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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

蘭陽校園位於
林 美 山， 全 住 宿
書 院、 大 三 出 國
的 特 色， 打 破 學
習格局與世界接
軌， 圖 為 圖 書 館
視 聽 室。（ 圖 ╱
學教中心提供）

原民限時批 再傳紋手文化

水上
運動會

孫杰三冠王 彭安君三冠后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原民週「原民限時批」於 15 日在海報街展開，
免費提供試穿族服與紋手體驗，不少同學熱情響應；原民之夜「原源圈」則
在 19 日晚間熱鬧演出，原民同學身穿傳統服飾，以樂團形式演唱部落金曲、
表演傳統舞蹈等，更提供傳統風味餐點和抽獎，現場氣氛熱烈，最後表演者
拉著觀眾齊跳圍舞，相當感人。源社社長大傳三剛牧柔表示，這次特別提供
紋手服務，讓同學了解不只印度，排灣族也有紋手文化，希望大家更認識原
民文化。試穿族服的法文三廖紹安表示，穿上原民傳統服飾是特別的體驗。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5 學年度水上運動會 17 日在紹謨紀念游泳
館舉行，共有 904 人參賽、37 組比賽類別。體育長蕭淑芬開幕時表示，學校
提供最好的場地和師資，希望同學能踴躍參與學校體育活動，祝福大家有好
成績！本次出現三冠王與三冠后，航太一孫杰囊括男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
蛙式和蝶式冠軍，並打破自由式、蝶式兩大會紀錄，他分享，「一直持續游
泳，上大學後每天都游泳，能破大會紀錄很意外也非常開心。」土木三彭安
君再度成為 3 冠后，囊括女子組 50 公尺自由式、仰式與 100 公尺自由式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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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5/23(二)
英文系 八年升等？可以和不可以做的事
12:00
T306
5/24(三)
大陸所 蔡政府就任一年之兩岸關係的機會
12:10
T702
與挑戰
5/25(四)
海博館 影片欣賞：鄭和下西洋(七)靖海安國
10:10
海博館四樓
5/25(四)
德文系 德語朗誦全校比賽
12:00
FL106
5/25(四)
拉美所 淡江拉美論壇III「2017上半年南美
12:00
T306
洲國家政經情勢發展」
5/26(五) 教育學院 教 育 學 院 學 術 研 究 諮 詢 中 心 工 作
ED601 坊：教育研究與發展諮詢
12:00
5/27(六)
海博館 影片欣賞：鄭和下西洋(七)靖海安國
11:10
海博館四樓

柯文哲勇氣開講

全大運10 金 5 銀 7 銅
在無體育科系私校
中，排名第一。體
育長蕭淑芬表示，
本校運動代表隊能
有如此佳績實屬不
易，「學校提供良
好環境，校隊隊員
106 大運會男羽團獲冠軍，隊員莊逸丞獲運動員精神獎。（圖／體育處提供） 勤奮向上，將延續
樸實剛毅的精神，爭取更高榮耀。」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6 年全國大
羽球隊隊員數學碩一莊逸丞以其歷年運動
專校院運動會於 10 日落幕，本校以 10 金 5 銀
事蹟、運動精神等表現，榮獲 106 年全大運全
7 銅佳績，在今年全國 165 校中排名第九，更

國一般男生組運動員精神獎的殊榮。他表示，
「最要感謝的是體育長、領隊楊繼美教授和黃
貴樹老師。老師們不只指導我球技，也教我做
人處事，能得到這榮耀是對我最大的肯定！」

擊劍隊為最大贏家 江勁衡 3 連霸

擊劍隊表現優異，搶下 5 金 3 銀 4 銅。團體
賽二度拿下一般男生組擊劍「軍刀團體賽」和
「鈍劍團體賽」冠軍。隊長公行三蘇朗軒表示，
「隊友們發揮該有的實力，非常開心。」
土木四江勁衡更在「鈍劍個人賽」締造 3 連
霸傳奇，他表示，「我最想感謝校長支持我們

5 音樂社團接力演奏 校園成樂海

聆韻口琴社 愛琴海出航
臺北市市長柯文哲於 18 日來校以「白袍下
的勇氣」進行演講。（攝影／閩家瑋）
【記者鄭浩雲淡水校園報導】臺北市市長柯
文哲於 18 日應學生會邀請，蒞校談「白袍下
的勇氣」。秘書長何啟東和學務長林俊宏均到
場參與，何啟東致詞表示，柯文哲上一次來校
已是 10 年前的事，並代表校長張家宜致意，
「很歡迎以不同身分的柯文哲再來校演講。」
演講開始前半小時，B713 門外已人潮洶湧，
開講時甚至有人席地而坐，可見講者魅力。
柯文哲以自己由醫生到從政為例，說明成功
基於天分、運氣、努力 3 因素，而只有努力是
自己能掌握的，勉勵年輕人別遲疑，去做自己
想做的事情。他說自己也因此完成 3 個願望：
爬玉山、參加大甲媽遶境和騎腳踏車環島。
中文一李昆翰表示，柯文哲演講中印象最深
的是「讓人民相信原本應該相信的」，解決不
當制度的最好辦法，就是面對錯誤並解決它，
「聽完演講後，我想只要大家認同臺灣，那不
論是政治或文化上的問題，就都能解決。」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聆韻口琴社
13 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第 44 屆聆韻口琴
社「愛琴海」期末成果發表會，吸引逾 60 人
到場聆聽音樂饗宴。演出曲目包含他們日前獲
全國音樂賽優等的自選曲「艾格蒙序曲」外，
還有「快樂的出航」、「卡門」等 13 首膾炙
人口的經典曲目，演奏形式多樣，讓台下觀眾
一飽耳福。社長管科二詹巧歆表示，感謝大家
努力的練習，期待下次成發能帶給大家更多新
的曲目。機電一廖婉茹分享第一次演奏四重奏
經驗，「重奏很特別，參與其中的我覺得很充
實，期許自己能更加精進！」

管樂社 享響春天的聲跡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春神來了怎知
道？管樂社報你知！ 14 日母親節在文錙音樂
廳以各種樂器重奏、獨奏呈現「享響春天」
音樂會。演奏曲目包含長號四重奏「chicken
attack」、法國號重奏「龍貓組曲」、打擊重
奏「卡奇朵」等，讓觀眾聽得如癡如醉。社員
中文二徐國峻表示，希望以音樂讓節日如同春
風般溫暖和煦。接著 17 日晚間，在學生活動
中心舉辦期末音樂會「聲跡」，曲目中有 5 首

學生會正副會長學生議員 23 起投票
MAY

【記者鄭浩雲淡水校園報導】「第二十三屆
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三十七屆學生議會議員選
舉」將於 23（週二）至 26 日（週五）11 時至
19 時進行投票，本屆學生會正副會長共兩組、
學生會議員共 23 人登記。這次選舉除了公告
欄和部落格，更增設臉書粉絲團，學生會選舉
委員會也舉辦 7 場政見發表會。
19 日中午的政見發表會在大學城舉辦，學
生會會長一號候選人化學四許育圖、副會長候
選人經濟三蘇博駿及資創一鄭涵今，提出在院
館設立學生會意見箱、在紅 27 機車停車場設
立學生專用閘門、社團學分作為系選修並提高
學分等政見。

英文四張育聖
校園話題 物

學生會會長二號候選人法文二王凱立、副會
長候選人電機二李皓群和觀光一宋凌盈提出在
教學區死角裝設監視器、改善宿舍之無障礙設
施、對於尚不熟悉本地環境的外籍學生搭配一
對一幫助對象等政見。
學生會選舉委員歷史四簡子涵指出，目前學
生會的體制是行政中心、學生議會和學生評議
會 3 會一體，她也表示，正副會長候選人皆積
極透過網路發表政見；部分議員候選人也建立
粉絲團和宣傳單張。她相信候選人們定能運用
所學為同學發聲。
學生會議員候選人之一數學二楊士豪說，
「希望大家都能多多投票，捍衛自己的權益，
讓想法與自己相符合的候選人順利當選！」

是由大四生所演奏的協
奏 曲， 其 中 小 號 協 奏 曲
「Yellow concerto」更是
經 濟 四 宋 秉 恩 的 創 作，
他 表 示，「 希 望 將 4 年
美好校園生活以音樂長 古典吉他社 15 日成發。（攝影／吳冠樑）
存。」徐國峻說，「大家都很努力演出，聽到
現場觀眾如癡
觀眾回報的掌聲，覺得很值得。」
如醉；「The
Tic Tac」 則
古典吉他社 已然琴深博共鳴
不拘泥於曲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看著社員一
風 與 樂 器， 為
年來努力地學習，很多初學者都能彈曲子，內
詞 曲 創 作 社 12 日 音
活動畫下圓滿句點。 樂會。（攝影／閩家瑋）
心非常感動。」15 日古典吉他社在文錙音樂廳
社長運管三陳緯翰表示，「很開心越來越多
舉行期末成發「已然琴深」後，社長航太二張
人參與
Live House，希望我們越來越好，達到
耘碩感性地說著。本次演出曲目有「Romance
推廣獨立音樂的目標。」大傳三熊芷萲說，透
de Amor」等古典樂曲，也有流行樂曲，最後
過 Live House 能深刻感受獨立樂團的動人處！
大合奏「告白氣球」更是社員們共同練習 3 個
月的美好成果。張耘碩認為這次成發中社員彈
奏程度提升許多。社員德文一張芷婕則說，
「很開心參加演出，希望自己更成長。」

詞曲創作社 3 獨立樂團 Live House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詞曲創作社於
12 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本學期最後一
場 Live House 活動，邀請「好樂團 」、「自
由落體」與「The Tic Tac」3 獨立樂團演出，
逾 120 人共襄盛舉。
「好樂團 」以「我們一樣可惜」吉他伴奏
開場，打動觀眾的心；緊接「自由落體 」以「子
夜貓 Midnight Cat」營造 LiveHouse 氣氛，使

社團繽紛樂

【記者蔡晉宇專訪】「有本事的人，走到哪
都能發光發亮！」這是屏友會夥伴們對英文四
張育聖的評論。翻開他的大學經歷，數次書卷
獎、兼修教育學程及榮譽學程，也透過科技部
大專生研究計畫完成研討會論文。
優秀的課業表現外，玩社團更是張育聖重要
的校園生活，他不僅活躍於屏友會，更在淡海
同舟擔任過執行秘書，還數次帶領社團參與社
會服務隊，累計了 218 小時的服務時數。這些
經歷也讓張育聖從全校 2 萬 8 千名同學中脫穎
而出，成為本校 106 年度大專優秀青年的唯一
全國代表。
他的屏友會夥伴們直呼：「Daniel（張育聖
的英文名）積極主動、有企圖心，是大家公認
的，但我們比較好奇的是，能做好這麼多事，
他到底要不要睡覺啊？」張育聖笑著分享自己
的時間管理，「原則是大時間做大事，小時間
做小事。」他接著說明，「搭車、兩堂課中間
空檔等零碎時間，我會拿來整理筆記、背單
字。比較長的時段再來處理需要時間好好思考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道】本校大陸學生
校友會與陸生籃球隊，於 13、14 日邀集國立
清華大學等 16 所大學的陸籃隊齊聚北投運動
中心，舉辦第二屆台灣陸生籃球錦標賽。臺北
市市長柯文哲蒞臨為首場本校與東吳大學的比
賽開球。他致詞表示，「對於兩岸的交往，我
主張民間先行、政府支持，而各位同學就是兩
岸民間交往的重要橋梁。」本次比賽輔仁大學

而不寫作業，眼見多次勸導無效，我索性轉個
念頭對他說：『你再不寫作業，那連神明也會
懲罰你的。』」這招果然讓那名學生逐漸按時
完成作業，也讓張育聖了解，「為人師表要設
身處地站在學生的角度觀察事情，『體貼』能
讓事情有轉圜的機會。」
回首大學 4 年，儘管過得精彩充實，但張育
聖卻有個小遺憾，「想做的事太多了，以致這
段期間總是沒有很多時間好好陪伴屏東的家
人，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但我的父母很鼓勵
我朝夢想前進！」
採訪尾聲，張育聖收拾背包，準備趕往英文
補習班授課，問起畢業後規劃，他篤定地表
示，「小時候想當老師的夢想一直沒有改變。」
經過教育學程加值、社團軟實力淬鍊，以及樂
於服務的熱誠，張育聖離夢想更近一步。他秉
莫忘初衷的態度感恩地說：「學習路上正因深
受很多好老師提攜，才有今天的我，所以當我
有能力後，也想擔任教職，繼續傳承解惑的職
責。」不只傳授知識，張育聖更期盼的，是能
帶給學生們正向的處事態度。帶人，也帶心。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16 日晚間悠
揚的提琴聲盪漾文錙音樂廳，弦樂社此次期末
音樂會「弦弦沒事」加入四重奏，是屬於小型
室內樂的演奏方式，吸引百餘位觀眾享受這音
樂饗宴。社長運管二陳佩琳表示，「希望大家
閒閒沒事放鬆來聽我們拉琴。」音樂會在挪威
作曲家葛利格所作的「霍爾堡組曲」中揭開序
幕，而輕快優美的「橄欖樹」，讓聽眾共同
回到 70 年代。英文一容偉傑覺得，「我最喜
歡『橄欖樹』，它輕快的旋律令我想起許多往
事。」整場音樂會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落幕。

男網勇摘隊史第一金

網球隊共獲 2 金 1 銀，一般男生組網球團體
賽於 5 日經過 5 盤大戰後力克高醫大，搶下隊
史在全大運中的首面金牌！當雙方不分軒輊的
戰況下，在第五點出場的財金四謝岳倫背負奪
冠壓力。終以一個網前小球，7:5 奪得末盤贏得
比賽。隊長機電二李承融分享，「致勝關鍵在
於老師的排點，以及最大功臣謝岳倫，感謝在
場陪伴的老師和隊員們的鼓勵！」
女雙部分，航太四廖謙文和公行一崔佳珉在
一般女生組網球雙打奪冠，廖謙文表示，「美
夢成真！不敢相信自己站上全國冠軍位置！特
別謝謝教練和搭檔！」崔佳珉補充，「感謝網
球校隊所有人的鼓勵，帶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羽球報前仇勇奪冠軍

9 日，面對連 3 年對決的衛冕冠軍交通大學，
本校羽球隊終以 3:1 搶下一般男子組團體金牌！
隊長航太三吳聲昌激動地表示，「冠軍得來不
易！一切努力都值得！我們始終堅持，直到夢
想到手！謝謝羽球隊的所有成員。」

空手道黃建源蟬聯冠軍

產經二黃建源再度於空手道「一般男子組第
四量級」稱霸！雙方比數一度拉距，最終黃建
源以 6:5 坐穩冠軍。他表示，「賽前狀況不是
很好，賽程有點吃力，但教練的陪伴讓我安心，
也找到節奏。感謝教練，我會繼續努力的。」
桌球賽方面，土木二呂理言在後盤窮追不捨，
連勝兩場，最終逆轉局勢，以 3:2 擊敗勁敵，
奪下一般組男單冠軍。他分享冠軍心得，「把
實力都盡情發揮，謝謝隊員加油氣勢的加持！」

陸友會陸籃隊主辦籃球賽 16校響應

乘英語之翅 圓教師夢想
的事情與
問題。」
在英文
系拿下數
次英萃書
卷獎，張
育聖的英
文程度自
然不在話
下，他也
樂於利用
這項專長
幫助人，
「我曾在
張育聖獲選為 106 年度大專優秀
淡水正德 青年全國代表。（攝影／蔡晉宇）
國中，還有我家鄉屏東的屏東高中、東新國中
擔任補救教學暨英文檢定教師，看到小朋友們
在英文上的進步就是對我最大的回饋。」
運用在教育學程所學，張育聖認為要學好英
文，「首先要激起學習熱情與興趣」他分享著
自己的經驗，「我曾遇到學生因常跑廟會活動

弦樂社 弦弦沒事室內樂百人捧場

出國交流，讓我們與各國學生交流技術；也要
感謝體育長和貴樹組長提供協助，還要感謝教
練犧牲假期訓練我，才得以完成 3 連霸！」
「軍刀個人賽」金牌、銀牌皆由本校囊括，
奪冠的觀光四劉俊賢除感謝教練外，也分享決
賽面對自家隊友的心情，「我想不管銀牌還是
金牌，都是淡江的榮耀！能奪下金牌讓已是大
四的我了無遺憾。」
女子組方面，國企三許家語在「鈍劍個人賽」
搶下金牌，她說，「非常感謝教練的指導與隊
員們的加油，讓我能在場上好好發揮，希望明
年能再創佳績！」

最終奪冠，本校則進入前 8 強。活動總召財金
三谷禹萱表示，「我們一直致力於這個活動，
希望可以成為促進陸生間交流的媒介。」

涵。社長統計四蘇承中說，第一次舉辦活動，
很感激全校師生參與，希望未來能年年舉辦。

同進社 響應國際不再恐同日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大使團 17
日晚間邀請前駐芬蘭代表吳明彥進行「走出台
灣，放眼國際」演講，分享自己駐外經驗及目
前臺灣外交局勢，吸引約 40 位同學聆聽。吳明
彥指出，「瑞典和芬蘭是科技先進國家，很注
重環保意識。國家執政透明度高，且社福執行
徹底，建議同學能出國見識學習。」他也分享
自己對當前外交策略的看法，如產業創新雙向
投資等。並表示作為外交人才，至少要能精通
1 至 2 種外語，更要熟悉各國國情。資傳碩一
陳志芳表示，「聽完大使分享後，讓我對國際
關係或合作影響都有進一步的了解。」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為響應「517
國際不再恐同日」，性別平等工坊、同進社於
17 日在 7 系館外懸掛彩虹旗；中午則發放彩
虹別針邀請大家配戴，並在福園進行短講。同
進社社長國企二蘇柏睿向大家介紹「國際不再
恐同日」的背景及意義，英文四吳東穎則述說
性平運動歷程和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英文系
副教授王慧娟表示，「我認為這個議題十分重
要。能夠有人站出來發聲、嘗試做出改變，讓
我深受觸動，這也是我參加活動的原因。」

古典吉他社 公益表演慰長者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當我們演出
結束，看到長者們滿足的笑容，就覺得這是件
有意義的事！」古典吉他社社員西語二楊采陵
熱情地分享。13 日，該社共 8 位社員至仁濟
安老所舉行公益演出，曲目有動畫電影《冰雪
奇緣》主題曲「Let It Go」等優美曲目，社長
航太二張耘碩分享，「這個活動的觀眾多是長
者們，因此我們特別安排年輕音樂風格，看到
長者的神情變年輕，我覺得很受鼓勵。」

桌球社 校際單打賽完美落幕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全校桌
球愛好者以球會友，桌球社於 15、16 日舉辦
第一屆桌球校際單打賽，共有 46 位參賽，活
動採一對一個人單打淘汰賽，並以最新國際乒
乓球聯賽制度進行。最終男子組由物理三陳羿
翔奪冠，亞軍為歷史一吳承樺，季軍為電機一
馬紹宸。女子組由統計碩一吳思樺拔得頭籌，
第二、三名分別為資管三張慈安、統計二詹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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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團 邀前駐芬蘭代表吳明彥演講

國際標準舞研習社 5 校 6 社舞展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來欣賞翩翩生
風的共舞畫面吧！國際標準舞研習社於 14 日下
午，在台北醫學大學與該校等 5 校 6 社聯合舉
辦「舞妍陸色」舞展，以共舞來呈現舞者與音
樂交織出的美與力。本校國標舞社社長企管二
黃銘靚表示，「聯合舞展已許久未辦，這次從
籌備到結束很開心能認識各校優秀的幹部，共
同完成這次的表演，當天剛好是母親節，感謝
許多人都帶媽媽來捧場，淡江精彩的表演大家
有目共睹！」

（圖／國標舞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