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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

校園新活力 五虎崗綜合球場啟用

【記者陳怡如、范熒恬、姜智越、張凱萁淡水
校園報導】配合64週年校慶，在暑假密集擴建整
修的五虎崗綜合球場將於今日（8日）上午10時
20分至11時20分，舉辦啟用典禮。校長張家宜將
親臨剪綵，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

各系系慶活動

946 期

淡江 64 歲生日快樂

【本報訊】今日（8日）淡水校園的各院系所
舉辦各式慶祝活動（如下表），歡迎校友回娘
家，大家相偕返回母校與師長同窗再話當年，重
溫求學時期歲月，是眾人期待的校慶盛事！歡迎
大家參與。
時間
活動（地點）
9:00 資圖系系所友座談茶會（L501）
9:00~ 淡江時報打卡體驗免費棉花糖DIY（Q301）
10:00 水環系慶祝創系50週年系友回娘家（E830）
10:00 師培中心中等教育學程教師校友返校（E304）
10:00 第二屆風工程中心校友回娘家 （E302）
10:10 教心所校友回娘家（ED601）
10:30 課程所校友回娘家（ED302）
10:30 戰略所回娘家（T1201）
11:30 日文系系友回娘家（外語大樓大廳）
11:30 英文系畢業50年系友回娘家（外語大樓大廳）
13:00 經濟系系友大會（B704）
13:00 物理系畢業系友返校日（科學館大廳）
13:00 俄文系7、 8、 9、 10屆系友回娘家，
俄羅斯佳餚廚藝賽（美食廣場）
13:30 中文系健走（十三行博物館、廖添丁廟）
17:00 經濟系系友同學會（大腳印餐廳）
18:00 財金系碩專班畢業校友餐會（大腳印餐廳）
18:00 法文系系友返校餐會（淡水海豐餐廳）

水環慶50週年 返校齊歡聚

█淡水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 攝影／盧逸峰）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11/8( 六 )
8:00
11/8( 六 )
13:30
11/10( 一 )
11:00
11/10( 一 )
12:00
11/11( 二 )
9:00
11/11( 二 )
10:30
11/11( 二 )
11:00
11/13( 四 )
19:30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2014 創意大賽 Something
文創中心
Different：處處創意 Do! 」創
網路報名
意活動企劃徵選
(http://enroll.tku.edu.tw/)
文錙藝術中心 牧羊民歌 - 慶祝淡江大學 64
文錙音樂廳 週年校慶演唱會
文錙藝術中心 「于右任書法傳承暨名家書
文錙藝術中心 法展」開幕式
西語系
歐洲魅影影展 - 伊斯坦堡愛
T505
無畏
教科系
數位學習導入行銷策略
L105
諮輔組
喔趴芭拿娜 All Pass 蕉限量
商管大樓前 大放送
女聯會
二手衣飾義賣會
黑天鵝展示廳
西語系
文錙音樂廳

「探戈 - 樂與舞」音樂會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全國團結圈競賽 夢圈表現亮眼

本校首推 102 學年度品管圈得獎圈隊「夢
圈」代表參加「第 27 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
賽決賽發表會」，最終以「精進蘭陽校園住
宿學院功能」為題獲獎。（文／黃詩晴）

【記者巫旻樺淡水校園報導】水環系今年創系
50週年，特於今日（8日）舉辦系慶活動，邀請
水環系校友返校團聚。今年是以民國58年第一屆
畢業的系友開始，邀請民國68、78，88，98年畢
業逢十校友回娘家同歡，現場更特別安排影片播
放、畢業紀念冊回顧及與師長、各屆系友互動。

【記者盧逸峰、馬雪芬淡水、蘭陽校園報
導】第20屆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經5日晚間
開票後，選舉委員會已於6日晚間8時發布第三
公告，宣布本次選舉候選人大傳四蔡博藝、
法文四張國軒未當選。在選舉人27259人中，
僅691人參與投票、454人投下同意票、199人
投不同意票，無效票38張。相較於近年投票率
皆超過15%、5月時20屆選舉雖未達門檻但也
達14.7%，本次投票率僅2.4%創下近年新低記
錄，引發學生在社群媒體熱烈討論。
本次選舉有效票中高達3成為不同意票，顯
見有學生以選票表達對候選人的反對立場，也
有同學拒絕投票。中文四王同學表示，對於蔡
博藝團隊的理念，「起初或許令人感到新奇，
但之後引發多起風波、甚至引來媒體在校園採
訪、拍攝，打亂校園生活秩序，已讓我和其他
同學認為是場鬧劇，便以選擇不參與投票來表
達意見。」政經二李同學表示，因未選出學生
會會長，負責舉辦大型活動的蘭陽事務部無法

學發組進步獎頒獎

由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會主辦、課外組
承辦的「第十八期社團經營師認證學分班」
日前完成培訓，校內外共 44 位同學參與，
強化社團經營技巧。（文／莊博鈞）

電機系第十四屆系友大會

電機系於 1 日舉辦第十四屆系友大會暨
聯誼活動，近 80 人參加。會中頒發傑出校
友，並舉辦 LEGO 專班和 3D 列印工作坊
活動，重返校園時光。（文／巫旻樺）

機電週展專題成果

西音社萬獸西音，同學裝扮鬼
怪迎萬聖節。（ 攝影／蘇靖雅）

西音社萬獸西音 變搖滾鬼怪
來這裡，顛覆你對萬聖節只有「Trick or
treat」的傳統觀！西音社於上月31日在覺軒花
園舉辦「萬獸西音」，以變裝鬼怪為主題，
結合搖滾曲風，讓近60人體驗不同的萬聖節氣
氛。參與者精心打扮進場，亦有工作人員協助
現場上妝。節目由9組社團成員輪番上陣，表
演時還不時往臺下拋灑糖果，動感音樂將現場
氣氛帶到最高點！西音社社長運管三辜柏鈞表
示，「很開心能讓同學度過不一樣的萬聖夜，
未來在音效設備上會再加強，期待帶來更好的
演出效果」。國企三葉俐妏表示，從中能看見
幹部們的用心，玩得很開心！（文／周雨萱）

機電系上週於工學大樓 3 樓中庭舉辦第
三屆機電週，以「機起淡江 ‧ 電定未來」
為題，展出「智慧型復健腳踏器」、「人形
機器人」等 20 組專題成果。（文／巫旻樺）

注意！本學期自主團隊認證最後機會

大四生注意，本學期最後一次自主團隊
認證開班！即日起至 14 日於活動報名系統
報名，全程參與 12 月 5、6 與 20 日共 3 天
課程即可獲社團認證。（文／莊博鈞）

本週我最 靚

慶轉播執行長航太三楊嘉誠表示：「希望今年的轉播，除了讓
大家一同感受校慶氣氛以外也能透過我們的特別節目，對淡江
的學生生活有更深入的瞭解。」淡江之聲線上收聽（網址：
http://votk.tku.edu.tw）。
為響應校慶活動，社團也邀請校友返校同慶，而日本文化研
究社，將於中午12時30分在覺軒花園舉辦「立禮式點茶法」茶
道表演，溜冰社則將於下午1時，在新溜冰場（科學館左後方）
進行平花、接龍、輪舞等溜冰種類表演，歡迎全校師生共同前
往參與。

天下論壇 淡江接力談志氣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天下雜
誌「志氣，為未來而戰」校園巡迴論壇
3日於本校接力登場，由中租控股策略
長廖英智、建築系校友IOH留學資訊分
享平台創辦人莊智超，與師生暢談志氣
故事，逾1640人齊聚學生活動中心共襄
盛舉。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很榮幸本校被
選為20所巡迴大學據點之一，本校蟬聯
17年天下《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私校
第一，且三化理念與論壇精神不謀而
合，應為天下選擇本校合作原因。期許
同學透過參與課外活動、修習通識課程
等培養軟實力，立足淡江，放眼世界。
活動中，天下雜誌總編輯吳琬瑜說
明，該雜誌希望以紀錄具抱負、冒險精
校長張家宜（前排左四）與師生參與天下雜誌校園巡迴論壇。（ 攝影／黃國恩）
神的青年故事的影片，激勵大家鼓起勇
氣迎向未來、貢獻臺灣。此外，廖英智
智超則感謝在淡江所學的建築及未來學課程，成就今日的他，
及莊智超則以其自身經歷談「志氣」。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碩士
並分享創辦IOH的歷程。他認為，當下付出心力完成的每件事
班畢業的廖英智分享，雖所學與目前從事職業大相逕庭，但努
必會有所回饋，絕不會白努力。化材三陳城隍和化材三許楓荏
力工作的態度使其獲得現有成就，且鼓勵同學保持強大的學習
皆表示，這場演講透過Q&A的方式及真人真事的分享，更具有
動力、善用時間，並學習領導及團隊合作，以提升競爭力。莊
說服力。

動動腦！密室救公主

籌組，蘭陽校園學生的權益勢必受損，
為此感到擔憂。
雖學生會史上首度空轉，但仍有許多
人懷抱希望，國企四李同學認為這是個
整頓、重新出發的好機會，期待下屆學
生會以創新思維來開創未來。而她也
提及本次選舉投票時間僅開放至晚間6
點，進學班學生大多來不及投票，下次
選舉應對此多加考量。
對於選舉結果，蔡博藝雖感遺憾，仍
學生會補選 5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進行開票，學生、
要感謝本次參與投票的691位同學，並 校外媒體紛紛關注開票情形。（ 攝影／盧逸峰）
熱淚盈眶表示：「名字首次被印在選
繼續由學生議會議長代理，直到明年5月的下
票上，對個人意義重大，希望大家未來繼續為
屆選舉。她提到，因本次選舉發生幾次法規爭
學生自治努力。」學務長柯志恩表示，從5月
議，未來會更嚴謹修訂相關法規。最後她強
選舉未達門檻、辦理補選，至今有了結果，期
調，「校園是一個平和、學習的環境，期望未
間的過程相信對學生與學生自治組織都是很不
來校園選舉都能秉持自治精神，回歸單純平和
一樣的經驗。她認為，本選舉透過民主程序完
的校園文化。」
成，全校學生都應尊重此結果，但校方仍對未
選出學生會長感到遺憾。未來學生會長一職將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正夯的密室逃
脫遊戲風，吹到蘭陽校園！5日晚上在紹謨活
動中心二樓，由觀光系大四生主辦首次的密室
逃脫遊戲「Snow white must die！」參賽者們
必須在密室裡，靠著線索救出他們的朋友—白
雪公主，吸引72位同學參加。
活動主辦人觀光四黃筠婷表示：「因為我很
喜歡參加這類的活動，也喜歡看偵探懸疑類的
小說和電影，希望趁著還沒畢業前，在學校舉
辦這類活動，結果獲得大家熱烈地支持，一起
討論劇本與線索。」政經一白蕙慈開心地說：
「這是邏輯推理結合的遊戲，在學長姐用心
準備下，讓我們沈浸在遊戲裡，懸疑的氣氛、
過關的雀躍是無可比擬的！」資創一蔡欣雅補
充：「遊戲真的很好玩，包括佈置、影片、內
容，皆能感受到學長姐的用心！」

反黑心油遊行 現校園

社團輪番展演 震撼 校園

上月 30 日，大陸所舉辦「迎向區域經濟
整合浪潮青年就業藍海校園論壇」，有中
華經濟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顧瑩
華等人來校談青年就業力。（文／陳怡如）

課外組社團經營師認證結訓

仁、多位一級主管等共同歡慶並體驗投籃。除此之外，還安排
競技啦啦隊表演、茶會等活動。活動後，更有學校的籃、排、
網球校隊就地練習，讓這校園新的一隅，充滿新活力。
此外，為使無法參與校慶之聽眾感受現場歡樂氣氛，淡江之
聲今日（8日）9時至12時在FM88.7推出「六四校慶轉播特別
節目」，實況轉播校慶慶祝大會，同時推出採訪淡江時報、吉
他社、AIESEC、二齊校友會等9個社團、行政單位的「介紹近
代大學生生活」特別節目與「放song青春放送拍立得」的校園
回憶點歌活動，希望能與聽眾一同回憶大學生活。淡江之聲校

學生會補選 投票率 2.4% 近年新低

大陸所論壇 談青年就業力

學發組於 6 日舉辦「學業成績學習進步
獎頒獎暨心得分享活動」，學教中心執行
長游家政致詞，並頒發個人進步獎、同舟
共濟進步獎。（文／陳羿郿）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08 日

吉他社「戶外民歌」，吸引 145
人齊聚聆聽。（ 攝影／吳重毅）

企管一徐
琬婷：祝淡
江大學生日
快樂。
詞創社搖滾名人堂，爆發力音樂嗨翻
覺軒花園。（ 攝影／王政文）

管樂社期中音樂會 完美音樂饗宴
4日，管樂社於文錙音樂廳舉辦期中音樂會
「萬花筒」，新進團員獻處女秀首次與學長姐
合作演出！音樂會以獨奏、重奏方式呈現，包
括小號、豎笛、長笛等，藉由不同曲目展現各
類樂器的獨特音色，一首首動人心弦的樂曲，
交織出完美的音樂饗宴！此外，指導老師陳一
夫也以長笛與同學協奏，師生的默契演出，也
讓這場音樂會別有意義。社長化學二李佳展表
示，看見團員為表演在課餘時間努力練習，相
當感動！團練也促使團員間感情更加融洽，且
演出技巧、音樂知識也更加熟
練進步。（文／陳怡如）
吉他社戶外民歌 好秋天
吉他社於5日首次在戶外舉
辦「戶外民歌」表演，吸引逾
145人聚集驚聲廣場，一同欣賞
這場音樂盛宴。配合時節，以
「淡淡秋楓」為主題，由當屆
社團幹部組成表演團隊，同時
邀請口琴社參與演出。以<這
是我的地方>一曲抒情慢歌柔
和開場，使同學陶醉於悠揚歌聲與吉他聲中。
另有表演者穿著高中制服唱<學校>，讓大家
回憶青澀的青春時光。現場提供有獎徵答，贈
送精美禮品。保險二陳怡景表示，最後一首
<聰明的寂寞>使她最有感觸，且在室外聽表
演，別有一番風味。（文／陳羿郿）

詞創社期中成發 2 百人齊搖滾
詞曲創作社於6日晚間在覺軒花園舉辦「搖
滾名人堂」全創作成發，活動尚未開始，場
外就已出現排隊人龍，共吸引逾2百人參與。4
組樂團「Mr.Dinner」、「Tender Tonight」、
「Chance」、「Hellgate」輪番上陣，以充滿
爆發力的音樂不斷引起觀眾熱烈呼喊。詞創社
社長產經三徐振宗表示，「以金曲名人堂為題
進行演出，讓主持人深度介紹每個樂團的背景
與風格，希望大家認識我們外也能更了解詞創
社推廣獨立音樂的理想。」產經二康婷文擔任
「Chance」樂團bass手，對當日聽眾人潮感到
驚喜，也相當享受現場演出氣氛。大傳三呂明
穎則說：「最喜歡Chance樂團，尤其是第一首
曲子的編曲與節奏。」（文／呂瑩珍）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5日中午有一群裝扮奇異的同學在校園遊行，引
起眾人側目！這是修習資傳系大一必修課程「視覺
傳播概論」的同學，參與活動的資傳一古欣芸說，
管樂社期中成發。
（ 攝影／張令宜）

「我們遊行的主題是反黑心油，跟附近店家借油桶
來製作道具，藉準備過程，激發與培養多元化的創
造性思維。」(文、攝影／吳國禎)

動物週 關心動物義賣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關懷動物社於
3至7日舉行「動物週義賣擺攤」，除欲傳達流
浪動物照護的相關知識外，也義賣手作的明信
片、貼紙、貓咪風鈴等可愛小物，籌措未來在
幫助流浪動物緊急救援上的經費來源。
中文三陳羽晴表示，藉由此次活動除了讓大
家更加瞭解動物外，還能以自身能力，幫助流
浪動物，非常有教育意義。

旺福樂團小民 ( 中 ) 教學生
吉他技巧。（ 攝影／姜智越）

旺福小民教你彈吉他
4日晚間，旺福樂團主唱兼吉他手、校友姚
小民身穿紅色ROCK N‘ROLL T-SHIRT現
身商管大樓分享自學吉他的方法，湧進近百名
同學共襄盛舉，親近偶像學吉他！
應西音社之邀重回母校，的前西音社社長
小民，除分享暖手、爬格子以及Strumming等
吉他精進技巧外，更親切地現場指導同學。
活動中，以一首<花樣年華>來詮釋藍調、鄉
村、吉普賽爵士等曲風，讓大家感受不同的吉
他進階技巧。他也發揮搖滾精神，與一位同學
即興演奏，現場氛圍有如LIVE演唱會，讓同
學大飽耳福。企管四陳聖心表示，雖然本身不
太會彈吉他，但很享受他的表演，覺得他超可
愛的。保險三陳泓靜則說：「很喜歡旺福的曲
風，是小民的粉絲，這次學到自學吉他的技
巧，很實用。」（文／姜智越）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四季溫琴」音樂
會，搭配代表四季的
布 景 道 具 展 演。（
攝影／盧逸峰）

鋼琴社期中音樂會 徜徉四季天籟
鋼琴社於6日晚間於文錙音樂廳舉行「四季
溫琴」期中音樂會，安排春之歌、冬季戀歌
等20首鋼琴曲，除了將舞臺依照四季更換布
景道具、更在曲目上精心設計，依照春夏秋
冬安排不同風格樂曲，使觀眾身歷其境、徜
徉在四季天籟中。社長航太二劉信心表示，
藉由琴聲，讓大家體會到四季不同的感受與
特色，以及大自然豐富的變化。特別感謝表
演者努力練習準備、並盛裝打扮出席演奏完
成這次音樂饗宴。中文三袁仁健對於<琴之翼
>一曲清爽的曲風感到印象深刻，雖是第一次
參與鋼琴社音樂會，但印象很不錯，若有空
會再來聽。（文／盧逸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