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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4 日

校慶運動大會８日登場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各位體育好手們準備好大展身手、活絡一下
筋骨了嗎？淡江大學 67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將於 8 日（週三）10 時熱鬧開幕！
當天上午將由一連串趣味競賽揭開序幕，有「拔河比賽」、「飛耀 67」及「勁
爆九宮格」為運動大會暖身。下午則是體育健兒們精彩較勁、爭相奪金的時
刻！男女跳高、跳遠、男子鉛球、計時短跑、大隊接力等 20 項競賽也將以接
力形式在操場展開，勢必吸引不少親朋好友及粉絲到場加油，
屆時活動現場熱血沸騰，今年絕不容錯過！

Muscle 大專院校健美錦標賽＠淡江 圓滿落幕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106 年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健美錦標賽於上月
28 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7 樓隆重登場，總計有 56 間學校、146 名選手上場較
量，本校校長張家宜、中華民國健美協會理事長林健昌皆到場為運動健兒打
氣。「健美不僅是一項運動，更是結合力與美的一種藝術表現。」張校長在
致詞時表示，當日踏進體育館讓她回想起今年 8 月世大運舉重賽，臺灣選手
郭婞淳在同一個場地締造出精彩的世界紀錄，相信各位選手站到臺上，一定
能展現潛力、盡情發揮。林健昌表示，「加入健美協會 8 年以來，一直不遺

餘力推動健美運動的發展，希望此次比賽選出的大專健美先生，未來能在亞
洲盃、世運會代表臺灣出賽、為臺灣爭光。」
比賽分成女子形體組、男子健美組，體育長蕭淑芬表示，場地的優良條件
與觀眾的歡呼聲讓選手更加投入比賽，相信透過舉辦此次賽事，能在校園吹
起運動風，歡迎更多同學加入健身的行列。運動員宣誓代表、航太二黃士萁
說：「健美比賽沒有明確的標準，每一次的訓練都是為了能在臺上展現完美
一面而做的準備。未來仍會繼續努力，朝理想體型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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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慶 67週年校慶迎接第五波

本校贏得全國 EMBA 壘球賽亞軍
本校首場賽事對上的
是北區勁敵清華大學，
經過近 50 分鐘廝殺後
各拿一分打成平手。倚
靠強力打擊與固若金湯
的防守陣容及啦啦隊如
虹的氣場加持，本校在
首日取得勝利，尤其更
以 14 比 1 的 懸 殊 成 績
打敗元智。經過兩天激
今年由本校商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 聯合同學會首度主辦「第六屆
烈比賽，本校最終無緣
全國 EMBA 壘球賽」，經過兩天激戰，本校獲得亞軍。（攝影／吳冠樑） 冠軍，但仍奪下亞軍，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第六屆全國
冠軍與季軍分別由政大與臺大取得。
EMBA 壘球賽」今年由本校商管碩士在職專
當日晚間在大直典華旗艦館舉辦「選手之
班、EMBA 聯合同學會首度爭取到主辦權，上
夜」晚宴，席開 67 桌，張校長致詞再度表示
月 28 日在臺北市內湖區彩虹河濱公園壘球場
身為此次比賽地主校十分榮幸，邀請選手們盡
熱鬧舉行，經過兩天激戰，本校贏得亞軍。
情享受晚宴，以更舒適的狀態迎接隔日比賽。
本屆全國 EMBA 壘球賽共有淡江、清大、
經高潮迭起的抽獎後，本校與下屆主辦校逢甲
逢甲、長庚等 19 校、共 20 組隊伍參加，參與
大學進行交接儀式，正式宣告「全國 EMBA
人數破千人，可謂空前盛大。上月 28 日上午
壘球賽」邁向新頁。晚宴也在主持團體勁歌熱
由本校張家宜校長親自開球，足見校長與本校
舞，帶動全場氣氛嗨到最高點，在場選手彼此
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對此比賽之高度重視。張校
致意，相約明年臺中再見，場面熱鬧之餘，也
長在開幕致詞時祝福賽事順利，並勉勵所有選
溫馨感人。
手全力以赴，發揮潛力。接著，在各校啦啦隊
鑼鼓喧天的加油聲中揭開序幕。

美術社繪製羽藝天氣瓶

美術社邀社員們發作美學創造力，一同製作
「羽藝天氣瓶」。（攝影／周舒安）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7 日，
美術社舉辦「羽藝天氣瓶」製作活動，「羽」
是指天氣瓶經化學作用後，呈現出類似羽毛的
結晶；「藝」是通過染劑製作出個人專屬作品。
總召水環二謝汶橙說：「大家會好奇美術和天
氣瓶的關聯，我們在做好的白色天氣瓶中加入
染劑，透過多樣化色彩發揮美術才藝，期待跳
脫平面繪畫，加入更多不同的創作素材。」
製作天氣瓶需要酒精 40ml、樟腦 10g 與水
33ml、硝酸鉀 2.5g、氯化銨 2.5g 兩瓶溶液混和
後，加熱使其溶解結晶。謝汶橙提醒，「減少
酒精使用量會提高結晶完全溶解的溫度；減少
樟腦使用量更易出現羽毛狀的結晶。」運管二
陳巧蓁說：「好久沒做化學實驗，很興奮，作
品還能作為平常使用，是一項很棒的體驗。」

協辦。現場除了社團表演節目、食品甜點
外，更有許多有趣又好玩攤位，同學們必須
穿著復古服裝進入會場。當天下午蘭陽排球聯
隊也將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進行友誼賽。
淡江電視台、淡江之聲同步轉播歡慶實況
淡江電視台與淡江之聲帶來現場轉播，忠實
呈現現場活動。淡江電視台校慶轉播製作人大
傳四黃彤說，除了轉播慶祝大會外，也將直播
介紹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與校慶園遊會，請大家
拭目以待。
淡江之聲校慶公關組組長英文四呂念潔
說， 除 了 可 以 在 FM88.7 線 上 收 聽， 淡 江 之
聲也翻新工程技術，採用 OBS 直播系統，於
YouTube 進行直播，讓聽眾在聆聽之餘，也能
透過照片了解現場情況。另推出特別企劃「台
友回娘家」，邀請畢業電台助理歡度校慶，同
時在淡江之聲粉絲專頁進行直播，讓聽眾一同
窺探電台錄音室裡的樣貌。

好體力
老人運動會

外，現場還準備紅包、太將鍋兌換券、藍白小
鎮兌換券等精美獎品供大家抽獎。
由美術社和學藝性社團合辦的校園寫生同樂
「繪」在驚聲廣場展開，本次寫生以淡水校園
風景、建築、人文等靜、動態景象為題，分成
淡江學生、教職員、社區社會、社會學生 4 組，
參加者於今日下午 5 時前將作品繳回服務臺即
可領取紀念品。首獎高達 5,000 元，歡迎大家
踴躍參加。
蘭陽校園歡慶創校 67 週年校慶
蘭陽校園今日舉辦園遊會，與淡水校園同步
慶祝創校 67 週年。本次校慶園遊會的主題為
「歡樂舊時光 Happy Old Times」，主打復古
風，由學生會蘭陽行政中心主辦，搖滾來搖
滾去研究社、淡蘭爵士樂社、淡蘭拳擊社、蘭
陽志工服務隊、時尚飲品社、蘭陽外籍生聯誼
會、淡江大學瑜珈社、華麗旋轉國標舞社、淡
江大學街舞社、淡蘭排球社、淡江大學全球政
治經濟學系學會、淡蘭微電影社、蘭馨大使社

競技啦啦隊

【記者李羿璇、黃泓齊、秦宛萱淡水、蘭陽
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於今日
舉辦創校 67 週年校慶「淡江很ㄏㄨㄟ ˋ」暨
第五波系列活動，首先上午 10 時是由蛋捲馬
戲團校慶園遊「會」、校園寫生同樂「繪」率
先登場，上午 11 時 30 分則是展開守謙牽手同
舟「薈」－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同舟廣場啟用暨
慶祝茶會。
課外組組長陳瑞娥表示，以「ㄏㄨㄟ ˋ」
為主題是希望校友、附近社區居民與全校教職
員工生，大家都能「匯」集在一起，共同歡樂
慶祝及迎接第五波到來，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蛋捲馬戲團園遊「會」在書卷廣場舉行拍賣
馬戲團、美聲蛋捲及團長的把戲系列活動，當
天有 BEATBOX 社、花式籃球社、舞蹈研習
社等社團演出，亦邀請到林芯儀、Spexial 偉
晉、傅又宣等藝人到場歡唱。本次活動和陽光
基金會、為了海龜等公益團體合作，除了設置
闖關遊戲、公益義賣、捐發票換造型氣球之

競技啦啦隊於上月 28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
辦「老人運動會」，由學長姊們帶領學弟妹進
行 3 項團康遊戲，發揮薪火相傳的精神，吸引
約 50 人參加。運動遊戲以分組對抗的形式進
行，除了增進社員交流，還訓練隊形表演技巧
及考驗彼此默契，現場活力四射，氣氛歡愉。
競技啦啦隊社社長、日文二黃子綺說：「這
次活動盛況與以往相同，很多學長姊即使畢業
了也都到場支持和參與，讓傳承活動熱鬧歡
騰。未來畢業後，我也一定會回來參加運動
會。」土木二許振生說：「這是我第一次參加
運動會。當天現場充分感受到大家的活力。全
員不分老少皆拋開形象參與，實現啦啦隊大家
庭交流的初衷，很榮幸參與其中，也在此有新
體驗。」（文／林毅樺、圖／競技啦啦隊提供）

各系11月4日校慶活動
時間

主辦單位／活動名稱（地點）

9:30 會計系／會計系碩士、碩士在職專班系友會活動（覺軒三廳）
10:00 資圖系／資圖系系友回娘家暨系友大會（L522）
10:00 土木系／土木系系友返校日（守謙國際會議中心3樓會議室）
10:00 水環系／水環系逢十系友回娘家（E680）
10:00 化材系／化材系逢十同學會（E787）
10:00 德文系／德文系校友返校日（T604）

夜晚，文錙音樂廳傳來樂聲。管樂社於上月
25 日舉辦室內音樂會「秋意」，以秋天為題
規劃多元曲風，現場準備了 18 個節目，吸引
約 40 位觀眾聆聽。
室內樂以重奏或獨奏方式呈現特色，今年最
特別的節目為「原速木管五重奏」，以在學生
樂團裡較為少見的低音管與雙簧管一同演奏的
曲目。節目壓軸則是「打擊重奏」，由社員們
一起營造出非常歡樂的表演模式，把音樂的美
好傳遞給觀眾。
管樂社社長、教科二林孟昀表示，室內樂提
供了一個舞臺讓社員能盡情發揮，同時展現辛
苦練習的成果，感謝所有到場支持的觀眾。國
企二連若瑜說：「已經連續兩年來聽現場演奏，
很享受，足以讓人忘記一整天上課的疲倦，期
望管樂社能帶來更多、更好的作品。」
鋼琴社期中音樂會 韓劇配樂好夯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2 日晚間，鋼
琴社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第 54 屆期中音樂會「鬼
怪嘉年華，盡琴狂歡」，現場布置精緻，頗有
萬聖節氛圍。16 位表演者輪番登場，動人的
樂聲讓觀眾如癡如醉。此次音樂會曲風類型多
元，無論是古典音樂，例如舒曼、貝多芬、舒
伯特等經典曲目；或是流行樂，譬如韓劇「孤
獨又燦爛的神 – 鬼怪」的組曲、五月天的入
陣曲等，另有表演者自彈自唱「情歌王」，深
情演出博得全場掌聲。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學生議會補選 2 議員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第 37 屆學
生議會議員補選」於上月 27 日晚間開票揭曉，
文學院議員候選人、歷史四盧梓滿的有效票數
144 票，工學院議員候選人、土木二戴澤紘的
有效票數 197 票，兩人得票數皆超過最低門檻
60 票，順利當選。
文學院議員當選人盧梓滿說：「很榮幸能當
選學生議員，衷心感謝大家的支持，讓我體會
到『團結就是力量！』感謝助選團隊在競選期
間合作溝通，相互勉勵。今後，我會虛心學習，
用心服務大家。」工學院議員當選人戴澤紘說：
「感謝助選團隊強而有力的後援，更要感謝所
有支持我的人，沒有你們就沒有我的當選。」

10:30 中文系／中文系系友回娘家（L307）
12:00 資工系／資工系校友返校（E304）
12:00 航太系／航太系系友聯誼（E819）
13:00 統計系／統計系系友會第10屆班代表大會暨系友聯誼（B712）
13:30 化學系／化學系系友大會（化學館中庭3F及C013）
14:00 物理系／系友返校活動66、76、86、96（騮先紀念科學館）
14:00

日文系／日文系系友回娘家暨黃憲堂老師紀念會議廳揭幕儀式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黃憲堂老師紀念會議廳）

上月 31 日，第一屆「淡江大學五虎籃球聯盟
賽」舉行開幕，邀請到 DV 籃球部落創辦人許
明翰（中）擔任開場嘉賓。（攝影／陳柏儒）

五虎籃球聯盟賽開打
國際移動海外築夢週
【記者洪筱婕淡水校園報導】國際經濟商管
學生會淡江分會和國際處合辦「國際移動－
AIESEC 海外築夢週」於上月 30 日起，舉辦相
片故事徵文比賽、海外成長說明會、海外實習
說明會及職涯講座。淡江分會會長、歷史三鄭
碩仁表示，「藉由舉辦活動邀請成員和講者分
享國際化行動，透過專題的發表，除了帶大家
認識各地社會、文化及歷史背景，幫助淡江青
年關切和投入國際議題之餘，另提供海外實習
資訊，期待大家一同增加學習視野與能力。」
活動詳情請至「國際移動 - 海外築夢週」活動
網站（網址：https://goo.gl/cyYsup）查詢。

樂音饗宴 國樂鋼琴管樂古箏齊奏

境外生音樂會 中西合璧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乘著秋意，
徜徉在音符的海洋。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主
辦，鋼琴社、國樂社、古箏社協辦的「2017
境外生音樂會」於 1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同舟廣場舉辦，逾 70 位同學一同參與中西
交融的音樂盛宴。秘書長何啟東致詞表示，
「今晚我們相聚在此，讓音樂成為彼此溝通
的橋梁。」國際長李佩華說，這次採用露天
音樂會的形式進行，十分高興看到同學們熱
烈的迴響。
鋼琴社先以活潑的《華麗大圓舞曲》閃亮
登場，一口氣演奏 7 首樂曲，其中英文四吳
瑞田帶著吉他自彈自唱《I’m Yours》，讓
觀眾隨著輕快節奏打起拍子；來自薩爾瓦
多的國企四海赫飛，忘情獻唱《Sign of the
times》，音域之間的流暢切換博得一片好
評。國樂社表演的 6 首曲目有動有靜，《賽
馬》激昂奔騰，《茉莉花》清麗婉轉，牽動
眾人心緒。最後，由古箏社帶來《四季花
開》、《建昌月》壓軸演出，餘音繞樑。
企管一徐明珠認為，能夠欣賞各種不同風
格的音樂，十分精彩。「海赫飛同學的演唱
讓我印象很深，他投入的表情釋放出充沛情
感，非常動聽。」
管樂社室內音樂會 秋意正濃
【記者鄭詠之淡水校園報導】秋高氣爽的

（攝影／劉芷君）

表演者資管一陳捷說：「社團舉辦音樂會
可以讓大家訓練臺風及自信，下次有機會想
挑戰流行曲。」觀眾電機一周旻漢說：「整
場音樂會聽下來，最喜歡鬼怪組曲，旋律非
常動聽。」鋼琴社社長、法文二李亦萱表示，
雖然籌備期中有很多突發狀況，但很開心音
樂會最後圓滿落幕。

「2017 境外生音樂會」於 1 日在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同舟廣場舉辦。（攝影／陳柏儒）

【記者張展輝淡江校園報導】本校學生會和
體育處合作舉辦第一屆「淡江大學五虎籃球聯
盟賽」，集結 28 支系隊、500 位球員，展開為
期兩個月的籃球賽事，由球員相互切磋和交流
球技，希望能使校園內的籃球風氣更加茁壯。
上月 31 日，率先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開幕
式，體育長蕭淑芬、學務長林俊宏皆到場觀
賽，會中亦邀請到電機系校友、DV 籃球部落
創辦人許明翰擔任開場嘉賓，並表示未來會在
DV 上看見聯賽的紀錄及畫面。
開幕賽開場、中場分別由 BeatBox 社及花式
籃球社炒熱全場氣氛，28 支系隊各推派一名
球員熱血開打，球員們各顯拿手球技，同時
展現戰術及默契，整場比賽緊張又刺激。活
動最終由財金三吳孟哲獲選「最有價值球員
（MVP）」，他表示：「因為我身材比較高，
所以在這次比賽中擔任內線，開幕賽的球員們
都很棒，希望未來能帶領系隊在聯盟賽拿下好
成績。」
主席聯盟長、資工三陳家輔說：「感謝體育
處和課外組支持，曾經羨慕其他學校有聯賽，
如今有屬於我們淡江人的 BA，希望透過聯賽
制度，讓大家都有機會打球！」想一起來支持
你喜歡的球隊或球員嗎？更多精彩賽事，請到
FB 搜尋「淡江大學五虎籃球聯盟賽 Tamkang
Basketball League - TBL」查詢。

活動看板
█ 教學卓越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 蘭陽

活動名稱

11/7(二)
10:00

諮輔組
海報街

諮輔組擺攤活動－賽咖樂基
（Psychology）小鎮

11/7(二)
12:00

戰略所
T1201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甄試
招生說明會

11/7(二)
12: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如何踏出日語
學習的第一步」－日語學習技巧

11/8(三)
10: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讀你千遍也不
厭倦」－報考研究所書面審查資料
準備技巧

11/9(四)
10:10

海博館
影片欣賞：怒海爭鋒：極地征伐
海博館4樓

11/9(四)
12:00

日文系
E680

如何增進筆譯能力，並接軌出版事
業

11/10(五)
14:10

學發組
L102

學習策略工作坊：「極速PPT」－簡
報設計製作技巧

11/11(六)
13:30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 臺北

淡水校園

11/11(六)
10:10

管樂社於上月 25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室內
音樂會「秋意」。（圖／管樂社提供）

█ 淡水

11/11(六)
14:00

海博館
影片欣賞：怒海爭鋒：極地征伐
海博館4樓
課外組
E302

百香果的滋味－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第一梯次

諮輔組
好野人，一同野餐趣
書卷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