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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國際論壇 評析美國尼加拉瓜選後局勢

　【記者張力堃、楊喻閔、劉必允淡水校園報
導】陽光普照下，66週年校慶運動會於6日在
操場盛大舉行，由6位親善大使舉著會旗、師
範大學體育系師生所組成的裁判團先後入場，
引起一片歡呼。在田徑校隊隊長公行四李創璿
代表宣誓中，來自全球30所姊妹校，60多位貴
賓親臨現場共襄盛舉。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致
詞，今年有2,052位同學參加運動會，讓場面
熱鬧壯觀。他表示，「本校推廣體育賽事不遺
餘力，更3度獲得教育部的體育學校績優獎，
參加大專盃競賽也名列前茅。」各體育代表隊
共300名隊員帶來專長表演，跆拳道校隊身手
俐落，博得陣陣叫好聲，隊長財金三谷禹萱開
心地說，有機會在這麼盛大的運動會帶領16位
隊員表演，深感榮幸。
　由大一及舞蹈班共1,200位同學穿著鮮豔服
裝的大會操及黃黑棋盤排字表演，將氣氛帶至
最高點。賽事在校長張家宜與貴賓共同拉開禮
砲中揭幕，化材一李柏昊表示，一進大學就參
與這麼隆重的運動會，看到來自海外姊妹校好
多貴賓參加，感覺學校很國際化。趣味競賽於
上午10時在艷陽高照的操場展開，好手們揪團
參與，場邊加油團拿出十足熱情為選手打氣，
全員投入運動。下午男女田徑賽登場，選手們
展現努力成果，場面緊張刺激！

趣味3競賽  飛耀六六、三人兩球、拔河比賽
　第一關「飛耀六六」在跑道舉行，共有26隊
參賽，「一、二、三、跳！」「看著繩子，不
要管別的！」跑道上加油聲此起彼落，選手
們彼此溝通對策。各隊伍由兩人甩繩，其餘6

賽了，抱持著輕鬆的心情，謝謝所有參賽者。
亞軍與季軍分別由航太三黃士哲跑出5分11秒
12成績及羽球隊電機四朱世竹5分22秒37。

男、女400公尺接力賽
　今年男、女子組皆分兩組競賽，男子組由公
行系以47秒64力壓群雄，管科系則以49秒62區
居亞軍，校男籃以49秒85成績獲得第三。奪冠
隊伍成員公行四李創璿開心地說，大家默契夠
好，且賽前積極訓練，才能獲勝，很開心能和
隊友們一起奪冠！
　女子組冠亞軍皆是由校女籃獲得，校女籃A
以1分1秒63奪金，校女籃B則是些微落後以1分
2秒42得到第二名，季軍則是羽球隊的1分4秒
14。校女籃教科二戴愷歆很開心蟬聯冠軍，也
謝謝體能教練提升肌耐力與爆發力。

男、女1600公尺接力賽
　男子組決賽冠亞軍爭奪激烈，國企系與澳門
聯隊從開始一直處於膠著狀態，最後由國企系
以4分03秒53成績衝線奪冠。首次組隊參賽的
澳門聯隊以4分09秒09成績飲恨居次，羽球隊
以4分28秒82獲季軍。國企系隊長國企四黃奕
凡表示，很高興一圓奪冠夢！很感謝隊友們努
力拼搏到最後。
　女子組決賽共6隊角逐，校女籃A及B分別以
5分09秒02、5分19秒49勇奪冠亞軍，第三名由
校女排以5分20秒11的成績獲得。校女籃A隊
員教科二戴愷歆表示，最感謝體育處講師陳建
樺、體能教練Simon讓隊員們體能大有進步。

女子2000公尺接力賽、男子4000公尺接力賽

美國大選現場開票分析

　 【 記 者 廖 吟 萱 淡 水 校 園 報
導】9日上午，國際研究學院舉辦淡江國際論
壇特別活動－美國總統大選現場開票分析，由
未來學所長紀舜傑、外交與國際系副教授柯大
衛、美洲所博六生陳奕帆在驚聲大樓2樓大廳
座談，搭配電視牆轉播開票，現場吸引逾60位
師生到場聆聽。柯大衛在分析民主、共和兩黨
候選人時表示，川普是個心直口快的候選人，
因為口無遮攔，常惹人非議，引來媒體負面報
導，但對於川普選情始終抱持樂觀態度。
　紀舜傑認為，「美國既定立場不會因川普當
選而改變，他在競選時為了吸引選票發出驚人
之語，但真正到治國時刻，還是會回歸美國最
重要的國家利益。」陳奕帆說明，「美國大選
結果可見白人主義、孤立主義抬頭，未來臺美
關係發展要再看川普的國安政策團隊。雖然傳
統的共和黨人對臺灣安全較為關切，但川普非
典型共和黨，加上他是政治、國際關係素人，
所以要再觀察內閣閣員及幕僚的結構。」
　美洲碩二劉佳慈說，「川普當選後相信會有
與以往不同的新局面。」
美國總統大選後外交政策初探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10日，戰略所
舉辦淡江國際論壇系列三－美國總統大選後外
交政策初探，由戰略所長李大中、國立臺灣大

學政治學系博士後研究員陳麒安、國家政策研
究基金會高級助理研究員揭仲3人與談。
　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說明，川普當選顯
示美國人心思變，但川普無完整外交政策，未
來美中關係可能以務實協商為主，「但無論如
何臺灣都要特別留意。」
　李大中表示，川普當選對臺首先衝擊是TPP
的存亡，後續的影響仍要看國務卿、國防部長
等人事安排，「在兩大強權夾擊下，臺灣要更
加謹慎，立場則要中立，避免淪為犧牲品。」
戰略碩二朱仕傑說：「美國向來以自身利益為
優先，川普的競選主張，後續是否有具體作為
仍待商確，無論如何臺灣都應預先準備。」
尼加拉瓜大選結果分析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10日，拉美所

舉辦淡江國際論壇系列四－尼加拉瓜大選
結果分析，由拉美所長宮國威、教授白方
濟、副教授王秀琦3人與談，針對6日尼加
拉瓜總統大選結果，代表左派勢力的桑定
民族解放陣線（FSLN），即現任總統奧
蒂嘉（Daniel Ortega）連續第三度當選，
他的夫人穆利優（Rosario Murillo）則當
選副總統，現場吸引逾20位師生聆聽。
　此次論壇分析尼加拉瓜由於政治體制為
一黨獨大、政局相較穩定，當選結果為意

俄文系攜手姊妹校合辦國際多邊學術研討會

　「亞太及東南亞國家的俄語與俄國文學研
究」國際學術大會和「2016俄國語言學暨文
學」國際多邊學術研討會於2日起，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行，總計逾百人出席。校長張家宜
於3日致開幕詞表示，「恭喜俄文系在校慶時
刻，與姐妹校遠東聯邦大學、莫斯科國立大學
一同舉辦研討會，特別準備了活潑的開場表
演，加上俄文系學生在大三出國皆有不錯的表
現，預祝研討會順利成功，也希望外賓在臺灣
有豐富的文化體驗。」

　此次會議是由本校俄文系、俄羅斯遠東聯邦
大學、莫斯科國立大學俄語暨文化學院、亞太
俄語教師協會及普希金俄語學院聯合主辦，會
議結合遠距視訊連線，大幅提高參與性。
　俄文系主任蘇淑燕表示：「這次研討會吸引
海內外眾多學者來校，相信有優質的學術交
流，此次也將強化淡江俄文系在東南亞地區的
影響。」今年學術大會主題圍繞在俄語教學、
語言學和俄國文學等議題，分享觀點交流。
（文／李宜汀、劉必允；攝影／陳柏儒）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研究學院、大陸所於4日舉辦「二十一世紀
東亞區域安全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美國、日本、南韓、新加坡、印尼
等國外及臺灣學者來校研討，總計逾百人參與盛會。校長張家宜開幕致詞表示，
「新政府上臺後，臺灣面臨兩岸關係處於不穩定的狀態下，還須面對大國競逐及
強敵環伺，雖然區域安全有疑慮，但新政府積極參與區域經濟組織及推動新南向
政策，所以身為區域內一員，應該深入掌握東亞地區安全及經濟發展的情勢，以
維護自身的安全及經濟利益。」會中討論議題範疇涵蓋相當廣，美洲博六陳奕帆
說，「此次有不少外籍生前來聆聽，相信對學習與交流都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響，選手們拚全力衝
向終點線，男子組賽
事，化材四葉承恩以
24秒13成績3度衛冕冠
軍，葉承恩說，因腳
傷有半年多沒練習，
成績下滑1秒多，但很
慶幸在復出戰能拿下
冠軍。公行四李創璿
以24秒17摘下亞軍，

男、女跳遠
　跳遠沙場上，每位選手都緊盯著白色的起跳
板，全力衝刺、奮力起跳！男子組由航太二孫
福鈺以6.18公尺成績稱雄，他說從國小就一路
練田徑到高中，有這樣的成績很開心！亞軍得
主校男籃土木二莊諾亞的成績為5.61公尺，土
木三蔡宗樺則以5.15公尺拿下第三名。女子組
由統計一莊琇茹以4公尺成績輪魁，她說，高
中有跳遠比賽經驗，這應該是獲勝關鍵！她也
感謝加油團的支持。航太四廖謙文以3.89公尺
成績居次，季軍為教科四陳詩婷3.75公尺。

男、女跳高
　助跑、起跳，接著後翻過桿，動作流暢一氣
呵成！男子組由去年銀牌得主的土木三蔡宗樺
以1.61公尺奪金。銀牌由男籃教科四曹鴻誌以
1.58公尺奪得，銅牌則同出自男籃電機二李恒
以0.03公尺些微差距的1.55公尺獲得。
　女子組比賽中，經濟三李慧琛以1.25公尺奪

　6日，蛋捲奇遇記在書卷廣場和海報街熱
鬧登場。董事長張室宜（右三）、校長張家
宜（左三）與師生一同切蛋糕，並合唱生日
快樂歌。

　在書卷廣場舉行的校慶蛋捲節，邀請華僑
同學聯誼會醒獅團帶來精彩演出，鼓聲氣勢
磅礡、醒獅栩栩如生，為當天系列活動揭開
序幕。（攝影／盧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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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環二余家睿則以25秒34得銅牌。女子組由去
年季軍的校女籃教科二戴愷歆以31秒38摘下后
冠，管科二王怡蓁則以32秒49奪得亞軍，化材
二劉語軒則以32秒71的成績取得季軍。戴愷歆
表示，雖然才跑完1600公尺接力有點累，但還
是卯足全力衝刺！

男、女400公尺計時賽
　男子組分4組互相廝殺，女子組有兩組比
賽。男子組由運管一范盛泳以58秒62的成績奪
冠，教科四羅竟文以59秒96的成績摘下亞軍，
電機三陳柏廷以1分01秒36獲季軍。范盛泳表
示，從國中開始練田徑，奪冠對剛進大學的他
而言，是很特別的禮物。女子組冠亞軍皆由
校女籃獲得，航太碩一劉定華以1分14秒68稱
冠，她開心表示，能在最後的學生時期拿到個
人項目金牌，也為女籃爭光，覺得很有意義。
校女籃企管一王善瑩以一秒之差1分15秒71獲
得亞軍，季軍是航太一汪詠心1分23秒74。

女子800公尺計時賽、男子1500公尺計時賽
　今年由12位女將角逐后座，校女籃中文三
簡吟芳以3分10秒85掄魁，第一次參賽即獲冠
軍，簡吟芳謙虛表示，能獲第一名都要歸功於
女籃的新體能教練改善她的跑步動作，使速度
變快，也感謝比賽時隊友的加油。亞軍與季軍
爭奪激烈，最終由校女籃資管三鄧綺靜以0.06
秒差距的3分14秒83拿下亞軍，季軍由法文一
劉子筠以3分14秒89獲得。男子組今年有9名參
賽者，其中資圖四謝舜珉第二年連霸稱冠，以
5分8秒45獲得，他開心表示，這是最後一年參

會鍛鍊到下盤，因此跳繩時有很大的幫助。校
女籃以1分56秒獲女子亞軍，棒球隊則以1分37
秒獲男子亞軍。羽球隊B則同時拿下男女子季
軍，成績分別是1分38秒及2分04秒。
　首屆舉辦的拔河比賽，場上傳來各種整齊
劃一的口號聲「一二殺！一二殺！」、「陳
建樺！陳建樺！」、「壽喜燒！壽喜燒！」每
位選手都使盡力氣將繩子往自己這邊拉，「蹲

冠，她難掩心情激動地表示，真不敢相信！
一直激戰到最後才逆轉獲勝，明年還會繼續
參賽。資圖一尤新語首次參賽，以1.25公尺
拿下銀牌，銅牌則是教科四陳詩婷以1.22公
尺成績獲得。

男、女鉛球
　男子鉛球要托著重達7000公克鉛球比賽，
冠軍是土木二洪名和擲出的11.01公尺，亞
軍是去年的冠軍校男籃運管二江碩恩的10.21
公尺，羽球隊土木四范朋驊以9.68公尺獲第
三。洪名和首次出賽即稱霸，他說，平常就

低、快到了，不要放棄啊！」旁邊觀眾也激動
地加油。女子組拔河由校女籃得冠，校女籃成
員企管四陳羿伶開心地說，「教練陳建樺就是
我們的精神支柱！」她們正為大專盃努力，拔
河有助下盤穩定性。男子組由土木系拿第一，
土木三蔡宗樺說，土木系很久沒在學校大型比
賽中拿大獎了，很開心奪冠！
　「三人兩球」為第二關，男女組共有23隊參
賽，每隊3組，3人一組，兩個人把一顆球夾在
身體上，並繞三角錐回終點，考驗參賽者的默
契配合，各組為了不踢到前面，都成大字型跑

法，動作十分逗趣。
　女子組由配合度極高，過程中幾乎不掉球
的校女羽A以55秒75的成績拔得頭籌，資圖
三A以1分5秒31拿下亞軍，校女籃A以1分5秒
97得到季軍。校女羽隊長統計三陳品穎讚賞
隊友，有去年的參賽經驗，加上團結合作，
才成就今日佳績。男子組由游泳B以51秒37
奪冠，校男羽B以52秒18的成績拿下亞軍，
跆拳道則以1分2秒69得到季軍。游泳隊隊長
資管三田晴表示，謝謝大家的努力和相互配
合，才能有好成績。

有接觸田徑，這次是以前3名為目標。女子鉛
球重達4000公克，冠軍是校內紀錄保持人管科
四胡家棠，以10.21公尺佳績，打敗擲出10.12
公尺的統計三朱柔潔，季軍是校女籃機電一賈
欣樺的8.20公尺。胡家棠輕鬆地說，大四了，
用放鬆的心情參賽。

男、女100公尺計時賽
　男子組共有30人分為5組，前3名秒數十分接
近，競爭激烈。第一名是航太二孫福鈺以11秒
60奪冠，他表示，原就是短距離選手，跑100
公尺很吃香，加上旁邊的學長頓了一下，才有
機會奪冠。亞軍僅落後0.04秒，由化材四葉承
恩以11秒64拿下，校男籃英文二黃植鈺以11秒
70得到第三。女子組選手們分秒必爭地拼搏，
由新秀統計一莊琇茹以15秒23遙遙領先其他選
手奪冠，莊琇茹表示，今天自己的衝刺力與爆
發力比較好，謝謝同學的加油。亞軍由土木三
余祖瑩以16秒14獲得，季軍由化材二劉語軒以
16秒26成績拿下。

男、女200公尺計時賽
　200公尺計時決賽中，男子分3組共18人角逐
冠軍，女子分為2組共12人。「砰！」槍聲一

　女子2000公尺大隊接力計時賽中，由校女
籃以5分16秒27的成績4度蟬聯后冠，而亞軍
與季軍大換血，由英文系與管科系分別以5分
36秒11與5分37秒76成績獲得殊榮。校女籃隊
員資管三賴思妤表示，賽前努力練習接棒，
加上大家團結努力，才能4度衛冕。最後壓軸
是男子4000公尺接力計時賽，冠軍是由羽球
隊以9分2秒19稱冠，跑最後一棒化材四葉承
恩表示，謝謝羽球隊跟田徑隊組隊參賽，看
到前面領先很多，便以輕鬆的心情為比賽劃
下句點。校男籃以9分11秒88成績拿下亞軍，
棒球隊則以9分20秒10再度獲得第三名。

料之中。目前國內長期施政良好，社會福利政
策深得民心，對於未來發展抱持著樂觀態度，
且值得關注經濟層面的發展。
　拉美碩一蔡德妤說，「本來不是很了解尼加
拉瓜的情勢，透過老師們的分析，對於政治、
經濟走向有進一步的了解。」

淡江國際論壇特別活動配合美國總統大選開
票，在驚聲大樓2樓大廳即時解析，吸引不少
師生駐足、關心選況。（攝影／何瑋健）

書卷慶六六 蛋捲樂歡騰

66 校慶運動會 校女籃 4 度衛冕 2000 公尺接力賽
人持續跳繩累計到66
下，過程中甩繩者不
斷鼓勵隊友。5輪計時
賽後，穩定度極佳、
有良好默契的羽球校
隊分別拿下男女子冠
軍，成績分別是1分
29秒與1分42秒。羽球
校隊企管三陳衍盛表
示，因為平常訓練都

21世紀東亞區域安全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於4日登場，邀請
多國學者來校研討，總計逾百人參與盛會。（攝影／李建旻）

國際學者齊聚 關注東亞安全發展

　【記者張少琪、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慶祝
創校66週年一系列活動於6日進入最高點！師
生最愛的「蛋捲奇遇記」，在書卷廣場及海報
街熱鬧登場，這是由學生會與課外組舉辦的蛋
捲節與園遊會，人潮擠爆現場，書卷廣場上除
了有「TKU66HBD」字樣氣球，還有蛋糕和
鯨魚的巨型裝置藝術，更有創意氣球社的木偶
造型氣球，吸引師生合照。熱鬧過程，出動空
拍機紀錄。
　蛋捲節在華僑同學聯誼會醒獅團的活力演出
中拉開序幕，校長張家宜切蛋糕後致詞，「書
卷廣場是淡江的精神堡壘，希望大家能享受今
天的活動，祝淡江66歲生日快樂！」更與師生
合唱生日快樂歌，同時頒發感謝狀給「校園熱

血獅」委員會主席陳秋欽，感謝其贊助本校捐
血活動，並從捐血同學中抽出一名獲腳踏車的
幸運者。活動中，學生會會長資管四陳信宇也
獻蘭花給張校長。
　許多外籍生熱烈響應蛋捲節表演節目，草裙
舞一開場便炒熱氣氛，接著有熱舞社的勁歌熱
舞延續舞台上的熱鬧！歌手周湯豪來校壓軸獻
唱，更是High翻師生的情緒，跟著旋律擺動哼
唱。國企一何妮娉分享，第一次參加校慶，超
乎想像得熱鬧，除了有歌手表演，還有各式各
樣的美食，明年一定還會參加！
　園遊會的攤位人山人海！學生會準備任務遊
戲，參與者完成者便可獲得66週年紀念帽；陽
光基金會也來校募發票。校內社團則以家鄉美

食吸引大家的味蕾，中文二周怡霏說，華僑同
學聯誼會的特式西多士、澎湖校友會的酥蛋燒
等等，都令人垂涎。
　今年還有「擁抱蛋捲」闖關活動，歡迎高中
生與校友同樂，這是校友處、課外組、招生組
舉辦的「105淡江大學生活體驗營暨66週年校
慶園遊會校園尋寶」。上午，安排高中生校
園巡禮，走訪圖書館、宮燈大道等本校特色景
點，並安排學長姐分享學習心得。
　下午，校友和高中生依循尋寶地圖在學校16
個景點闖關，成功者將獲得「宮燈」的造型手
做材料包。校友三德校友會會長鄭陳安懷念地
說，跟著尋寶地圖走，每個地點都喚起了當年
的回憶。員林高中盧郁臻則興奮地分享，淡江

校園好漂亮，最喜歡圖
書館！尋寶活動讓人更
認識淡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