模等師長亦
出席勉勵。
林信成、許輝煌、邱建良與鄭欽模更為各自
學院代表跳球，拉開院際盃序幕，奪冠隊伍將
可獲得獎金 1 萬元及獎盃。（文／張力堃、攝
影／鍾子揚）

【記者張力堃淡水校園報導】體育處於上月
30、31 日舉辦的第十四屆淡大盃桌球邀請賽，
有來自 51 所大專院校蒞校，在 729 名桌球好
手熱烈參與下圓滿落幕。。
經兩天激烈賽程，本校桌球校隊男子團體組
打入 8 強，隊長物理三陳羿翔表示，第一天我
們選手表現不錯、第二天更是拿到分組冠軍，
可惜最終無緣打入 4 強，但整體士氣很不錯！
他亦期許，「未來要再勤加練習，希望能讓冠
軍寶座留在淡江。」本校女子桌球校隊止步於

預賽，隊長企管三張如雅表示，「今年球隊無
論是場上經驗還是默契都還在培養，不過大家
都很努力，希望明年的大專盃有好成績。」
體育長蕭淑芬說明，淡大盃桌球邀請賽至今
已舉辦 14 年，一直都是如大運盃這類大型比賽
的前哨戰，各校間都會在比賽中蒐集他校好手
的球路資訊，以此在大型賽事中有更亮眼的成
績。她補充，「校隊這次圓滿地舉辦完賽事，
相信他們在過程中累積了許多寶貴的感受與實
戰經驗。」

淡大盃桌球賽校隊獲男子8 強

師 生 頌 由 演 唱「 原 住 民 傳 統 歌 謠 」 的 第
二十二組奪冠。（攝影／何瑋健）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