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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畏風雨 淡江健兒齊現運動家精神

松濤寫真憶當年 微雨淡江同樂繪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守謙牽手同舟
薈－同舟廣場啟用暨慶祝茶會於4日在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1樓同舟廣場舉行，由校長張家宜
和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共同為淡海
同舟會徽及捐款人名錄揭幕，場面盛大。董
事長張室宜、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學務長林俊宏、淡海同舟校友會
會長王富民、第一屆商管學會會長董煥新等師
長、嘉賓蒞臨與會。
　張校長致詞表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落
成，代表淡江進入第五波；同舟廣場的啟用，

代表淡江的社團活動也進入第五波。」張校長
說明，林健祥總會長是民國66年淡海同舟校友
會活動長，是社團活動中非常重要的人物。同
時感謝淡海同舟的校友們返校教授社團經營課
程，使社團課程、經營及規劃皆步上軌道，期
待所有社團人集思廣益，為淡江社團活動創造
另一個高峰。
　活動入場有管樂社迎賓演奏，開場則是由競
技啦啦隊、熱舞社帶來活力四射的表演，炒熱
現場氣氛。現場亦邀請師長、嘉賓切蛋糕，歡
慶本校67週年校慶及同舟廣場啟用。吉他社、

西音社及烏克麗麗社等社團彈唱淡江三大情
歌：「癡」、「背影」及「女孩的眼神」，
成功營造出經典民歌饗宴。合唱團與土木四王
明堯帶領全場合唱歌手張惠妹的經典名曲「牽
手」，呼應此次活動主題，象徵淡江人手牽
手、心連心促成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落成。最後
由西洋音樂社樂團「調澀盤」帶來一連串動聽
的自創曲，讓現場觀眾一飽耳福。
　化學一呂雅文分享，「同舟廣場空間設計的
很好，不會影響觀眾視線，是一處很棒的活動
場地。」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4日的蛋捲廣
場充滿歡聲、笑語及動人歌聲！為慶祝本校
創校67週年生日快樂，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
輔導組與花東校友會、高雄校友會、竹苗校
友會等社團合辦「67週年校慶園遊會－蛋捲
馬戲團」，為淡江大學獻上祝福。現場以許
多氣球裝飾、小馬戲團帳篷等布置，搭配金
色TKU HAPPY BIRTHDAY字樣，成功營造
出馬戲團氛圍。活動亦安排小丑串場活絡氣
氛、與大家互動，縱使天空飄下綿綿細雨也
澆不熄大家的熱情！
　「美聲蛋捲」由醒獅團的舞龍舞獅揭開序
幕，在主持人凱莉活潑主持下，會場熱鬧喧

照過來   蛋捲馬戲團 熱鬧慶生
騰，BeatBox社、舞蹈研
習社、魔術社等社團亦帶
來精彩表演，令臺下觀眾
連連叫好；傅又宣、陳思
函等藝人也準備拿手歌
曲，例如「愛這件事」、
「每一天」、「雨不停」
等，亦親切的走下舞臺
和師生近距離互動、合
照；最後壓軸登場的林芯
儀為大家帶來多首成名

歌曲「道聽塗說」、「以後以後」、「等一個
人」，悅耳的歌聲讓大家沉醉其中。
　各家攤販在海報街不時傳來陣陣香味，鮮甜
的烤魷魚味、風味獨特的臭豆腐香、濃郁芬芳
的花果香，交織成熱熱鬧鬧、熙熙攘攘的「拍
賣馬戲團」。馬來西亞同學會以「讓我用馬來
西亞的食物說愛妳」為題，邀請大家品嚐馬來
西來名產如肉骨茶、黑加侖汁等特色食品。
　「你覺得他值得多少呢？」旁邊比肩繼踵、
人聲鼎沸的是「團長的把戲」，由樸毅青年
團、種子課輔社、陽光基金會、光仁社會福利
基金會等社團與公益團體合辦的品德教育遊
戲，藉由遊戲推廣公益，邀請同學手工製作商

品，然後自評商品價值後，捐贈弱勢族群。
　經濟一黃怡臻開心地說：「最喜歡關懷動物
社的公益活動，買明信片的同時還能幫助流浪
動物，期待明年校慶活動更加豐富。」

　【記者黃泓齊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4日
歡慶淡江大學67週年校慶，由學生會蘭陽行政
中心主辦，在蘭陽校園圖書館前活動空間舉辦
校慶園遊會以及學生社團表演。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致詞時表示，蘭陽校園
的三全特色，讓同學們下了解如何展現自我，
並強調在第五波新氣象中，蘭陽校園推動海外
實習，與世界接軌。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
也表示，深信師生在三全政策的領導下，未來
必定會有更好的發展，他同時預告11月底蘭陽
新生將到淡水校園參訪，親自體驗爬克難坡，
當個真正的淡江人。
　緊接著搖滾社、國標舞社及爵士樂社分別帶
來精彩表演，中場還穿插笑話及有獎徵答；政
經系學會的歌唱演出，讓現場師生聽得如痴
如醉。雖然因為場地限制，園遊會攤位只有10
攤，但是吃的、喝的、玩的還是吸引同學駐
足，其中鹽酥雞和炒泡麵最受喜愛。儘管天公
不作美，下著綿綿細雨，但全體師生及返校校
友齊聚歡慶，為校慶增添歡樂氣氛。

　【記者莊千慧淡水校園報導】8日，是本校
創校紀念日，也是松濤館落成日。松濤館自民
國52年11月8日落成，為本校老建築之一。今
年適逢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啟用暨第五波之始，
學生事務處住宿輔導組於4日舉辦「花現松濤
寫真館」，展示學生宿舍老照片，並在松濤二
館32間陽臺擺放九重葛，美化景觀。
　住輔組組長丘瑞玲表示，「老照片是由秘書
處提供，以及事前徵集而來，藉由畫面重拾初
期落成樣貌，還有麗澤廳、羽球館和松濤宿舍
自治會活動等照片，邀請淡江人一同回顧昔日
美好時光。最後也祝淡江67歲生日快樂！」
　活動現場除了照片之外，也呈現了學生宿舍
變革歷史，讓大家欣賞之餘，也可以了解學生
宿舍發展歷程。當天亦邀請文創工作者「里
仁」、「沒有特別計畫cafe」來校，介紹健康
食品和有機農物，教大家吃得健康。
　住宿學生、統計二許瑞珊說：「回房看到陽
臺擺了一盆盆又大又紅的九重葛，非常漂亮，
剛好今天是校慶，相當應景。加上門口有松濤
館老照片的展覽，讓我更加認識松濤館。」
　【記者莊千慧淡水校園報導】歡慶創校67週
年校慶，課外活動組、美術社與學藝性社團合
辦「校園寫生同樂繪」，逾20人參與。美術社

社長、中文二吳玟俐說：「活動配合校慶暨守
謙國際會議中心落成啟用，所以也特別選在今
天舉辦同樂繪。綜觀參賽作品，大部分的參賽
者都有繪畫基底，完成度相當高，大家都非常
用心呈現出高水準的作品。」
　參賽者財金二鄭瑞君說：「藉由此次寫生，
讓我有機會仔細觀察淡水校園及建築物。我畫
的是宮燈教室，這裡散發出濃濃古典意象，剛
好今天也飄著細雨，希望能畫出朦朧美感。」
課外組將於會後在網站（http://spirit.tku.edu.
tw/tku/main.jsp?sectionId=3）公布得獎人。

　【記者林妍君、邱筱涵、丁孟暄淡水校園
報導】67週年校慶運動會於8日在操場熱鬧開
場，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雖然下著小
雨，但看見同學精神抖擻的模樣，感到非常欣
慰。」同時勉勵學生秉持八大基本素養之一的
「樂活健康」，在求學的同時，別忘了建立健
康的生活型態。張校長亦為拔河比賽鳴槍揭開
大會序幕。體育長蕭淑芬表示，「今年運動會
天氣和往年大不相同，不過淡江同學們的表現
依然可圈可點！儘管飄著雨，場上的選手們也
不放棄；風再大，也吹不熄啦啦隊的熱情。此
次比賽充分展現大家堅持到底、努力不懈的精
神，今年運動會表現值得嘉許！」

趣味競賽 拔河、飛耀六七、勁爆九宮格
　拔河比賽中，場上傳來各種整齊劃一的口
號聲「一二殺！一二殺！」每位選手皆使盡

男、女跳高
　助跑、單腳起跳、騰空過桿、落地！男子組

男、女鉛球

男、女跳遠

　穩定重心、手指間隔均等，滑步將球擲出！
男子組由土木三洪名和以8.86公尺衛冕成功，
亞軍得主校男籃的林炬衡擲出8.19公尺，校男
籃的黎培基以7.68公尺拿下第三名。女子組方
面由校女籃的賈欣樺以8.99公尺奪金，亞軍得
主校女籃的賴姿霖以8.98公尺緊追在後，校女
排的曾慧玲以8.19公尺拿下第三名，她說：
「因為參加女子排球校隊，所以手會比較有力
氣，高中時也有參加鉛球比賽的經驗，能夠在
大學拿到一個獎牌真的很開心。」

男、女100公尺計時決賽
　100公尺計時決賽，男子組共25人、分5組參
賽。公行四李創璿以11秒46拿下冠軍，第二名
化材碩一葉承恩11秒65，第三名由外交與國際
一林伯儒以11秒80拿下。女子組由統計二莊琇
茹以14秒06三度連莊，她說：「平時有跑步練
習，爆發力也較好，謝謝媽媽遺傳好的基因給
我、謝謝同學鼓勵，很榮幸再度奪冠！」英文
三陳琬瑜以0.02秒之差，14秒08獲得亞軍，季
軍由校女籃的謝佳勳以15秒34成績拿下。
　男、女200公尺計時決賽
　200公尺計時決賽中，男子分兩組、共11人
角逐冠軍，女子分3組、共13人參賽。槍聲一
響，選手們拚盡全力奔向終點線，男子組賽
事，去年飲恨拿下第二的公行四李創璿今年
以23秒90拿下冠軍！物理一李尚澤24秒66摘下
亞軍，化材碩一葉承恩25秒26得銅牌。李創璿
說：「之前一直有參賽，非常開心能在大學最
後一年拿下冠軍，第一次在大雨中狂奔的感
覺，絕對是我最難忘的一次校慶運動會。」女
子組由校女籃的戴愷歆以31秒33成功蟬聯兩屆
冠軍！亞軍由化材三劉語軒以32秒25獲得，土
木一梁潔珊以32秒46的成績取得季軍。戴愷歆
說：「這次比賽風雨真的很大，跑起來特別辛
苦，但平時在校隊有肌力訓練，讓我能順利完
賽，很開心能蟬聯冠軍！」

男、女400公尺計時決賽
　男子組由土木三莊諾亞58秒15成績奪冠，航
太一譚惟誠59秒02成績摘下亞軍，歷史一謝
煥昇1分55秒22獲季軍。女子組冠軍由校女籃

女子800公尺計時決賽
　今年由18位女將爭奪后座，冠亞軍皆由財
金系大一新血囊括！財金一楊斯涵以3分04
秒71拿下第一。她說：「今天天氣很冷，大
家不畏風雨、努力向前衝，很意外能拿下第
一，謝謝夥伴承讓，大家都辛苦了！」亞軍
由財金一許育婷以3分10秒05拿下，季軍則是
校女排李元鈺以3分14秒70奪得。

男子1500公尺計時決賽
　今年有15名參賽者，首次參賽的機電一莊
偉恩以5分29秒02稱王，他說：「一開始落後

男、女400公尺
接力決賽
　今年男、女子組
皆分兩組競賽，男
子組由校男籃49秒

男、女1600公尺接力決賽
　1600公尺在觀眾熱烈的加油
聲中展開！男子組戰況激烈，
冠軍由去年鎩羽而歸的校男籃
以4分22秒12成績衝線奪冠。
校男足以4分30秒22成績位居
亞軍，羽球校隊B以4分44秒25
獲季軍。女子組決賽共4隊角
逐，校女籃以5分33秒14勇奪
冠軍，亞軍競技啦啦隊以5分

女子2000公尺大隊接力決賽
　運動會壓軸的大隊接力吸引眾人觀賽，即使
細雨紛飛，選手們依然卯足全力向前衝刺！
女子2000公尺大隊接力決賽分2組共8隊，賽況
多次出現逆轉的精彩畫面，現場加油聲此起
彼落，最後校女籃一路領先以5分40秒46的成
績5度蟬聯后冠，亞軍由校女排以5分46秒55奪
得，季軍是管科系5分55秒94成績獲獎。校女
籃的化材二林采玟說：「平時校隊有跑步練
習，加上賽前密集訓練，培養出良好默契，夥
伴們團結努力才能五度衛冕。」

男子4000公尺大隊接力決賽
　男子4000公尺大隊接力決賽共10隊參賽，
每人須跑200公尺，講究體力與耐力的考驗。

情歌韻揚    守謙牽手同舟薈

49秒獲女子組亞軍，資管系學會A以1分12秒獲
男子組亞軍。季軍女子組為德文一，男子組為
財金一AB，成績分別是1分57秒及1分14秒。
　操場另一邊，勁爆九宮格戰況激烈！分成一
般組和矇眼組。「每人須戴上眼罩，一人只有
5球，投向前方九宮格數字面，積分高者即可
獲勝。」即使矇眼使得困難度增加，仍吸引眾
多運動好手組隊參賽，視障資源中心的學生亦
不缺席。經過延長PK賽，女子矇眼組由壘球
班C組A、壘球班C組B、視障資源中心在12隊
中勝出，榮獲前3名佳績。壘球C組A成員水環
一符愷妍開心地說：「保持樂觀和正向的心情
就對了！」男子組戰況激烈，最後由羽球校隊
B、棒球隊A、歷史B拿下前3名。
　一般組距離較遠為8公尺，考驗參賽者的準
確度與速度。女子組由校女籃A拿下冠軍，校
女排A和全財管則分別得到亞軍和季軍。男子
組棒球隊B以超強戰績搶下冠軍，在PK賽後資
管系學會A奪得亞軍、校男籃則拿下季軍。棒
球隊成員機電四蘇柏元笑說：「保持平常心，
就能在賽場上發揮實力。」

　全力衝刺，奮力起跳！男子組由去年銀牌
得主、土木三莊諾亞以5.5公尺奪金，他說：

過程中各隊龍爭虎鬥，一開始由足球隊遙遙領
先，羽球隊後來追上，比賽數度逆轉，十分
刺激！校男籃急起直追、超越對手，最後以9
分30秒98奪下冠軍！亞軍由羽球隊以9分55秒
63獲得，棒球隊10分03秒72奪得季軍。校男籃
的英文三黃植鈺開心說到，「今年終於搶回冠
軍！平常教練的肌力訓練十分有幫助，讓大家
能在風雨中完成連續多場比賽，謝謝大家的加
油，我們帶著這股氣勢一起衝向大專盃吧！」

全力，仰頭將繩子往回拉，「重心蹲低，用
力、用力拉！」旁邊的觀眾也熱情加油。女子
組拔河由校女籃奪冠，校女籃成員林羿旻開心
地說：「我們狂喊隊長的名字，加上有大學姐
的加油打氣，讓我們充滿自信、順利贏得冠
軍。」男子組冠軍為物理系，首次參賽的物理
二熊家璿笑說：「為了贏得比賽，我們特地在
賽前增重，這個策略果然讓我們獲得佳績！」
　「飛耀六七」在籃球場上舉行，考驗著參賽
者的耐力、默契及團隊合作，共有22隊參賽，
各隊伍由兩人甩繩、其餘6人持續跳躍67下。
場上加油聲此起彼落，選手們在過程中不斷溝
通對策、互相鼓勵隊友，既緊張又刺激。最後
由擁有良好默契、團隊精神極佳的游泳隊同
時拿下雙冠軍，男子組成績是1分06秒、女子
組成績是1分24秒。游泳隊成員教科三阮靖雅
說：「參與活動增進了團隊默契和感情，未來
會繼續參賽，搏得好成績。」校女排B以1分

校慶運動會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同舟廣場啟用，董事長張室宜（前排右八）、校長張家宜（前排右九）
與大家開心合影（攝影／吳冠樑）

「校園寫生同樂繪」，參賽同學認真作畫，爭
取好成績（攝影／黃耀德）

「美聲蛋捲」演唱會，歌手麻吉弟弟與同學開心自拍，互動熱
烈。（攝影／劉芷君）

謙文以3.84公尺的些微差距獲得季軍。

的蔡欣昀以1分19秒95獲得。數學二晉儀1分27
秒71獲得亞軍，季軍是數學四董庭諭1分29秒
34。晉儀、董庭諭兩人笑說：「我們約好一起
報名比賽，沒想到我們都得獎了！平常沒機會
可以比賽跑步，第一次在雨中狂奔，這是一次
有趣的經驗。」

（攝影／吳冠樑）

（攝影／麥麗雯）

大家的肌耐力與爆發力，很
開心再度奪冠，我們有資金
買新球衣啦！」

38秒11拿下，第三名校女排5分43秒44。校女
籃的化材二林采玟說：「今年比賽十分亮眼，
隊員間默契也無話可說，謝謝教練的培訓！」

（攝影／戴先怡）

（攝影／吳冠樑）

　趣味競賽於上午9點半進行，各系運動好手
揪團參加。此次比賽項目有拔河比賽、飛耀
67、勁爆九宮格。拔河比賽共有26隊、飛耀
67有22隊、勁爆九宮格矇眼組27隊、一般組35
隊，場面十分熱烈，場邊加油聲不斷，展現淡
江學生的運動精神。下午田徑賽登場，選手使
出渾身解數，爭取好成績。

　

拿到獎覺得十分驚訝。」校女籃的外交與國
際二楊宜娜和網球隊的航太碩一廖謙文皆以1
公尺奪得第二名。

由校男籃的資傳二錢嘉樂以
1.61公尺的成績奪冠，他分
享，「高中時在田徑隊累積
了許多經驗，雖然這次比賽
遇到下雨，有點影響發揮，
但 還 是 很 開 心 能 夠 獲 得 第
一。」銀牌則由歷史一陳彥
碩1.55公尺成績奪得，銅牌
是校男籃的土木四蔡宗樺以
1.50公尺拿下。女子組由校
女排國企三簡亞婕以1.13公
尺奪冠，她說：「天氣狀況
不好，對成績有些影響，能

「由於高中練過田徑，暑假也
經常進行折返跑、衝刺和跳躍
力訓練，能夠贏得冠軍覺得很
滿意。」銀牌由外交與國際一
林伯儒以5.39公尺奪得，棒球隊
沈煜修以5.13公尺拿下第三名。
女子組由去年冠軍的統計二莊
琇茹以4.45公尺衛冕成功，她
說：「這次也能夠得獎真的很
開心，希望下次成績可以更進
步。」亞軍得主、英文三陳琬
瑜的成績為3.85公尺，網球隊廖

許 多 ， 但 看 到 各 個
選 手 向 前 衝 ， 讓 我
燃 起 鬥 志 ， 挑 戰 自
我 ， 決 不 棄 賽 ， 果
然 堅 持 到 最 後 就 是
贏 家 ， 非 常 高 興 拿
下 冠 軍 ！ 」 亞 軍 航
太一何威儀5分36秒
72，季軍英文進一柯
柏佑5分38秒61。

43技壓群雄，物理系以53秒15位居亞軍，公行
四B以53秒75成績獲得季軍。奪冠隊伍校男籃
的會計二李沃寯開心地說：「大家的默契很
好，平時也有肌力訓練，希望把體力帶到大專
盃，繼續拿下好名次。」女子組競爭非常激
烈，冠軍是校女籃再度蟬聯，以1分03秒03奪
金，校女排以超接近的1分03秒32得到亞軍，
季軍是財金一B以1分03秒40。校女籃的教科
三戴愷歆笑說：「感謝教練的體能訓練，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