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楊蕙綾、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趣味競賽部分，
超過300位的運動好手齊聚一堂，各組人馬在熾熱的陽光
下，為了榮譽而戰。女子組「布布驚心」，以袋鼠跳方式，
腳踩布袋接力完成，考驗團隊間的速度及彈跳力，女子組現
場尖叫連連、戰況激烈，參賽者們不計形象奮力向前跳，有
些選手還因重心不穩而跌倒，讓場邊觀眾嚇出冷汗！今年冠
軍由「企管三A」以2分39秒再度蟬聯冠軍，打破去年奪冠
的紀錄，對此，企管三李嘉晏表示：「團隊合作是制勝關
鍵，除了換布袋的速度要快，第一棒和最末棒的人選，也擔
當決勝的重要角色！」。「手忙腳亂」部分，以兩人三腳
方式，一人手持籃球、另一人則手持放有網球的羽球拍，
考驗彼此間的平衡感和默契，最後由「女籃校隊B」以2分
10秒拔得頭籌。經濟二黃琇敏表示：「去年曾參賽，但不幸
敗北，今年捲土重來，抱著必勝的決心，加上團隊合作的力
量，才能有這樣的好成績。」此外，她也特別表示，因為穿
著短褲，所以在快走的過程中，尼龍繩會摩擦腳踝，雖然很
痛，但是得到第一名，再痛都值得。 
  男子組「布布驚心」一開場的彈跳，果真讓場邊的觀眾

看得也驚心動魄，參賽隊伍皆展現高超水準，每一步都
精準掌握，深怕有個閃失而落後對手，每位選手皆展現
濃厚的求勝企圖心。抱走冠軍的「統計一C(2)」2分27
秒，以些微差距險勝，獲得亞軍的「統計一B」及「校
男羽」，並列第二，可見戰況空前激烈。賽後「統計一
C(2)」參賽者皆表示，這樣的比賽不僅有獎金可拿，也替
班上奪得佳績，更重要的是能凝聚向心力，讓彼此感情更
為融洽。 
  操場的角落又傳起另一波歡呼聲，剛從布布驚心以些微

差距與冠軍無緣的「校男羽」，在男子組「手忙腳亂」競
賽中將冠軍獎盃牢牢握在手上，羽球隊長化材三楊軒齊笑
著表示：「雖然我們在布布驚心與冠軍擦身而過，但在手
忙腳亂這項，我們再度展現實力，將平時練習羽球講究的
身體協調，這時就發揮最大的效益，團隊默契的培養更是我
們的得勝關鍵，明年還要再來，要抱走所有冠軍獎盃。」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62週年校慶
運動大會於7日上午10時開賽，激烈的競爭、
震天的歡呼聲，象徵著淡江師生的活力四射，
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國際長李佩
華、體育長蕭淑芬等師長，皆參與其中，為參
賽者加油！其中，破大會成績的有：男子200
公尺日文二林博仁以23秒01，打破原成績23秒
62。女子400公尺接力「校女籃A」以59秒27，
打破原成績59秒75。
◎盲生60公尺跑走競賽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盲生60公尺
跑走競賽」特別邀請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到場致
詞，並擔任盲生60公尺跑走競賽鳴槍貴賓。虞
國興表示：「今天共有18位視障同學參與跑走
競賽活動，他們對於運動都非常熱衷，尤其是
游泳及競走，特此預祝所有參賽的選手們，皆
能獲得佳績！」參加人數18人，分為5組。當
宣布開跑的鳴槍響起，在領跑員的陪伴下，盲
生選手們奮力向前衝，絲毫不受視障影響，最
後由中文一林敬祐奪得冠軍；2至6名分別由：
歷史二張友威、公行二戴書擎、公行一林靖
倫、中文一林正翌、歷史三蘇照棠獲得。
◎男、女跳遠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男子組跳遠

登場，第一名由企管四楊宗衛以6米12成績拿
下，對於第三次贏得校運會冠軍，他說：「參
加系籃讓我維持較好的體力，平時保持最佳的
彈跳力也非常重要。」大陸碩二黃世豪奪得亞
軍；第三名則是管科四張晟瑋。 
  女子組跳遠決賽登場，由參加4年校運會的

老將，資訊四謝珮華以4米2的佳績奪冠，她表
示：「平時女籃會加強訓練肌力，這對於奮力
一跳很有效噢！」第二、三名分別由數學一林
惠美和財金一蔡欣玲獲得。
◎男、女跳高

 【記者呂柏賢、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男子
組跳高比賽，冠軍由資管二蕭志駿順利拿下；
第二名電機四謝禎蔚；第三名則是由法文三馬
雲九獲得。 
  女子組跳高決賽，原先有9人報名參賽，最

後實際出賽僅有7位選手，這場比賽戰況激
烈，由機電三陳萱輕鬆跳出1米25的成績奪
冠。賽後她表示：「因為平時在籃球校隊練
習，多少會訓練到腳的力量，所以有助於彈跳
力！」第二至四名皆跳出1米23的成績，最後
則以「掉竿」的次數排名。第二、三、四名分
別由產經二林雪涵、水環二吳庭妤、財金三包
于巧獲得。
◎男、女鉛球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鉛球決賽現

場意外迎來一位佳賓！本校校友黃友仁，同時
也是鉛球和鐵餅紀錄保持人。年近75歲的他，
維持近40年的比賽紀錄，至今依舊無人超越。
競賽過程中，黃友仁熱心地給予選手技術指
導，讓參賽選手感受到他對鉛球的熱愛。 

  男子組鉛球賽況也競爭激烈，由去年第二的
經濟三黃傑楷以10米21的成績摘下冠軍，他
說：「因為前2年都僅得到第二名，今年抱著
必勝的心情，勤於在重訓室做訓練，才能順利
拿下睽違已久的第一名。」第二名由機電碩二
王永勛以10米09居次，教科碩一王思捷以9米
40搶下季軍。   
  女子組鉛球的冠軍，由去年亞軍的水環三陳

品雁以8米94的成績順利奪得，同時打破女籃
蟬聯3年的冠軍紀錄，她表示：「很高興能夠
為羽球隊爭光。」第二、三名分別由校女籃的
航太三呂馴婷以8米89的成績，以及航太一韋
雨雯以8米79的成績，順利為女籃扳回一城。 
◎男、女100公尺計時決賽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男、女子100
公尺計時決賽爭分奪秒，男子組由日文二林
博仁以11秒26拔得頭籌，也刷新個人去年的紀
錄，獲獎後他謙虛地表示：「這是運氣好啦！
其實比賽過程相當緊張，猶記去年負傷上場，
深怕今年有個閃失又會受傷，不過對於本次進
步也感到相當開心。」亞軍的資工二歐陽睿
則同樣以11秒64的好成績，打破個人去年的紀
錄。首次參賽的產經一何承運以12秒10位居第
三。 
  女子組許多選手更以黑馬之姿出現！首次參

賽便以14秒43的優異成績奪得冠軍寶座的水環
二吳庭妤直呼：「太開心了！」亞軍由企管一
蕭佳瑤和代表校女籃的化學三林玟君並列。
◎男子1500公尺計時決賽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男子組1500公
尺計時決賽，冠軍由財金二王俊智以4分58秒
01勝出，他分享說：「自己擁有好體力的秘訣
就是每天跑步15至20圈，有時候則會到游泳館
游泳，並希望在明年校運會可以突破自己的秒
數，再創佳績！」緊追在後航太四江文淵，以
5分01秒20成績獲得亞軍；首次參賽便脫穎而
出的機電一陳冠仲，以5分10秒74拿下季軍。 
◎男、女200公尺計時決賽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男、女子200

公尺計時決賽，男子組分4組競賽，女子組分2
組競賽。男子組由日文二林博仁以23秒01的佳
績蟬聯冠軍，更刷新去年的個人紀錄，此次林
博仁也抱走男子組100公尺的冠軍，他驚訝地
說：「這真的很意外！雖然從高中到大一都是
田徑隊，但這次比賽前一個月才開始有規劃地
練習。」也再次強調：「運氣好！」亞軍依舊
由資工二歐陽睿以24秒43順利蟬聯，同樣也刷
新去年的個人紀錄，同時也是男子組100公尺
的第二名，季軍由代表古箏社出賽的管科碩二
陳建宏以24秒97拿下。 
  女子組由資管三張喬閔以30秒87領先，順利

奪下后冠，第三度參加校運會的她說：「很開
心一年比一年進步，能拿到獎金也是超棒的鼓
勵！」企管一蕭佳瑤則以31秒09拿下亞軍的寶
座；季軍由同樣也是首次參賽的中文一盧佳宜

以32秒91獲得。 
◎男、女400公尺計時決賽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男子組400公尺
計時決賽由資管二蕭志駿以56秒03稱王，管科
碩二陳建宏以58秒57居排名第二，緊追在後的
季軍，則是由會計二楊天久以59秒69搶下。蕭
志駿說：「國中曾參加田徑校隊，目前也是
田徑校隊的一員，我認為400公尺是自己的長
項，能夠連續2年得到冠軍，真的很開心！」
　女子組400公尺計時決賽由資管二鄭涵以1

分14秒36佳績奪得冠軍寶座，亞軍由歷史四黃
雍勻以1分19秒05搶下，而數學一李巧筠則是
以1分19秒62的佳績得到季軍。鄭涵喜出望外
地說：「去年僅得到第二名，這次能贏過勁敵
黃雍勻，感到非常意外，此外我平時有打網球
的習慣，對體能訓練具很大的幫助。」 
◎女子800公尺計時決賽 

　【記者歐書函、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女
子組800公尺計時決賽，由資傳三黃士瑄以3分
01秒22奪得第一，順利蟬聯三年冠軍！水環一
劉博林和中文二劉瀞璞分別以3分4秒06及3分
13秒45獲得第二、三名。黃士瑄表示平常就很
喜歡運動，特別是籃球，並認為：「中長跑最
重要的就是要保存體力，在最後100米才能釋
放最多能量！」
◎男、女400公尺接力 

　【記者夏天然、莊靜淡水校園報導】隨後
男子組400公尺接力決賽登場，由聲勢極高、
實力堅強的「建築系A」僅耗費48秒64摘下冠
軍，亞軍則是「企管四B」以49秒84獲得，而
第三名則由「校男籃」以50秒11奪下。建築四
黃紹凌高興地說：「去年只拿到第二名，今
年終於雪恥了！」他也肯定團隊的實力堅強，

黃紹凌笑著說：「我們幾乎沒有賽前練習，大
概是靠天分拿下第一吧！」而企管四楊宗衛表
示，去年因為團隊接棒不順利因此鎩羽而歸，
今年特別在接棒部份加強練習，此外平常也會
透過跑步加強體能，他與其他選手共勉：「認
真準備比賽很重要，雖然比賽成績總是令人期
待，但真正令人難忘且具意義的是參賽過
程，那是大家團結

齊心的回憶，希望同學們可以熱愛運動，享受
運動。」
  女子組400公尺接力決賽「校女籃A」以59

秒27奪冠，打破校運會紀錄！其後是「校女籃
B」以1分03秒30和 「資管四C」以1分04秒60
分別取得第二、三名。
◎男、女1600公尺接力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今天校運會男
子組1600公尺接力，總計有5隊出賽，第一名
是由「淡江三鐵」跑出4分04秒75的佳績。比
賽一開始「淡江三鐵」因沒注意到鳴槍而嚴
重落後，但靠著後段棒次的隊員急起直追，比
賽中也與第二、三名的「淡大楊冪」、「校男
籃」互不相讓！「淡江三鐵」隊員資工二歐陽
睿表示：「隊名是因為隊員皆由不同系所、社
團，但只因『跑步』而聯繫在一起！」他並說
明，平時都會在操場練習，也曾榮獲全國接力
第六，這次能跑出冠軍，全員非常開心！亞軍
「淡大楊冪」跑出4分06秒38的成績，隊員資
管四游凱宇表示，前年和去年都是第二名，今
年僅差距3步，可惜明年無法再來雪恥！並告
訴大家：「我們不是宅男，我們也愛運動！」
最後「校男籃」則以4分10秒 94拿下季軍。 
 本屆女子組雖然僅有3隊參賽，由「校女籃

B」以5分12秒61的佳績摘下冠軍寶座，第二名
是跑出5分33秒19的羽校隊，第三名則是由校
女籃A以 5分34秒25拿下。奪得冠軍的「校女
籃B」也異口同聲的表示：「多虧平時的練球
和默契，訓練肌力和耐力，才能拿下如此好的
成績！也非常感謝球隊教練。」 
◎女子2000公尺接力、男子4000公尺接力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壓軸登場的
女子組2000公尺與男子組4000公尺大隊接力，

本次各分5組和4組進行決賽，共有42
支隊伍參加，緊張激烈的賽況讓整場
高潮不斷！
  「校女籃」不負眾望，以5分22秒17

拿下女子組第一名，隊員經濟二黃琇
敏說，雖然這次在平日練習時有很多
人受傷，幸好隊上依然實力堅強，賽
前就抱著「奪得連霸」的決心而來。
女排隊以5分29秒06獲得第二名。位居
第三名的「校女羽網聯隊」為5分39秒
49，隊員企管三尹昭惠說，今年隊上
是第四次參賽，「終於一雪前恥，擠
進前三名！」
  男子組4000公尺大隊接力，跑出9分

11秒85的成績稱霸男子組的「校男籃」隊，隊
長機電四邱振質開心地說：「成功拿下四連
霸！」明年將以五連霸為目標邁進。與冠軍
相差不到1秒，以9分12秒65退居亞軍的「建築
系」隊員紛紛發出惋惜地吼叫聲，隊員建築四
孫雨表示，去年也是第2名，寄望明年能成功

打敗校男籃。季軍9分24秒
27「校羽隊」以超越「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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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繽紛樂

奪冠之路:布布驚心手忙腳亂 競賽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
62週年校慶，同時蛋捲節滿10歲
了！學生會於3日舉辦蛋捲節暨

園遊會，今年以「蛋捲同玩
國」為主題，加上各地

校友會的友情相挺，中
午過後人潮湧現，讓活
動如同其名般，有一同

玩樂的歡樂氣氛。 
　 舞 臺 區 「 蛋 捲 歡 樂
SONG」伴隨豔陽天，蛋
捲寶寶一出場，就引起群
眾歡呼，緊接著由聯合
校友會的會長群，帶來
熱情的舞蹈表演，讓臺

下觀眾的掌聲不斷，競技
啦啦隊特技令人讚嘆，而舞

團則帶來氣勢十足的「巴西戰
舞」。 
　 下 午 場 除 了 有 摸 彩 活

動，還邀請許多演藝人員蒞
校 。 藝 人 林 逸 欣 與 臺 下 觀

眾 親切互動，資工二劉育僑說：「她走下臺和
大家握手，真的讓人好驚喜！」； 歌手方炯鑌以溫柔的嗓
音，祝賀淡江生日快樂；樂團旺福則是安排帶動跳，和大
家一起跟著音樂舞動，身為淡江畢業學長的吉他手小民，

  【記者劉昱余淡水報導】淡江運動健兒再加場！今天的校慶系
列活動不僅有新生盃球類競賽和校慶運動大會，高雄校友會也趁
著溫暖秋陽普照之際，於4日在鄧公國小舉辦「烈火雄雄．勇闖
奧運」運動會，吸引近170多位「雄友人」報名參加。
  活動流程依循國、高中時期運動會的慣例，有運動員依序進

場、唱國歌儀式及運動員宣示運動精神，會中還帶領大家一同跳
起「大會操」，活動執行長經濟二洪昱璋說：「就是希望這個活
動讓大家發揮熱血青春的精神！」隨後一連串的運動項目接力登
場，包含刺激的躲避球賽、籃球技術挑戰賽，以及精采又有趣橫
生的大隊接力障礙賽。土木三林俊賢說：「躲避球既要閃又要
接，真的很刺激！」首次參與的新生保險一陳柔燕說：「運動會
總是過程比結果重要，所以不管輸贏，都會讓人感到很開心。」
  活動接近尾聲，無形中促使雄友會的成員們感情更加緊密。雄

友會會長運管二古筱萱說：「運動會除了能使大家活動筋骨之
外，也能齊聚一堂凝聚感情。」

◎101學年度新生盃賽果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101學年度的
新生盃球類競賽籃、排球決賽，於上週三（7
日）與校慶運動大會同步登場，由校長張家宜
親臨決賽現場主持開球儀式。新生盃籃排球競
賽經歷一番激烈的廝殺，本屆最大贏家為運管
系，抱回女籃冠軍、男籃季軍及男排季軍3座
獎盃；男排亞軍和女排亞軍由資工系摘下；男
籃冠軍由資管系得第一，男排冠軍及女排冠軍
則分別由化材系和統計系奪下。
  壘球賽採用單一淘汰制，電機二代表蔡昀廷

對掌握失誤以及隊員棒次上有良好的安排，團
體默契也是他們這次奪冠的關鍵。冠軍仍由去
年的電機系蟬聯冠軍，亞軍、季軍和殿軍分別
是航太系、財金系及水環系。
 羽球男單新生組在前4強比賽時形成拉鋸

戰，男子新生組冠軍土木一范朋驊說，「一開
始落後很多，但之後穩定好心情慢慢追分，反
而讓對手慌了順利得到第一。」羽球新生組由
男單、女單土木一范朋驊和教科一塗婕拿下。
公開組團體賽是化材系冠軍；男單、女單分別
由資管四吳柏辰和財金二黃勤真，奪得第一。
其他分項冠軍如下：男雙機電三黃聖凱、機電
三李銘；女雙經濟三陳昱菁、吳佩嘉；混雙產
經碩二楊道勳、產經四彭馨儀。另外，網球新
生男單由西語一高德穎奪冠。

系」為目標，隊長化材三楊軒齊說他每年都來
跑，「和隊員們一起全力奔跑的感覺很棒！」

　【記者莊思敏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也
於校慶當天（3日），展開一連串活動，包含
園遊會與社團表演，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全
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都到場同樂！園遊
會除了有近10個美食攤位，更有超吸睛的撈魚
遊戲；中午12時起的社團表演，雖因遇雨改至
B1停車場，但魅力不減。由熱音、熱舞、國 
標社團接力演出，連鄰近的佛光大學熱音社都
前來一同表演，讓地下室出現人潮！此外，原
本令人期待之排、籃球賽，因大霧、大雨順
延，擇期再賽，不少同學直呼可惜。來自日本
的觀光系交換生坪根大輔表示，沒看過校慶如
此mini size，是一個很新鮮的經驗，「尤其是
飲品社的糕點十分吸引人！在B1有環繞音響
的社團表演，真的是超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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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雄友奧運

　 本屆新生盃男籃由資管系奪冠，成員在
獲得獎盃時十分興奮！（攝影／羅廣群）

　 趣味競賽參賽者在場上奮力向前，場邊加油聲也不間斷！
（攝影／謝佩穎）

勉勵學弟妹們表示：「要勇敢去追夢！」還憶起在運動會時發
生跌倒的趣事，逗得臺下笑聲不斷。最後壓軸登場的樂團是 
「Vast&Hazy」，回憶起自己在學校唱歌的光景，團長林易祺
說：「以前唱別人的歌，現在終於唱到自己的歌！」 
　此外，吉他社以木吉他搭配主唱，以清亮的嗓音勾勒出美妙

的旋律；舞蹈研習社以勁歌熱舞炒熱現場氣氛，且舞者的曼妙
舞姿，讓臺下觀眾為之驚豔；Beat-Box社則是帶來精湛的口技
表演。詞曲創作社的「五虎崗樂團」和「Mr. Dinner」帶來多首
自創曲，為即將舉辦的「第1屆獨創音樂獎」暖身，觀眾們席地
而坐欣賞，蛋捲廣場儼然成為一場草坪音樂會。最後，熱舞社
以整齊且逗趣的舞步贏得全場歡呼，機電二洪常民說：「今天

蘭陽園遊會現人潮

（攝影／謝佩穎）

蛋捲節10歲同玩國歡樂SONG
　 

真的很high！」 
  呷飽沒？在海報街上的「蛋捲RUN翻天」園遊會，除了

有可樂免費暢飲的活動之外，各地區校友會販售眾家特色
名產，還與學生會一同「蛋捲 happy GO」遊街送氣球與糖
果，分享校慶的喜悅。學生會今年的蛋捲傳情「蛋捲LOVE
創意」，也吸引非常多的同學參與；「蛋捲搜FREE」安排

街頭藝人製作鋁線創意折字手工藝品，在限定時間內提供同學
們免費領取。闖關活動「蛋捲FUN肆玩」也出現排隊人潮，
資傳三王姿玉說：「有吃、有拿，真開心！」土木四吳健平
說：「每年都一定要來蛋捲節拍照，這就像讀大學的里程碑一
樣。」學生會會長資圖二林蕙君則說：「感謝校友會與社團的
協助，活動才能順利落幕，也希望同學們都能從中獲得喜悅與
笑容。」另外，由熱活招生志工隊規劃生活體驗營，其中帶領
高中生參與校慶園遊會，活動負責人志工隊副隊長機電四張嚴
文表示，本次活動藉由遊戲互動拓展高中生間的人際關係外，
進而感受本校學長姐的親切和熱情。

樂翻天!!
　蛋捲節活動中，可
愛的蛋捲寶寶帶動氣
氛，戳戳樂活動讓同
學露出驚奇的表情，
搭配舞臺上旺福樂團
的 表 演 ， 讓 現 場 熱
鬧不已！（攝影／
劉代揚、謝佩穎、
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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