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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姜羿帆淡水校園報導】110學年度新
生盃籃排球初賽10月30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開
打，經歷嚴峻的淘汰賽後，冠軍終於在11月8

日產生，土木系囊括男籃與男
排冠軍，而女籃及女排則分別
由財金系和運管系拿下金牌。
　體育長陳逸政表示，因防疫
指引調整，11月3日起集會活
動可不受人數限制，因此決賽
當天開放同學們共襄盛舉，可
入場至觀眾席為選手們加油打
氣。「體育館7樓的場地剛整修
完成，新生盃是我們舉辦的第
一個競賽，所以採用聯賽規格
辦理，期盼新生能感受到學校

對於體育的重視，也希望同學們能充分利用
學校優質的場地與設施，養成良好的運動習
慣，並協助共同維護場館環境。」

勤溫書

鼓勵定義自己的世界
　【記者林育珊淡水校園報導】在 YouTube
上擁有近 20 萬訂閱的創作者 Audrey（歐追）
受 國 際 大 使 團 邀 請，11 月 5 日 晚 間 7 時 在
B119 分享自己從臺灣到英國再回到臺灣的心
路歷程及旅遊趣事，吸引近 60 人到場聆聽。
　Audrey 表示，初到英國時，因文化的衝擊
及擔心自己英文口音問題，而感到迷茫，後來
意識到自己不該停滯不前，應多接觸新事物才
踏出第一步，決定擔任班級代表，並積極參加
活動、經營頻道，期間走過英國 23 個城市和
歐洲 9 個國家，從中學習獨立與臨危不亂。

　她接著分享自己在英國專業所學的概要，以
及返臺後加入 FMCG（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產業的冒險故事，在這趟留學經驗的
洗禮中，學會勇敢嘗試及克服困難的能力，無
論在職場或生活都給予她動力去面對更多挑
戰，最後她說：「你的世界由你定義」，鼓勵
大家勇敢踏出舒適圈，去嘗試新的事物、體會
不同國度的生活。
　

新生盃籃排球土木雙稱王財金運管封后

▲ Audrey 分享自己從臺灣到英國再回到臺灣
的心路歷程及旅遊趣事。（攝影／林育珊）

　淡江大學創校 71 週年校慶，本期帶你回顧校慶慶祝大會、太陽能光電啟用典禮、校慶蘭
花展、校友返校活動，以及 110 學年度新生盃籃排球競賽等系列活動，藉由影像躍然紙上，
再一次祝賀淡江大學生日快樂！（圖／體育事務處提供，攝影／潘劭愷、鍾子靖、鄧晴、黃
偉、陳國琛、連慧榕）

新生盃排球賽的選手齊聲吶喊以振奮士氣！名譽博士陳進財（中）與同事好友開心合影。 新生盃排球賽戰況激烈，你攻擊我封網。 新生盃籃球賽的選手們於場上激烈廝殺。

總務處為慶祝 71 週年校慶，舉辦蘭花展「藝
探蘭境」。

葛校長（左）頒發捐款感謝獎予宗瑋工業
董事長林健祥。

會計系主任郭樂平（右）代表全系師生獻花予
名譽博士陳進財。

71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中，葛校長（左 4）頒發捐款感謝獎予捐款者。

金鷹獎得主羿晨機械總經理黃進霖（中）與親友合影。英文系學弟妹為金鷹獎得主王屏生學長歡呼。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右）致贈墨寶予世界校友會
聯合會總會長陳進財。

參展的各式蘭花爭奇鬥豔，美不勝收。

穩懋半導體董事長陳進財獲頒名譽博士，親友
們歡欣鼓掌。

葛校長（左）頒發淡江菁英金鷹獎予教育部常
務次長林騰蛟。

張董事長 ( 中 ) 至校慶蘭花展欣賞蘭花之美。

葛校長（前排左 6）、張董事長（前排左 7）、信邦電子董事長王紹新（前排右 7）
與在場貴賓、同仁於「太陽能光電啟用典禮」合影留念。

化學系學弟妹為金鷹獎得主林稟彬學長賀采。

創校 71 週年 師生校友歡聚齊賀生日快樂

學生迎戰期中考圖館衝剌
　本學期期中考試週於11月17日至23日舉行，
大學日間部恢復採取統一排考模式，為把握期
中考前的最後衝刺，多數同學選擇在覺生紀念
圖書館裡溫習功課，希望在一起努力的氛圍裡
提升讀書效率。（文、攝影／鄧晴）

　本校自11月3日起，因集會活動不受人數
限制，所有課程全面實體上課不分流，教師
授課時，若能保持社交距離或有適當阻隔設
備，可不戴口罩，但授課前及授課結束後仍
應佩戴口罩，學生則應全程佩戴口罩並落實
手部消毒，上課期間禁止飲食，避免私下交
談。（文／本報訊、攝影／陳國琛）

鋼琴社用音符譜出魔法琴詩
　【記者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鋼琴社 11 月
9 日晚間 7 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第 58 屆期中
音樂會「琴有獨鍾—魔法琴詩」，整場活動以
近期因「哈利波特」手遊當紅的魔法世界為主
題，吸引近 120 位觀眾前往聆聽。
　本次音樂會共計 16 首風格不同的表演曲目，
包含 9 首古典樂派作家的曲子及 7 首動漫與電
影主題曲、現代流行曲。活動一開始，由日
文四李健瑀以《哈利波特》主題曲〈Hedwig’s 
Theme〉揭開序幕，接續由國企二錢寶月帶來
貝多芬〈暴風雨〉奏鳴曲的第三樂章，利用歡
快的 16 分音符，營造出海上激烈的暴風雨及
雨後寧靜的氛圍，隨後多首知名動畫、電影及
遊戲的配樂，以及莫札特的〈C 小調幻想曲〉
和蕭邦的〈升 C 小調幻想即興曲〉等古典樂
曲，營造出奇妙絢麗的魔幻場景，帶領現場觀

眾彷彿置身於魔法世界中。
　活動總召、日文二鍾安妮表示，這次伙伴們
努力促成實體演出，過程雖然不容易，但也學
習到合作與臨機應變的重要性。資管二吳采庭
分享，今天在音樂會欣賞到這麼多厲害的演
出，心情非常舒服愉悅。

熱舞社索命牙仙 體驗街舞
　【記者蔡銪晟淡水校園報導】熱門舞蹈社
11 月 5 日晚間 7 時在同舟廣場舉辦一場恐怖
趴「索命牙仙」，社員們熱烈響應，齊力擺脫
恐怖詛咒。活動主軸由各小隊隊輔帶領社員們
破冰暖場，接著將舞蹈融入團康遊戲中，就像
是舞蹈接龍，在 Party Time 環節時，每隊輪流
上場秀一小段排舞，以此方式讓新進社員更認
識街舞。
　熱舞社藉由舉辦各式活動帶大家體驗街舞，
盼能透過各種舞蹈展演讓喜歡跳舞的同學在過

程中獲得成就感，並成為自己喜歡的樣子，揮
灑青春汗水，表現出最精湛的舞蹈。
　社長、資管三陳廷諺表示，不太習慣在同舟
廣場舉辦活動，因為平時都有社團在使用同舟
場地，要架設活動看板等場佈作業較困難，所
以場勘、排練的時間並不充足。只好利用假日
去實際勘查並試跑流程，盡力做好事前的準
備，再運用之前學長姐舉辦活動的經驗，以解
決所遇到的問題，慶幸的是，活動當天收到社
員們的正面回饋，感覺一切的努力都很值得。

傳情送暖巧進你心
　【記者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嘉雲校友會
11 月 1 至 5 日在小木屋、商管大樓前舉辦一年
一度「巧克力傳情活動」，透過與各大專校院
合作，每年都有在聖誕節前夕傳送巧克力的傳
統。可利用網路預購或攤位訂購，將巧克力傳
到幸運人手中，除了能送至校內，也能傳至校
外有合辦活動的學校，這份禮物將會在 12 月
送達，共吸引逾 200 人參與傳情。
　活動總召、機械二謝豐陽表示，整個籌備過
程相當緊湊，還好有大家的協力相助，讓緊張
感轉化為成就感，並從中學習到不少經驗。
　日文三蔡婷瑀分享，參加此活動是希望把巧
克力送給外縣市的朋友，藉此方式聯絡感情，
並製造一個小驚喜給好朋友。

▲ 110 學年度新生盃籃球賽頒獎後，體育長陳逸政與選手們開
心合影。（圖／體育事務處提供）

　　男排隊長、土木三張祐齊表示，這次的賽事
大家都很努力，每個人都是 MVP，尤其是洪
佑均，若沒有他的加入，我們無法得到冠軍。
　女排隊長、運管四江昀恩有感而發，「排球
是團體運動，少一個人都不行。」奪冠之路歷
經艱辛，感謝所有隊友共同奮戰到最後一刻。
　男籃隊長、土木三孫永明認為，開學第一週

為遠端學習，多數隊友都很晚才認識，但他們
並未放鬆，反而更積極練球。他很肯定陳定杰
出色的領導能力，絕對是這次的 MVP 人選。
　女籃隊長、財金四姚千期分享，「我想頒
MVP 給冠亞軍賽共得了 11 分的柯卉翎，她除
了流暢的運球，還有優秀的組織能力。」現在
有這批生力軍的加入，希望讓球隊更強大！

Audrey

防疫總動員授課免戴罩

圖漫社邀周文鵬
暢談三角關係
　【記者林曉薇淡水校園報導】圖像漫畫
研究社 11 月 5 日晚間 7 時在 B118，邀請中
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及漫畫文學研
究者周文鵬演講「學術、御宅與文化的三角
關係—談 ACG 作品背後尚待挖掘的因為所
以」，共 16 位漫畫同好一同參與。
　周文鵬以 2010 年的熱門話題「釘宮事件」
為例，分析粉絲在知名動漫聲優訪臺的瘋狂
行為，並說明動漫若推出周邊商品，可以讓
動漫迷對動漫更愛不釋手。接著，他以有趣
的方式和大家分享 ACG（日本動畫 Anime、
漫畫 Comics 及電子遊戲 Games 合稱的縮寫）
研究其實是一種文學研究，而且文學性比一
般的文學還要完整，然後指出要有情節和寓
意的敘事才能完成一個漫畫作品，其中敘事
需要考量到對白、運鏡、畫技、效果線等。
　日文三張詠姿分享，日本動漫會這麼知名，
今天聽完講座才了解其背後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