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
大代誌

本週我最 靚
德文四陳俊瑋：
「14 日 我 們 就 要 畢
業 了， 祝 大 家 畢 業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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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 劍 校 隊 為 校 奪 十 金。
（攝影／盧逸峰）

學術副校
長 虞 國 興
（右）在 103
年全大運開
幕 中， 帶 領
選手們入場。
（圖／體育
事務處提供）

103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摘金

本校奪十金全國第九

資管二李宜穎（左）奪游泳 3 金。
（圖／體育事務處提供）

（文／陳怡如、陳羿郿、姬雅瑄、王心妤）
本校在上月 17 至 21 日「103 年全國大專校
院運動會」中，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體育長
蕭淑芬以及各領隊教練的帶領之下，榮獲 10
金 4 銀 5 銅：擊劍 6 金、游泳 3 金、空手道 1 金；
網球 1 銀、桌球 2 銀、擊劍 1 銀；跆拳道 2 銅、
擊劍 2 銅、桌球 1 銅，創下歷年來最好成績。
蕭淑芬說明：「本校在本屆全大運總成績是全
國第九名，扣除體保生學校是全國第三名，感
謝大家的努力與付出。」
蕭淑芬對此佳績表示，校長張家宜重視體育
教育不遺餘力，推動一人一運動、3 年體育必
修、優良運動場館等政策，另外感謝蘭陽校園
金牌獎勵金的贊助、體育教師們的捐款以充實
體育事務，讓本校能在各項賽事中有很好的表
現。為獎勵優秀選手們及指導教練的貢獻及付
出，張校長特於 11 日、13 日設宴款待，感謝
他們的貢獻。

擊劍校隊：6 金、1 銀、2 銅
本校擊劍校隊在 103 學年度全大運中，一路
擊敗各校好手，拿下 6 金 1 銀 2 銅好成績，還
獲得男子總錦標第二名和女子總錦標第一名，
是擊劍項目中成績最好的學校。隊長管科三王
炎麒表示，雖訓練過程很辛苦，如反覆練習同
一個動作等，但總設法讓隊員感到收穫才不會
彈性疲乏，「而賽中也遇上各校擊劍強手，但
因一起『刺』敵讓大家更團結。」為了這次比
賽，除增加平時訓練時間，也犧牲假日加緊練
習。王炎麒感謝說道：「十分感謝指導教練王
順民、黃皓志、陳怡穎教學和指導，更感謝體
育事務處蕭淑芬、活動組組長陳逸政、教學組
組長劉宗德以及諸位體育老師給予擊劍校隊大
力的支持和鼓勵，使我們能獲得好成績。」
游泳：3 金
游泳校隊隊員資管二李宜穎，於 103 學年度
全大運中勇奪一般女子組 50、100、200 公尺

西語三徐
瑋駿奪空手
道 1 金。（攝
影／張令宜）

仰式 3 面金牌！對此佳績，
李宜穎表
示，獲此成績相當值得，因
今年練
習較去年吃重，曾一度在練習過程中想要偷
懶，但與隊友們彼此加油打氣因而繼續堅持，
「在賽前檢錄時，因之前扎實的練習，沒有緊
張的情緒，反而期待比賽進行才會有這樣的成
果。這不只自己的努力，更要歸功於教練和隊
友們的支持，平時練習有他們在，我才能堅持
下去，也才會有這樣的表現，謝謝大家。」
空手道：1 金
西語三徐瑋駿於 103 學年度全大運獲得公開
男子組空手道第三量級金牌。徐瑋駿表示，
「整體最大困難是自己非體保生，與他們相比
練習時間較少。感謝學校的幫助，讓我們能專
注賽事上。」他鼓勵大家，不管在體育或生
活，凡事可先規劃，就可「按部就班」朝目標
前進。身為國手的他，即將在 6 月代表臺灣赴

童軍技能賽 百人在淡江爭榮譽

承辦單位之一的羅浮群社長水環三楊易樺表
示：「童軍重視的不只是個人技能，最重要的
是團隊合作精神，從中可培養參賽隊員的溝通
力及執行力。」
參賽者正德國中國二生周倢瀅說：「曾參加
2 次比賽，藉由競賽我可以統整自己平日在童
軍團累積的技能，此外也可加強我在團隊合作
及掌握時間方面的能力，獲益良多。」（文／
李昱萱、攝影／吳重毅）

（攝影／朱蔚雅）

校園話題人物

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境外生們都對端午這一
傳統佳節和粽子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和喜愛。
來自廣東的資圖三陳語時說，「贈粽活動不僅
讓我們感受到節日氣氛和了解了中華傳統文
化，還飽餐了一頓，希望明年還能參加。」另
外，境輔組還於上月 30 日晚上在文錙音樂廳
舉辦外籍生才藝秀活動，演出精彩紛呈，觀眾
反應熱烈。

英文二陳彥伶

金旋獎創作組冠軍

「音樂之於我，就像愛
一樣，是最神奇的力量。」榮獲
2014 年第三十一屆政大金旋獎冠
軍及評審團大賞的英文二陳彥伶
帶著真摯的笑容說著。從小，父
親在家播放的古典音樂成了耳濡
目染之下的音樂能量；高中起，
她參加學校社團並開始學習吉
他，也讓她發現自己原來熱愛音
樂創作。
〈Love is All We Need〉 為 本
屆金旋獎創作組冠軍的自創曲，
對陳彥伶來說，「愛」可能是頭
髮斑白的爺爺奶奶手牽著手，愜
意的在公園散步；小狗愛著主人
那份忠心又單純的可愛；或是在
她失志時，朋友的不離不棄；甚
至是幾位重要的老師跟好朋友的
肯定與關照。她表示：在創作期
間也曾遇到挫折，對於和絃的變
化感到疲倦，甚至逐漸磨滅了創
作的動力，一位吉他老師為鼓勵
她，將吉他的空弦音調除去，讓
她拋下指法規則，一切從零開始
彈吉他，自由發揮，找出心中的
旋律與吉他對話。

陳彥伶早在 2012 年曾獲 2012
年「清韻獎」個人組第一名，也在 2013
年第 25 屆金韶獎也曾以〈Angles〉一曲
拿下最佳作曲跟第三名的佳績，她表
示創作〈Angles〉的靈感是來自她曾在
無意間鼓勵一位處於低潮的同學，不
自覺的讚美成了影響另一個人的正面
能量。她深深相信甚至每個人自己就
是小天使，無形中會以正面能量影響
著彼此，或許我們做了什麼小小的
舉動，卻大大的影響著另一個人，
只是我們不自覺罷了。對於身邊周
遭的事物，陳彥伶有著高度的敏感
神經，總能以細膩的情感記下，再
以細微的觀察力成為她在創作上的重要因
素。她的自然與深度曾讓「清韻獎」的評審
Hush 稱許並表示：「陳彥伶的表演有故事、
掌握度高。」
或許，陳彥伶天生自然、不造作的性格讓
她廣受同學喜愛。在人群之中總是害羞的她，
上了舞臺，卻宛如換了個人，處之泰然，臺
風穩健，且擅長與觀眾互動。「陳彥伶的創
作音樂除了有強烈的故事性外，也具有高度
的感染力。每當她在臺上邀我們加入她的音
樂時，總是讓我有更融入音樂的感覺。」身
為陳彥伶的好友英文二王政文表示。她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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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參加世界大學空手道錦標賽，預祝他能在比
賽中「大展身手」，再奪一金。
桌球：2 銀、1 銅
本校桌球校隊於 103 學年度全大運中，喜獲
2 銀 1 銅！銀牌分別是男女混雙賽及男子組桌
球團體賽，而銅牌則是資管三楊迪文以男子桌
球單打奪下。混和雙打賽的女將國企三張淳怡
表示，混雙的辛苦處在於女生會接到對手男生
力道較強勁的球；另外和隊友的溝通默契也十
分重要，對於獲得銀牌「很意外，也很開心。」
網球：1 銀
本校網球校隊於 103 學年度全大運中獲 1
銀！獲得男子單打銀牌的日文四李秉叡說：
「一開始對名次沒想那麼多，認為只是扎實的
打，剛好有把平常練習的成果發揮出來，很意
外也很開心獲得如此佳績。」李秉叡特別提到
教練張嘉雄、范姜逸敏，感謝他們把他從不太
會打球的人磨練有如此好成績，「這是大四最
後一次的比賽，能為校爭光感到與有榮焉。」
跆拳道：2 銅
一般男子組跆拳道品勢團體賽中贏得銅牌的
資圖四李心慎認為，今年成績不較去年團體冠
軍來得好，但因這次比賽可不斷累積經驗更能
增加抗壓性，和看到各校菁英的表現，更希望
未來可以有機會挑戰陸軍專科學校及元智大學
的選手，期許自己在將來能有更好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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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二 )
8:00

品保處
網路填答

活動名稱
校務滿意度調查 ( 網址：http://
nw3.tku.edu.tw/qasurvey/index.
asp)

6/3( 二 )
8:00

運管系
海報街

6/3( 二 )
12:00
6/3( 二 )
12:10

攝影社
黑天鵝展示廳
未來所
ED501

6/3( 二 )
18:00

學生會
學生活動中心

忘春瘋校園演唱會

6/3( 二 )
19:3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因為蕭邦 -Veronica 維若妮卡的
音樂奇幻之旅 with 鋼琴 & 玩具
鋼琴

6/3( 二 )
15:30
6/4( 三 )
19:00
6/5( 四 )
18:30
6/5( 四 )
18:30
6/5( 四 )
19:00

學務處
陽光草坪
淡江管樂社
文錙音樂廳
淡江管樂社
學生活動中心
諮輔組
B129
攝影社
黑天鵝展示廳

6/5( 四 )
19:00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6/5( 四 )
19:00

單車社
E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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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管週
色影
參與 UNESCO 城市未來論壇工
作坊經驗分享鮮登場

心中有樹 - 一場人與樹的對話
Intermezzo - 齊樂薩克斯風重奏
團音樂會
西城故事·破曉 – 淡大管樂期
末音樂會
愛情學分班 5- 我的愛情我的家
色影之夜
「琴翼」期末雙鋼琴音樂會
單車知識進階講座

蘭陽校園
6/3( 二 )
9:00
6/3( 二 )
12:10
6/5( 四 )
18:30

活動名稱

文苑女宿自治會
找蚤愛心
圖書館前海報街
蘭陽校園主任室
吾居吾宿
CL501
搖滾來滾去研究社
搖滾時代
強邦國際會議廳

文院盃冠亞軍爭霸

中文系大贏家

前 11 名，而優秀社團 TA 獎是以協助社團活
動推行的參與程度前 4 名。
展區中，主要呈現社團必修學分化的執行成
果，靜態展方面以書面呈現學生、TA、課程、
社團、課外組之間的合作，動態展上，更以拼
豆、期許小卡等互動遊戲來體現在參與社團實
作課程中所能獲得溝通表達、團隊合作、創新
創意、問題解決、正向態度 5 項能力，並有企
畫書競賽評分活動。獲頒優秀社團 TA 獎北極
星服務團 TA、管科四葉治榮說：「沒想到能
得到優秀 TA 獎，畢竟北極星的每一份子付出
的，絕對不比我少，從這次魔幻力成果展就可
以看出來了，許多的動態互動遊
戲，結合了社團學習與實作課
程，以及五大能力精神。真的很
棒！希望大家都能體驗到社團帶
給我們的改變。」與會的社團認
證長，福智青年社、財金四張克
安說：「成果展具有啟發性，能
讓更多人理解社團認證的過程，
也更能推廣本校的認證制度。」

打卡快讀

「2014 年文五合一文院盃」籃球、排球賽
因雨延期，終於在上週圓滿落幕。文學院 5 系
競爭激烈，勢均力敵，冠亞軍賽一度陷入僵
局，最終由中文系為最大贏家，抱走女排、男
籃、女籃 3 項冠軍，男排則由大傳系奪冠。歷
史系也獲得女排、男籃、女籃 3 項亞軍。
文院盃總召資圖三周昕柔與資圖二江昱萱
說：「籌備活動初期雖因經驗不足遇許多困難，
所幸夥伴全力支持得以完成活動。未來將注意
活動細節並加強各系間的溝通，使活動更加順
利。」中文系男籃隊長中文三曾貴麟表示，能
將勝利送給即將畢業的學長，感到格外興奮，
過程中雖有汗水、淚水，但都是美好回憶。
（文／陳安家、攝影／姜智越）

學生會正副會長下學期補選

「第 20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 33 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結果於上月 22 日出爐，在學生會
正副會長選舉中，因投票率未達 15% 當選門檻，選委會將於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進行補選，
於 9 月 22 日至 24 日進行投票，歡迎有意願同學即日起至 8 月 1 日止可登記參選，共同為學生
利益發聲。選委會主席、學生議會議長戰略碩一陳彥甫表示，對於學生會正副會長首度無當選
結果，將持續檢討投票率偏低可能原因。而學生議會議員選舉過程圓滿順利，均選出各學院的
議員代表，有效當選者 25 名，其中企管二廖乙璇以 246 票獲全校最高票，她表示：「感謝上
週冒著大雨投票支持我的同學們，未來我一定會用盡全力幫同學們爭取權益，實現我的參選承
諾，也很期待能跟議會的大家一起努力、學習，讓我們的校園變得更好！」（文／卓琦）

國樂社情隨想曲公演慶畢業

上月 23 日晚上，國樂社「情隨想曲」的期末公演中，表演〈塞外隨想〉、〈甄環傳〉等 6
首樂曲，還有以特別的方式演奏 2 首流行音樂，共有 50 多位觀衆蒞臨現場。國樂社團長歷史
一張人太表示：「命名『情隨想曲』是想慶祝社團中大四學長姐畢業，演出的最後還秘密準備
花束和卡片，讓學長姊十分驚喜！」航太二賴宏彥說：「我覺得尤其是〈塞外隨想〉在演奏時
對樂曲的掌握，讓我真的有體會到邊塞人的出征的氣勢和思鄉的情懷。」。（文／夏天然）

來自國標的你 浪漫串演國標舞

國標舞社於上月 24 日「來自國標的你」成果展，觀眾反應熱鬧塞滿學生活動中心。這次的
成發以近來流行〈來自星星的你〉等韓國偶像劇元素，用浪漫劇情串連整個國標舞蹈表演。國
標社社長英文二林柏妏表示，這次成發加入了偶像劇的元素，注入浪漫情節，使國標舞更生動
活潑。還有很感謝學長姐和社員們的配合，「靠着大家的熱情在有限的時間裡籌備這次成發，
同時大家都很熱心的邀請親朋好友來看表演，使得這次活動更加成功。」（文／余浩鉻）

詞創社成發上演夏日瘋狂
她相當享受與觀眾互
動的當下，認為這是種交流和回饋，
也是讓她繼續創作下去的一大動力。
這些歌唱獎項讓陳彥伶受到校外的矚
目，多次受《超級偶像》節目邀請出賽，
還有音樂餐廳應邀駐唱，喜愛音樂的她不
排斥任何形式創作音樂。目前計畫累積能力
與能量增強自身實力，未來更期許自己能以
「To Live, To Love, to be Happy.」的態度繼
續創作下去。（文／巫旻樺、攝影／吳承樺）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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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金1銀2銅

北極星服務團的社團 TA 們，在
一年辛勤耕耘後，用本次展覽呈現
出最豐碩的成果，並與師長合影留
念。（圖／盧逸峰）

粽香傳情 境外生體驗端午節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值此端午佳
節，境輔組於上月 29 日舉辦境外生端午佳節
贈粽活動，並於 30 日中午與女教職員聯誼會
一起和境外生包粽子活動。境輔組組長陳珮芬
表示，為讓來自世界各地的境外生感受端午節
慶氣氛，有機會品嚐傳統節日美食，並親自體
驗製作過程，境輔組每年都會舉辦這活動。

擊劍

社團學習實作成果展 大秀 5 正向力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7 日在
黑天鵝展示廳舉行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成果
展，現場以魔法學院為布置主題，展現社團成
果的「魔幻力」，校長張家宜、學務長柯志恩
與各處室嘉賓蒞臨觀賞，張校長親頒發 11 組
社團認證績優獎、優秀社團 TA 獎 4 名。張校
長致詞時表示，自民國 100 年實施社團學分化
以來，從摸索期至今已有豐碩成果，不僅獲得
國內他校的認同及參訪，到國外參訪時也會展
示此成果，「期許明年本校社團必修學分化的
特色，能讓全臺甚至全世界看到。」社團認證
績優獎是以 103 學年中各類社團認證通過比率

上月 25 日中，「第十四屆剛毅盃童軍技能
競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國高中職超過百人的
參賽隊伍在書卷廣場熱烈展開！本校童軍團
主任委員黃文智在開幕時為大家加油打氣，各
隊均卯足全力喊出隊呼來提升士氣。競賽項目
中，包括急救、繩結、架帳等童軍技能。
比賽過程中，各隊在規定的時間內發揮團隊
精神投入各項項目，充分表現爭取榮譽的企圖
心，也為假日的蛋捲廣場注入了充沛的活力。

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佳績

夏日狂歡，上月 29 日晚上風雨無阻的觀眾跟著詞曲創
作社一起 ROCK ！成果發表會以泳帽、蛙鏡、海灘褲、
夾腳拖充滿著夏天氣息。Mr.DINNER 等 6 個樂團演奏重
金屬音樂、電音讓人都能聽到自己喜歡的音樂風格。尤
其，Mr.DINNER 有團員將會離開樂團，因此珍惜這次表
演機會。資圖二高維平 :「多樣的曲風，不同的表演方式
讓活動變得更加精采。」（文／曾俞菱、攝影／羅廣群）

22 支熱舞現色彩趴

上月 25 日熱舞社「Color Party」成果展，讓學生活動中
心動感呈現，共有 22 支舞蹈表演，風格多變如迷彩服的街
頭風舞蹈、性感嫵媚的女舞、串場的短劇融合舞蹈老背少，
使得全場掌聲喝采聲不斷。熱舞社社長統計三蔡昌儒說：
「希望以簡單、純粹方式展現舞蹈傳達快樂，並將所學的
成果呈現給大家。」（文／謝雅棻、攝影／吳重毅）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2014/5/30

下午 09:2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