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大代誌 4
校長張家宜（中）、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前排右五）體育長蕭淑芬（前排左
六）、體育教授黃德壽（前排左五）等師長，23日為本校全大運代表選手們支持
鼓勵。（攝影／吳重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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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盃壘球賽，球員全力爭取
上壘機會。（攝影／何瑋健）

校長盃壘球賽，土木系選手積極出棒盼為
球隊建功。（攝影／盧逸峰）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7 日

張校長授旗 代表出征全大運
棒球隊北京交流賽 拓展國際視野 校長盃壘球賽 土木三連霸

963 期

【記者王子承淡水校園報導】
104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授旗典
禮於23日中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舉行，校長張家宜與學術副校長
葛煥昭等師長皆到場給予代表隊
支持與鼓勵。
張校長於授旗時表示，去年本
校選手在全大運拿下10面金牌，
在全國大專校院排名第九，非體
育類學校排名第三，僅次於臺灣
大學、清華大學，成績優異且落
實本校八大學生素養的「團隊合
作」精神。而今年參與選手人數
達139位，達近年來新高，可見本
校的體育活動越來越蓬勃發展。
由輔仁大學主辦的大專運動會
將於5月2日舉行開幕典禮，屆時
張校長將帶領本校15支男女代表

期中考吃愛玉歐趴

（ 攝影／吳重毅）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4/27( 一 )
8:00
4/27( 一 )
8:00
4/27( 一 )
8:00
4/27( 一 )
8:00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諮商輔導專業進修 - 校園
生態系統諮商研習活動 ( 網
址 :http://enroll.tku.edu.tw/)
諮輔組
心靈園丁社區兒童心理關懷
諮輔組 B408 報名 志工
「RUNNING HUNTER- 奔
諮輔組
跑吧 ! 獵人」校園影展 ( 網
網路報名
址 :http://enroll.tku.edu.tw/)
就業輔導系列二－「金融機
商管學院
構說明會 - 台新銀行」( 網
網路報名
址 :http://enroll.tku.edu.tw/)
諮輔組
網路報名

4/27( 一 )
8:00

商管學院
網路報名

4/27( 一 )
8:00

卡波耶拉社
網路報名

4/27( 一 )
8:00

教發組
網路報名

「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
說明會」報名 ( 網址 :http://
enroll.tku.edu.tw/)
Mestre Marcelo TKU
WORKSHOP （網址：http://
ppt.cc/Tj22）28 日 19 時截止
103 學年度教師社群座談會
暨成果展示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4/27( 一 )
8:20

典閱組
「尋找城市 探索城事」主題展
圖書館 2 樓閱活區

4/27( 一 )
8:20

典閱組
「如果我是一本書」圖文展
圖書館 2 樓大廳

28 日 13 時 30 分萬安演習
考生請留意應試時間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考生注意！
104年軍民聯合防空「萬安38號」演習北部
地區將於28日（週二）下午1時30分至2時舉
行，實施警報發放、人車疏散、避難及交通
管制，由於正值本校期中考週，軍訓室少校
教官黃文鳳提醒：「請應試時間在當日第四
節課（下午2時20分）同學提早到校，以免考
試受到影響。」

健言盃８隊論戰交流經驗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健言社18、
19日舉辦第九屆健言盃，以「大學社團學分
必修制對學生利大於弊／弊大於利」為辯
題，8個隊伍採用新式奧瑞岡四四四制激辯
論戰，最終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奪下冠軍。
健言社社長公行二楊智傑表示，本競賽相
較以往，開放讓校外學校報名，而參賽條件
限制僅有曾參賽5次以內的素人辯士才能參
加，算是另類的新生盃。
參賽者中文一孫希雯表示，為準備辯題，
特別透過閱讀淡江時報報導了解學校設置社
團必修制度的緣由，可惜遇到奪冠隊伍臺科
大未能獲獎，但這次競賽是非常寶貴的經
驗。

淡江大學棒球隊17位隊員，17日受中國大學
生體育協會棒壘分會邀請赴北京參加「首都高
校第二十屆棒壘球錦標賽」，由體育副教授王
誼邦、棒球隊指導老師謝豐宇帶領至北京清華
大學棒球場與北方工業大學和山東商業職業技
術學院進行交流賽。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棒球隊歷年在全國大專
盃成績優異，尤在前年與去年都為本校拿下亞

棒球隊受邀
赴北京進行交
流賽，與大陸
棒球好手切磋
球藝。（圖／
棒球隊提供）

土木蟬聯校長盃壘球冠軍
因天候不佳而延期的校長盃壘球比賽於18日
舉行，共13支隊伍參賽，最終由土木系榮獲冠
軍，拿下三連霸。航太系抱走亞軍，季軍由水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學生會上週舉
辦「愛在心裡叭噗叭噗」活動，每日中午於校
園發送歐趴愛玉，吸引同學排隊領取。活動以
「散播愛」為旨，不僅提供同學「愛」玉歐趴
糖，同時準備「愛心發票樂捐箱」，鼓勵大家
將愛散播出去。
學生會活動部長航太三黃順隆表示：「希望
透過活動讓同學在驚喜之餘，感受生活中的小
確幸，活動後會將發票全數捐給淡水當地慈善
機構，落實把愛傳出去精神。」大傳一李佳穎
表示：「此活動很窩心，在期中考前給予滿滿
支持。」

校園騷擾案校方介入處理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近日圖書館發
生騷擾事件，目前校方已介入處理，生活輔導
組組長葉與駿呼籲，如遇騷擾事件，請及早向
現場隸屬之單位反應，以便即時處理，若延後
通報時間，舉證困難度可能增加，請同學多加
留意自身安全。亦或於上午8時至晚上10時至
軍訓室B415通報教官，也可撥打24小時校安專
線（02）26222173。請同學勇敢站出來，向校
園性騷擾說不！

▲淡江大學校園獅子會於淡水捷運站前廣場舉辦反毒
拒菸2015新北市淡水區宣導活動。（攝影／盧逸峰）

校園獅子會反毒拒菸站出來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由軍訓室、課
外活動輔導組、淡江大學校園獅子會等單位
共同舉辦「反毒拒菸2015新北市淡水區宣導活
動－青春不留白，反毒拒菸站出來」活動，18
日在淡水捷運站廣場熱鬧舉行。軍訓室主任陳
國樑、新北市議員周勝考、福和獅子會創會會
長石筑翎等嘉賓蒞臨開幕式。
活動中，新北市警察局淡水分局偵查隊隊長
林子翔除宣導反毒的重要性外，特別呼籲父母
應隨時關注孩子狀況，以免受到毒害影響。石
筑翎表示，淡江大學校園獅子會除推廣反毒不
遺餘力外，更幫助偏遠山區孩子課後輔導及電

學生會長學生議員選舉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第二十一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三十五屆學生議會議
員選舉」將於5月19日至21日舉行，有意參選
之候選人，可於5月4日至6日中午12時至14時
及17時至19時，至選委會辦公室﹙淡水校園：
SG220，蘭陽校園：CL501﹚登記參選。
依選委會第一公告，本次選舉學生會會長
1名、淡水校園副會長1名及蘭陽校園副會長1

名，3人以組為單位，聯名登記搭配競選，學
生議會議員則依各院人數比例，選舉共計66
名，凡本校在學學生皆可登記參選，但不可同
時登記參選正副會長及議員。
選委會主委中文四楊雅庭表示：「希望每位
同學踴躍參與學生自治，勇於為同學爭取權
益，有興趣者可至選委會網站﹙網址：http://
tkusaec.blogspot.tw/﹚查詢。」

以「不一樣，又怎樣？─如何看見一個愛滋學
生的需要」為題演講，介紹愛滋檢驗及其對社
會、家庭、學校層面的影響，同時說明愛滋防
治及保障感染者權益處理要點等。下午活動至
台灣不二衛生套知識館參訪衛生套生產過程，
並進行衛教宣導。實踐大學衛生保健組護士林
佩蓉表示：「社工師張正學的演講增進愛滋相
關專業法律意識，有助於協助患者維護權益，
而下午參訪行程更讓我大開眼界。」

氣球密室尋寶 好 Happy

創意造型氣球社於14日在體
育館舉辦為期四天的「密室尋
寶」活動，吸引將近5百人共
襄盛舉。社長土木四盧偉嘉表
示，因國外有類似的奇聞趣事
引發此次活動構想，藉此提供
淡江師生紓壓管道，從中獲得
樂趣，這正符合該社「快樂至
上」的宗旨。
活動中，參加者進入充滿繽
紛氣球密室，限時一分鐘內找
出氣球上的乒乓球，找到即可
過關獲獎。產經四周子浩說：
「從沒參加過此類活動，覺得
十分有趣，還想一再體驗」。
（文／蕭婷予、攝影／盧逸峰)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腦教學，服務熱忱值得稱許。
活動中，本校僑生醒獅團、極限舞蹈社以及
刑警歌手林慶宏帶來表演，現場活潑歡樂的氣
氛，呼應主題「青春不留白」，即使天氣悶熱
又下雨，仍吸引淡水遊客駐足觀賞。
現場攤位有認識毒品外觀的「活靈活現」、
理解毒品危害的「神奇姜太公」等闖關遊戲，
讓民眾在遊玩之餘，同時學習毒品相關知識。
淡江大學校園獅子會會長歐研所碩四黃逸仁表
示，對於整體活動成果還算滿意，未來將結合
其他社團舉辦講座、比賽、營隊活動來大力推
廣反毒。

登記 樸毅帶領野柳國小生閱讀

愛滋研習會 張正學分享如何看見患者需求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為增進醫護人員
實務技能，本校與國立成功大學於20日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教育部「103學年度大專
校院推動校園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觀摩與推廣
學校輔導計畫─性‧愛滋研習會」活動，共54
名校內外醫護人員參加。學務長柯志恩致詞表
示，對於愛滋病患者應提供正面關懷，摒除對
愛滋病感染途徑的誤解及對患者的歧視。
活動邀請愛滋感染權益促進會社工師張正學

環系奪得。
最終的冠軍賽戰況相當激烈，隊長土木三林
志鴻描述，最後一局先以全壘打追平比分、再
以兩分打點安打超前，但下半局對手也不甘示
弱地進攻，眼看比分即將追平之際，在土木四
陳師偉、陳冠儒默契十足的守備下化解攻勢，
以17比16力克對手、順利奪冠。
林志鴻表示：「三連霸之路並非一路順遂，
因知道實力與畢業學長有所差距，因此投入大
量時間密集訓練，不管颳風下雨每週一定練習
5天。獲得冠軍要非常感謝全體隊員的努力及
學長的全力協助！」
陳冠儒表示，這是大學生涯最後一次參與校
長盃，能奪得佳績讓他大學生涯沒有遺憾！他
也認為，這次冠軍賽中，雖先處於劣勢，但所
幸全隊保持韌性，最終逆轉超前，讓球隊進化
成更強的隊伍，這次比賽是大學四年來最美
好、難忘的一場勝利。

水上運動會 足球公開賽報名開跑

淡江大學校園獅子
會成員帶領民眾彩
繪，象徵遠離毒品迎
向彩色人生。（攝影
／盧逸峰）

企管二李建旻、西語二
廖子涵：要期中考囉，希
望大家都歐趴，一起加油
喔！

本週我最 靚

棒球隊北京交流棒球文化

軍，佳績受矚目因而獲邀參加交流賽，不僅讓
學生拓展視野，更是很好的技術交流活動。
隊長機電三陳俊臣表示：「這次能到北京和
北方工業大學還有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進行
交流賽是寶貴的經驗，不僅切磋球技，更體驗
到不同的棒球文化。」

▲

█淡水

學生會
把 傳出去

隊，包括田徑隊、桌球隊、網球隊、游泳隊、
柔道隊、羽球隊、擊劍隊、跆拳隊出席開幕
式。體育長蕭淑芬表示，今年羽球男女代表隊
均打進會內賽並榮獲佳績，此外，桌球、網球
等小球類也有不錯成績。本校近年設置許多獎
勵制度大力推動體育活動，加上未來擬增加優
秀運動員來本校就讀機會，皆有助學校體育風
氣的提升。

【記者李宜汀淡水校園報導】熱血志工不是
口號，而是種生活態度！樸毅志工社18日在野
柳國小以科學為主題舉辦「希望閱讀」活動。
活動中，26位社員透過生動有趣的科學實
驗，例如自製萬花筒，提升孩童對科學的興
趣，並結合「棉花糖黏哪裡」等團康活動，在
現今數位化的時代裡，培養小學生仍保有閱讀
的習慣。
活動負責人航太二劉苡辰表示，很開心透過
此活動，讓全體服務員有機會齊心培養小朋友
的閱讀習慣，活動圓滿結束，很滿足且感動。

音樂社團成果 Show

【記者王子承淡水校園報導】體育事務處主
辦的103學年度水上運動會將於5月20日在紹謨
紀念游泳館舉行，即日起報名至5月13日止。
比賽類別分為游泳競速與水中趣味競賽，游
泳競速報名組別分為一般男女組、教職員工
男女組和表演組（以本校現役游泳代表隊為
限），趣味競賽則分為男生、女生組，歡迎全
校師生踴躍報名。
另外，103學年度全校足球公開賽將於5月25
日至29日晚間於淡水校園田徑場舉辦，凡本校
教職員生皆可組隊報名參加，即日起受理報名
至5月15日止。兩項賽事詳情請洽體育處網站
（http://www.sports.tku.edu.tw/）。

呂秋遠談非關訴訟
學生會於16日邀
請知名律師呂
秋遠蒞校，以
「非關訴訟」
為題在傳播館
舉行演講，現
場不僅座無虛
席，連走道間都有
同學席地而坐，逾150人
將現場擠得水洩不通，場面熱烈。
呂秋遠首先以「何謂正義？」作為開場，
「正義是個相對的概念，每個人都有各自主張
的正義，面對不同立場要多瞭解背後形成的脈
絡，勿把自以為的正義強加諸於他人身上。」
他接著以此為核心概念延伸談到訴訟時的同理
心、網路霸凌、世代正義等議題。
演講最後呂秋遠也對現場同學作出勉勵，
「盼大家將來不管在面對社會議題或是人生道
路上，都能更具備同理心、用客觀的正義來做
思考。」統計四姜信霆說：「呂律師演講中提
醒的不要盲目隨著網路、輿論起舞，讓我覺得
相當有啟發性、印象深刻。」（文／蔡晉宇，
攝影／何瑋健）
鋼琴社成發。（攝
影／盧逸峰）

詞曲創作社成發 懷念經典歌曲

詞曲創作社成果發表「經典之夜」，於16日
在覺軒花園熱烈登場，吸引逾百人參與，9組
學生樂團輪番獻唱，用多元曲風，帶來一首首
好歌。各樂團全力表演，接連表演多首經典歌
曲「Hotel California」、漫畫《灌籃高手》歌
曲「直到世界的盡頭」等，與聽眾互動熱絡，
現場眾人隨著節奏搖擺，沉浸在音樂之中。
社長產經三徐振宗說：「表演者穿著復古，
將人帶入懷舊的氣氛中，藉不同年代的經典歌
曲，喚起聽眾共鳴，思索自我生命意義。」資
工一張語唐表示，音樂力量讓人心情開朗，許
多歌曲的演繹都令人感動，十分享受現場氛
圍。（文／陳照宇）

詞曲創作社成發。（攝影／王政文）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三校鋼琴社 攜手「琴投意合」
16日晚間，文錙音樂廳裏傳出世界名曲「晨
歌」的悠揚樂章，在動聽的音樂聲中，由本
校、國立臺灣大學和國立臺北大學三校鋼琴社
聯合舉辦的「琴投意合」鋼琴音樂會正式揭開
序幕。 音樂會中，演出精彩不斷，最有特色
的曲目是兩首高難度的四手聯彈「小組曲」和
「山魔王的大廳」，考驗兩位演奏者的技巧與
默契，其中「小組曲」由鋼琴社社長航太二劉
信心和北大鋼琴社社長李文瑜合作，展現兩校
深厚友誼。最後，在李斯特的名曲「鐘」的輕
快音符中，音樂饗宴圓滿落幕。
劉信心說，選擇合辦不僅展現自己也能增
進三校交流，以琴會友，琴投意合。中文碩二
羅易表示，印象最深的曲目是「草原」，演奏
者極具舞臺魅力，以十分投入的肢體語言詮釋
著他與音樂的「琴投意合」。（文／袁潤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