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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8 日

全大運好手為校爭光穿金戴銀
抱回 12 金 3 銀 8 銅居全國第九

王順民、于子昭、黃皓志三位教練不厭其煩指
導，本隊才有亮眼成績。
今年桌球隊在全大運上大放異彩，在一般男
子組桌球雙打賽、桌球團體賽雙雙拿下金牌佳
績。獲雙打金牌大陸碩二康宏達表示，因為和
搭檔水環碩一陳人豪兩人慣用打法不同，所以
今年特別注重磨合及默契培養。
團體賽方面則加強每位隊員的雙打戰術，康
宏達說：「今年更突破去年進入決賽的成績，
靠著兩組雙打和單打穩定的發揮，如願拿到金
牌，很高興我們做到了。」

跆拳道代表隊在全大運奪下一般女子組跆拳
道對打67公斤級金牌，一般男子組跆拳道對打
63公斤級、80公斤級銅牌。
80公斤級銅牌得主、跆拳道隊隊長航太三吳
念璋表示，今年訓練著重在培養團隊精神，也
特別加強訓練「品勢」。此次不僅獲佳績，賽
後團隊氣氛更加團結，動作與心態相較於賽前
更加穩健。特別感謝教練王元聖、王俊傑的指
導和建立信心，教練羅文祥、康仁哲更分享技
術協助，而財金三張雲騰、企管三黃聖育、航
太一謝宜庭，提供個人比賽經驗及技巧教學。

游泳 ：1 金、1 銀、2 銅

羽球 ：1 銀

游泳隊隊員資管三李宜穎於全大運一人獨得
一般女子組游泳50公尺仰式金牌、女子組游泳
200公尺仰式銀牌、女子組游泳100公尺仰式銅
牌的好成績。
李宜穎表示，今年全隊皆很努力準備比賽，
因此更激勵自己也要更進步。「拿到一般女子
組游泳50公尺仰式金牌是這三年參賽以來覺得
最值得紀念的比賽，這場比賽強敵環伺，成功
激起我的鬥志，最終在比賽中奪冠。」

羽球代表隊在睽違多年後，於今年全大運重
回前三行列，在一般男子組羽球團體賽拿下銀
牌。隊長數學三莊逸丞說：「我們從學年初開
始訂下全國冠軍目標，大家這一年努力拼命練
球，利用其餘時間練體能。」莊逸丞回憶，雖

桌球：2 金

校長張家宜（右一）、體育長
蕭淑芬（左一），帶領本校代表
隊出席104年全大運開幕式。（圖
／體育處提供）

966 期

學生會長選舉 19 日投票

【記者陳羿郿、王子承淡水校
園報導】本校代表隊在「104年全
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上，抱回12
金3銀8銅的佳績，在全國161所參
賽學校中排名第九。在不包含體
育院校中則為第3名，成績亮眼。

擊劍：8 金 4 銅

█淡水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5/18(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5/18(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5/18( 一 )
8:00

資訊處
網路報名

5/18( 一 )
8:00

資訊處
網路報名

5/18( 一 )
8:00

女聯會
網路報名

5/18( 一 )
8:00
5/18( 一 )
8:00
5/18( 一 )
8:20
5/18( 一 )
8:30
5/18( 一 )
9:00
5/18( 一 )
12:00
5/18( 一 )
13:00
5/18( 一 )
14:00
5/18( 一 )
19:00
5/19( 二 )
9:00
5/19( 二 )
12:00

擊劍校隊為校奪回8金4銅，表
現十分亮眼。隊長數學碩一李盈
臻分享，「由土木二江勁衡領軍
的男子組擊劍鈍劍團體，對上實
力堅強的銘傳大學時，對手分數
一路領先，場外觀賽的選手都認
為勝負已定，但在最後關頭，我
方急起直追，上演了一場精彩的
逆轉勝。」李盈臻感動的說：
「當時有人甚至激動流淚，至今
畫面仍令人難以忘懷。」
在全大運開始前，擊劍校隊曾前
（ 攝影／盧逸峰）
往日本早稻田大學和和法政大學
進行交流，李盈臻表示，隊員深
刻感受到他校不一樣的練習心態與氣氛，回國
後以學得的經驗來準備全大運。感謝體育長蕭
█網路
淑芬、體育活動組組長陳逸政的大力支持、國
際處和日文系諸位老師的協助，以及三位教練

活動名稱
職業認識與職涯探索座談～
證券業與銀行業（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
ERP 軟 體 應 用 師 培 訓 研 習
- 配 銷 模 組 (SAP)（ 網 址：
http://enroll.tku.edu.tw/）
台灣網站流量排名及商業模
式分析（網址：http://enroll.
tku.edu.tw/）
SAS Enterprise Guide 實戰講堂－透
過政府公開資料滿足你的好奇心【空
氣懸浮微粒 VS 呼吸道疾病關係 ?】
（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療癒的香草茶茶」體驗講座
（網址：http://enroll.tku.edu.
tw/）
投投是道─投稿、選刊經驗分享 （網
址：http://enroll.tku.edu.tw/）
「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
鼎新電腦企業參訪

5/21( 四 )
12:00
5/21( 四 )
14:00
5/21( 四 )
18:30
5/21( 四 )
19:00

參考組
網路報名
資管系
網路報名
圖書館
向德國音樂大師巴哈致敬
5F 非書資料室
樸毅志工社
舊衣募集大家衣起來
海報街
國際青年交流團 2015 淡江大學遊學展 Dream
黑天鵝展示廳 Catcher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撥映 : 悲慘世
驚聲 2 樓川堂 界 2003 年長片精選
商管學院
就業輔導系列三 - 金融機構
B708
說明會 - 國泰世華銀行
美洲所
哥倫比亞 Icesi 大學師生交流座
B302A
談會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成發
文錙音樂廳
文錙中心
「流浪台北」音樂劇場 - 波西
文錙中心展覽廳 米亞狂想曲 免費索票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撥映 : 悲慘世
驚聲 2 樓川堂 界音樂劇精選
影視之窗影片撥映 : 悲慘世
文錙中心
界音樂劇十週年紀念演唱會
驚聲 2 樓川堂
精選
國際大使團 春頌：愛，不流浪【音樂愛
覺軒花園
心市集】
海博館
影片欣賞－鄭和：現代的
海博館四樓 CEO
學習策略工作坊 ~「統計分
學發組
析快易通」--SPSS 軟體應用
S106
與基本統計分析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撥映 : 悲慘世界
驚聲 2 樓川堂 2013 年電影 ( 上 )
俄文系
俄文系畢業公演
實驗劇場
諮輔組
「親密難不難 」愛情團體活
B129
動
英語會話社 Wake 微客 - 朱永祥 - 海外
B713
國際志工

5/22( 五 )
12:00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撥映 : 悲慘世
驚聲 2 樓川堂 界 2013 年電影 ( 下 )

5/20( 三 )
12:00
5/20( 三 )
19:00
5/21( 四 )
10:10
5/21( 四 )
10:10

5/23( 六 )
18:30

聆韻口琴社
文錙音樂廳

聆韻口琴社第 42 屆成果音樂
會「音樂雜貨鋪」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5/23( 六 )
8:00

主辦 / 地點
諮輔組
5 樓校友會館

活動名稱
諮商輔導專業進修 - 校園生
態系統諮商研習活動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5/18( 一 )
18:00
5/19( 二 )
19:00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建軒、文苑
宿舍自治聯誼會 蚤來蚤趣
男女宿 3 樓交誼廳
蘭翔擊劍社
關劍時刻 一觸擊發
紹謨活動中心

擊劍校隊在104年全大運中，為本校奪下8金
4銅，成績亮眼。（圖／體育處提供）

選委會籲用選票打造友善學生自治環境

【記者張凱萁、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第
二十一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三十五屆議會議
員選舉將於19日﹙週二﹚至21日﹙週四﹚11時
至19時舉行。本屆正副會長候選人共1組，議
員候選人共7人，教育學院、理學院及文學院
皆1名，全發學院及商管學院各2名，國際研究
學院、外語學院及工學院無人參選。
選舉委員會12日中午於福園前舉辦「公辦政
見發表會」，學生會會長候選人運管二林欣
緣、副會長候選人教科二辜婉婷、蘭陽校園語
言一林雅淇，提出堅決凍漲學雜費政見，同時
希望廢除扣考機制以保障同學基本考試權利、
爭取社團輔助金以期給予社團於經費上實質幫
助。而商管學院學生議員候選人公行二邱文昭
則提出爭取以選修取代社團必修學分、舉辦租
屋博覽會及要求學校改善Wi-Fi強度等政見。
選委會主委中文四楊雅庭表示，「請各位
選舉人務必攜帶有效學籍證件至所屬投票所

染病老樹生命將盡
送他一程

【記者姜智越、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日前
老樹傾倒事件，遭壓傷的女學生，該系主任每
日傳簡訊給其母親，了解該生傷勢並慰問；系
上同學則是以寫卡片、錄製影音檔等方式為同
學加油打氣。
該系主任表示，「事發當時，導師在第一
時間陪伴該生前往醫院，該生並於11日完成開
刀手術，手術狀況順利，且術後恢復狀況良
好，後續相關保險事宜將由系上連同系教官協
助。」系主任進一步說明，「受傷女同學的母
親表示，很感謝校方以及系上的關心與慰問，
目前只希望該生趕快恢復健康。」
學務處也持續關心女同學傷勢，教官將南下
探視。為避免意外再次發生，學校決定儘快將
校內染上褐根病之樹木砍除，在此之前，學務
處將於6月9日於外語大樓前廣場舉辦「老樹、
珍重、愛永續」感謝陪伴本校近60年之老樹。
學務處專員陳瑞娥表示：「這些老樹，60個
年頭陪伴我們走過風風雨雨，希望在被砍伐
前，能為老樹做些什麼，因此決定徵集50位同
學於18日（今日）中午12時穿紅色TKU短T到
老樹前拍宣傳照，宣傳老樹感恩活動。歡迎同
學前往一同感謝老樹。」

轉轉二手市集 @ 學生活動中心

文創廠商合作，場內商品琳瑯滿目，從
二手衣物、鞋子、包包，到手作餅乾、
午茶點心，從日韓系到歐美風，均以低
價販賣，吸引學生熱烈參與。 現場更邀
請音樂文化社、吉他社等音樂性社團及
音樂愛好者表演助興。活動副總召法文
四林玉顓表示，希望藉此活動，不僅讓
二手物回收再利用，更讓物品故事以及
回憶繼續轉移、傳遞下去，象徵如同轉
聯成員轉學到淡江帶著自己的故事到新
想要體驗實境版的淡江透可福利社嗎？8日在學 環境般。大傳二鄔亦純表示，能將二手
生活動中心，由轉學生聯誼會主辦的「轉轉市集」 物品轉賣並找到合適的主人，主題十分
活動圓你的夢想。活動除了逾90個學生攤位，也與 特別。（文／杜歡，攝影／張令宜）

跆拳道：1 金、2 銅

投票，用選票打造友善、尊重及多元的校園
學生自治環境。」選委會將於21日﹙週四﹚
20時於淡水校園活動中心及蘭陽校園CL407同
時開票，詳見選委會官方網站﹙http://tkusaec.
blogspot.tw/﹚。

慢壘錦標賽 23 日截止報名

【記者王子承淡水校園報導】慢速壘球隊
舉辦「2015淡江大學薪火相傳盃慢速壘球錦標
賽」，將於6月27、28日於本校操場舉行，即
日起開始報名至5月23日止。隊長水環四李冠
毅表示，希望藉此活動促進校友與學生情誼，
只要是曾在本校就讀，在學或畢業學生皆可報
名參賽，同科系限1隊報名，歡迎踴躍報名。
詳情至壘球隊臉書粉絲專頁（網址：https://
www.facebook.com/tkuslowpitch?fref=ts）。

【記者陳羿郿、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為交
流學習學生自治組織經驗，學生會8日在鍾靈
中正堂舉辦「改變的力量－學生自治組織經營
論壇」，來自全國12間大專校院約98人共襄盛
舉。課外組組長江夙冠於會中肯定學生會獲得
「104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卓越獎殊

網球：1 銀
網球代表隊在一般男子組網球團體賽抱走銀
牌。隊長機電二林瑞德表示，為了準備比賽，
球隊從開學起每天早上六點便開始晨練，雖非
常辛苦，但是大家都堅持到了最後。
林瑞德說：「這次在32強開始，每一場都拼
到第五點的決勝點，然後一路進決賽，全隊很
感動和興奮。要感謝指導老師張嘉雄、范姜逸
敏辛苦付出，才能夠奪得佳績，也希望明年更
進步。」

首屆院際盃 八院爭霸

第一屆院際盃籃球
賽11日中午於紹謨紀
念體育館7樓盛大開
幕，由熱舞社表演青
春活力舞蹈開場，學
術副校長葛煥昭（前
排右六）蒞臨為參賽
者加油，在致詞中表
示，院際盃的舉辦將
有助於全校籃球風氣
的提升，並且促進學
生發展本校八大基本
素養中的「品德倫理」、「樂活健康」、「團
隊合作」等三大素養。
開幕典禮中，文學院院長林信成、工學院
院長何啟東、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外語學
院院長吳錫德、國際學院代表、未來所助理教
授陳建甫、教育學院代表、副教授陳慶帆等師
長亦出席並分別頒贈贊助廠商提供的紀念獎品

勉勵各院參賽隊伍。本次參賽隊伍分別為文、
工、理、教育、商管、外語、國際、全發院等
8組，共計有146人參加，奪冠隊伍可獲得富
邦人壽提供2萬元獎金和獎盃。體育長蕭淑芬
（前排右五）表示，透過此活動擴展校內運動
人口之外，藉由各院之間比賽，也促進各院團
結和交流。（文／王子承，攝影／吳國禎）

馬術社湯俞庭 大專盃雙料冠軍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日文二湯俞庭
9日參加由中華民國大專體育運動總會、中華
民國馬術協會舉辦的「第五屆全國大專盃馬術
錦標賽」，榮獲馬場馬術B1級組、和障礙超
越60-70CM組雙料冠軍。
馬術社社長日文二蘇昱謙開心地表示，為了
這次比賽，湯俞庭付出很多努力和時間，甚至
適逢考試週也抽空至馬場練習，獲得兩項冠軍
實至名歸。
湯俞庭認為，奪冠關鍵在於配合馬的韻律，
給予馬最大信任且培養默契，不斷反覆練習才

12 校交流學生自治組織經驗

8日「學生自治組織經營論壇」中，世界咖
啡館活動，討論熱絡。（攝影／盧逸峰）

比賽期間有很多壓力，但隊友及老師在場邊的
加油聲激勵之下，才能拿下銀牌。但未能奪冠
心中仍有遺憾，將帶著此份遺憾繼續努力，朝
明年全國冠軍努力！
羽球隊領隊、體育教授楊繼美表示，這次男
女團體賽都打得不錯，男子組團體賽在冠亞軍
戰時較不適應開放式場館，但雖敗猶榮，明年
代表隊將持續以堅強陣容努力為校爭光。

榮，更引述學務長柯志恩名言「沒有最好，只
有更好」勉勵與會者精益求精。
會中，弘光科技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陳明國以「學生自治組織的角色定位」為題
演講。他建議強化學生自治組織發展需從內
在、外在環境層面著手，鼓勵要有「熱情、遠
景、行動」，並以理性、尊重、包容態度延續
學生自治精神。本校學生自治組織代表土木四
徐任筌及戰略碩一黃昱輔分別以「學生權益實
務」、「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實務」分享。在
世界咖啡館活動中，同學踴躍發表看法，現場
氣氛活絡。遠道而來的臺東大學學生評議會副
評議長李權峰表示，能透過此活動與外校交流
學習、集思廣益，收穫頗多！

有此成果，更感謝教練教導以及出借好馬讓他
出賽。

兩岸研討會
探討體育傳播趨勢

【記者王子承淡水校園報導】由教育部體育
署主辦、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和本校承
辦的「兩岸大學運動新聞傳播資訊研討會」於
11、12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吸引約122
人共襄盛舉。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出席開幕式時
予以肯定：「此次研討會不僅提供體育傳播相
關研究者良好的對話平臺，更促進運動傳播媒
體正向發展。」
此次研討會由來自上海、武漢、浙江等多所
大陸大學共計11位學者所組成的體育參訪團，
與臺灣體育傳播學者共同探討體育傳播資訊媒
介現況與趨勢。會前，本校、教育部體育署及
上海參訪團相互贈送獎盃、字畫、紀念品等。
會中共6場專題演講，並發表5篇論文。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去年與大專體總參訪
團赴上海參觀，了解當地各校對運動媒體的訓
練課程，對方很希望了解臺灣對運動媒體的培
育，且本校有大傳系，因此與體育署積極爭取
舉辦此體育與媒體的交流研討會。」

淡大音樂節揭幕 14 社團輪番演出

音樂傳情（攝影／廖子涵）
音樂傳情
「音樂傳情」上週在海報街舉行，吸引同學
駐足現場錄製CD送給心目中重要對象，更設
置活動背板「一起＿＿聽音樂」，供同學拍照
打卡抽獎。 歷史二簡子涵表示：「傳情對象
不只給他人也可給自己，是勉勉勵與期許，活
動很有意義。」財金二許為翔表示：「以音樂
傳達心意，非常特別。」（文／陳照宇）
開幕音樂會
11日於覺軒花園舉行「開幕音樂會」，由弦
樂社、鋼琴社、烏克麗麗社等音樂性社團展開
8場精彩的音樂饗宴，吸引逾80人參與。 表演
間介紹各音樂性社團運作方式，及各種樂器的
基本演奏原理。主持人在節目尾聲更穿插有獎
徵答活動，使音樂節不單單只是觀看表演，還
蘊含音樂文化及互動。運管二林宥嫺表示，開
幕音樂會傳達音樂無國界理念，最後一場表演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古典之夜（攝影／李建旻）
「夢幻列車」能一次聆聽到許多管樂打擊樂器
一起演奏，令人感到驚喜。（文／陳岱儀）
下課十分鐘
一起搖滾吧！13日上午10時下課鐘聲響起
後，福園傳來陣陣鼓聲，原來是西洋音樂社舉
辦的「下課十分鐘」，由7組樂團接力演出，
吸引不少同學圍觀駐足。社長運管三辜柏鈞表
示，本次選曲較大眾曲風，讓同學下課能夠欣
賞，校園充滿音樂。（文／秦宛萱）
古典之夜
「古典之夜」，於12日在社辦廣場一樓舉
行，吸引近80人參與。由國樂社、古典吉他社
等7個音樂性社團聯合演繹東西方古典樂曲，
帶來不同的音樂美感，全力展現成果，當中也
表演出多首耳熟能詳的歌曲，如民謠「丟丟銅
仔」、「望春風」，或是西方電影《鐵達尼
號》主題曲「My heart will go on」 等，現場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開幕音樂會（攝影／林俊廷）
觀眾沉醉在音樂饗宴。活動承辦人歷史二林晏
如說：「本次活動協調許多社團間的差異，也
讓彼此更加連結，對活動成果十分滿意。」英
文一張文綺表示，樂曲演奏相當專業，讓人完
全陶醉其中。（文／陳照宇）
Live House
詞曲創作社於13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Live House」邀知名獨立樂團馬蹄幫、
HiJack等樂團演出，逾2百人參加。馬蹄幫精
湛演唱「馬蹄香」，結合京劇唱腔，令全場讚
嘆不已；八十八顆芭樂籽演唱「一起跳舞」
時，邀觀眾上臺互動，活動帶入最高潮，全場
歡呼連連。 社長產經三徐振宗表示，鑒於大
學生多偏好主流音樂，期能藉此讓大家體會不
同類型創作及音樂意義。英文二呂雅鈞表示：
「期中考後聽音樂相當紓壓，現場表演令人沉
醉。」（文／陳照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