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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運會1500 破近年紀錄
張校長自由式獲冠

校長張家宜在50公尺自由式競賽
中，拿下冠軍。（攝影／何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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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王子承淡水校園報導】
「103學年度全校水上運動會」20

國企之夜百人浪漫共舞

（ 攝影／吳重毅）

█淡水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5/25( 一 )
8:00

體育處
網路報名

5/25( 一 )
8:00

員福會
網路報名

5/25( 一 )
8:00

課程所
網路報名

活動名稱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免費游
泳教學週 （網址： http://
enroll.tku.edu.tw）
104 年淡江大學員工子女機
器人夏令營（網址：http://
goo.gl/Iz6OEt）
「2015 臺灣學習共同體課例研
究學術研討會」( 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5/25( 一 )
8:00
5/25( 一 )
8:30
5/25( 一 )
12:00
5/25( 一 )
12:10
5/25( 一 )
18:30
5/26( 二 )
12:00
5/26( 二 )
18:30

淡江時報攝影記者
角落淡江－ 觀景窗走廊攝影展
傳播館 3 樓走廊
員福會
104 年淡江大學員工子女暑期
游泳館
游泳訓練班報名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真善美 ( 上 )
驚聲 2 樓川堂
女聯會
療癒的香草茶專題體驗講座
E830
BeatBox 社
TKU BEATBOX 期末成果發表
學生活動中心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真善美 ( 下 )
驚聲 2 樓川堂
魔術社
魔幻之夜成發
活動中心

5/26( 二 )
19:30

文錙中心 「流浪台北」音樂劇場 - 波
文錙音樂廳 西米亞狂想曲

5/27( 三 )
9:10
5/27( 三 )
11:00
5/27( 三 )
12:00

學發組
學生學習社群成果分享
I501
音樂文化社
小蚊鯖生活節
藍白小鎮、福園
實驗劇團
實驗劇團戲劇季閉幕式
傳播館前全家旁平臺
文錙中心
文錙音樂廳
學生會
Q409
海事博物館
海博館 4 樓
學發組
圖書館閱活區
文錙中心
文錙音樂廳
諮輔組
B129
烏克麗麗社
L306
管樂社
活動中心

5/29( 五 )
12:00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放牛班
驚聲 2 樓川堂 的春天

主辦 / 地點
語言系
開心廚房

共鳴古典吉他社成發。（攝影／林俊廷）

搖滾之夜。（攝影／朱樂然）

「愛情 CEO 」愛情團體活動

蘭陽校園全發院2名，共計6名學生議員當選，
不足額部分也將擇日再進行補選。
選委會主委中文四楊雅庭表示，感謝全體選
務工作人員的協助，得以讓選舉順利進行。對
於投票率偏低，楊雅庭說明，為讓同學更了解
候選人政見以提升投票意願，本次特別在校園
內發放選舉公報，盼下次補選同學們能把握自
身的投票權益。（詳細開票結果請見選委會網
站：http://tkusaec.blogspot.tw/）

【記者王子承淡水校園報導】捷報！本校撞
球代表隊在「103年度大專撞球錦標賽」表現
亮眼，在男、女子一般組9號球團體賽、男子
一般組9號球雙打賽奪下3金，在男子一般組9
號球雙打賽也獲得1銀佳績。
隊長統計四劉哲銘表示，隊員靠著平時的練
習將基本功練得紮實是得獎主因。很開心男、
女團體組不僅曾獲「103年大專校院撞球聯
賽」及本次皆獲冠，感謝教練陳謝宗、張郁洵
的指導與教學，及講師郭馥滋的協助。

古典吉他社成發「琴迷拉丁」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18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
「琴迷拉丁」音樂成果發表會，吸引約30人參
與。14首曲目中有南美洲音樂，另有抒情古典
樂，如：相傳英王亨利八世為愛人安妮所做的
「綠袖子」；流行樂，如美國小天后泰勒絲獻
給母親的「The Best Day」。現場表演時而抒
情古典，時而奔放拉丁，令現場觀眾聽得如癡
如醉。（文／孫于翔）
西音詞創 搖滾之夜
用音樂來場男子漢對決吧！睽違5年之久西
音社與詞創社於14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搖滾之夜」，以男子漢的對決為主題，將兩
社社長姓名，改為「天柏會」與「天宗盟」兩
派別，並搭建雙舞臺，現場儼然成為音樂競技
場，吸引逾4百人共襄盛舉。
17個樂團揉合抒情、藍調等多元樂風，持續
4小時演出掀起一波波高潮。當「Jack Daniel」
樂團演唱Mr Big大人物合唱團的「Shine」時，
全場大聲合唱。（文／秦宛萱）

極限舞蹈社成發
極限舞蹈社於17日在鄧公國小舉辦成果發
表，以BATTLE呈現精彩表演，為加強舞蹈效
果，更在表演場地中央放置一組沙發，讓舞者
在沙發周圍輪番展現精湛舞藝。
除極限舞蹈社社員之外，還有真理大學、文
化大學等校學生參加，也有愛好極限舞蹈的
社會人士共同參與，約2百人參與這項尬舞盛
事。社長公行三陳廷宇表示：「這次成發是
年度街舞盛事，很開心社團有新血加入一起尬
舞，雖在籌備過程中遇到些困難，仍圓滿解
決。」（文／張芃如）5社團成發活動更多內
容，請見淡江時報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

弦樂社成發「戀琴」
19日於文錙音樂廳，弦樂社舉行期末音樂會
「戀琴」，並邀請知名指揮家張正木前來指
揮，吸引約80人參加音樂盛宴。
上半場以古典樂為主，如拉赫曼尼諾夫的
「練聲曲」等4首曲目，下半場演奏奧斯卡最
佳動畫片《神隱少女》配樂「千尋的華爾滋」
以及去年最夯的動畫片《冰雪奇緣》組曲等6
首電影配樂。並在全體觀眾的熱烈要求下，加
碼表演安可曲「Do Re Mi」。（文／孫于翔）

用音樂築夢 -Wilson 老師 烏
克麗麗講座
「祈」期末音樂會

弦樂社成發。（攝影／閩家瑋）

英語教學實習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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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研社和音樂文化社帶
領文化國小學生創意學
習。（攝影／蔡晉宇）

享，「這次活動使我第一次體驗到文化保存的
辛苦，更令我明白愛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是一
趟既有趣又有意義的服務。」（文／張少琪）
大地環保志工團 白沙灣淨灘

僑生赴陽明山美軍眷舍進行志工服務。
（攝影／朱樂然）

大地環保志工團於17日在白沙灣麟山鼻海岸
舉行淨灘活動，共12人參與，分兩隊以競賽模
式進行。另外還有搶旗、打西瓜跟躲避球等小
遊戲。團長建築三張晏慈表示，環保是維持地
球永續不可或缺的生活態度，因此舉辦此活
動，學習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化材一黃彥儒表示，人類是地球的一部分，
不應貪圖方便而自以為是的破壞自然認為應從
自身做起，進而影響周遭的人，讓我們和環境
和諧的生活下去。（文／陳照宇）
新研社、音樂文化社 文化國小激發創意
創意學習一日遊！由新聞研習社與音樂文化
社聯合組成的服務隊，於17日前往淡水文化國
小，為23位國小中年級學童帶來自製繪本、配
合碟杯打出節奏的杯子歌等活動。
新聞研習社社長管科四吳雪儀表示，主辦國
小服務隊活動除希望帶給孩童充實盡興的一
天，藉由服務中的學習與最後得到的成就感，
更是許多經驗無法比擬的。參與活動的管科三

林怡萱說：「這不僅是孩童創意學習的營隊，
也是我們學習表達溝通的營隊，小孩只聽得懂
清楚明白的指令，正因如此，我們整天都在學
習如何言簡意賅地陳述。」（文／蔡晉宇）
樸毅募 650 舊衣送心怡基金會
樸毅志工社18日在海報街、商管大樓舉行為
期5天的舊衣募集活動，截自22日12時募得約
650件舊衣，將全數捐給心怡基金會。負責人
土木三雷俊龍表示，舉辦此活動讓大家有機會
把愛心傳遞出去，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
捐贈4件舊衣的英文一黃佩嫦分享：「能將
二手衣服捐贈給需要的人，既資源再利用又奉
獻愛心，十分有意義。」（文／李宜汀）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百人徜徉 Wonderland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國企系20日在
活動中心舉辦「國企之夜」，在學生活動中心
盛大展開，主題為Wonderland，吸引本校以及
其他學校學生逾百位著正式服裝出席，邀請參
加過全臺青少年BeatBox大賽的國企一鄭一凡
以及DJ Ocean炒熱氣氛。
在絢麗迷濛的燈光下，參加同學翩然起舞，
氣氛歡快愉悅。活動還提供耳機、藍芽音響等
獎品，抽獎之際掀起高潮。銘傳大學的王振宇
表示，「因同學邀請來參加，覺得是增加認識
新朋友的機會。」活動總召國企三許元誠表
示，「雖準備過程辛苦，不過活動進行十分順
利。相信今晚參與者，能看見我們的努力，感
謝大家的支持。」

Dream Catcher 遊學展

由成人教育部指導、國際青年交流團主辦
「學第十二屆遊學展暨地球村博覽會」於18
日在黑天鵝展覽廳舉行開幕式，國青團以舞蹈
揭開序幕。成教部推廣中心主任周湘華致詞稱
讚：「國青團精心策劃展覽，內容相當豐富精
采，感謝大家蒞臨與廠商支持。」
展覽主題為「Dream Catcher」，主牆更掛上
「捕夢網」提供師生拍照及打卡。展場展示國
青團遊學精彩照片及相關互動遊戲，並提供
美、英、日等國留學、企業實習、遊學夏令營
及打工遊學等相關資訊。
團長企管三杜怡嫺表示，藉活動鼓勵師生勇
敢出走、壯遊，實踐夢想。法文三黃思瑄說：
「主題構想很棒，展牆呈現遊學足跡令人印象
深刻。」（文／陳岱儀、攝影／吳重毅）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泳隊」代表資管三李宜穎表示，很喜歡這次的
團體趣味競賽，平常練習都是自己游，但因團
體賽讓大家有共同目標努力分工完成，過程十
分有趣。

校長張家宜在本學期水上運動會為獲獎學生
頒獎。（攝影／何瑋健）

張庭大淡江好歌曲掄魁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文錙藝
術中心舉辦的2015第
一屆「淡江好歌
曲－原創歌曲比
賽」於21日在文
錙音樂廳進行精
彩賽程及頒獎典
禮，吸引逾百人
參與。資管四張庭
評審鐘成達（右）為資
大以詞曲創作「逝 管四張庭大（左）頒獎。
去的青春」一曲贏 （攝影／李建旻）
得冠軍，文錙中心組員壽華民表示：「希望藉
此活動鼓勵學生激發創作能量與熱忱。」
評審柯智豪勉勵所有參賽者，任何比賽都不
足以限制音樂能量。音樂有不同風格、形式與
表現方式，找到適合舞臺，就能盡情展現自
己。張庭大開心地說：「比賽創作曲是在回憶
過往錯失中寫出，以此反思自我生命。在準備
過程中，撥出許多時間、心力密集練習，能獲
獎很開心。」日文二薛良威說，「由老師在賽
前指導後，才進行比賽的模式非常新奇，出賽
者在演繹每首樂曲皆十分生動，令人享受。」

首屆飛盤賽９隊廝殺
16、17日飛盤社在操場舉行「第一屆淡江大
學校內飛盤爭奪錦標賽」，共9支隊伍、65人
參賽。經兩日烈日下的激烈賽事，由「多朗克
姊姊我要你的Line」隊伍奪冠。
競賽以飛盤社外選手為主，一隊限制兩位社
內選手，以社內帶領社外為此比賽準則。
社長化材二蔡延鴻表示，參賽隊伍組成以一
個系或一個班所居多，向心力和拼勁十分強。
活動最成功在於參賽者皆有注重飛盤運動的耐
力和拼勁。獲冠隊伍隊長機電二黃再平表示，
此競賽需要溝通、體力以及團結，隊員都做到
了！能一起奪冠是很棒的經驗，以後會繼續參
加類似比賽。（文／孫于翔、攝影／盧逸峰）

音樂愛心市集關懷動物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音樂與愛心在雨
夜的覺軒花園教室碰撞！由國際大使團、西洋
音樂社舉辦的「春頌：愛，不流浪」音樂公益
市集於20日晚間展開，吸引70人熱情參與。
愛心市集販賣手工麵包及寵物點心，並由
「Space Cake」與「Taipei soul brothers」樂團
帶來一連串精采演出，吉他、貝斯聲與觀眾歡
呼聲、掌聲在教室內交織，氣氛相當熱絡。除
此之外，國際大使團臉書粉絲專頁上也配合推
出「告白毛寶貝」活動，提供刊登寵物照片與
主人的傾情「告白」，吸引不少同學響應。
社長英文三蔡孟儒表示，活動主題是關懷動
物，系列活動所得收入將全數捐給「流浪動物
之家」，為流浪動物盡微薄力量。企管二黃靜
怡表示：「活動現場結合關愛流浪動物與音樂
的主題十分新穎，很享受樂團表演的氛圍」。

本週我最 靚

西語二胡雅涵與西語一吳
品修： 日外語之夜有系花
系草表演，大家記得要來
喔！

僑生赴陽明山美軍眷舍 體驗文化保存
16日華僑同學聯誼會、港澳同學會、華僑
同學聯誼會愛心團27名僑生赴陽明山美軍眷
舍進行志工服務。活動總召航太二陳俊強表
示，活動透過生態保護和老屋修繕工作喚醒
環保意識，並讓各地僑生認識更臺灣歷史與
文化，從中培養團隊合作精神與責任感。
活動當天，同學分組負責去除雜草以維持
園區自然景觀，更透過打掃舍內老宅和為生
銹鐵門上漆，體會保護文化遺跡的辛勞。除
了進行服務，同學透過志工導覽解說，認識
「雨水回收系統」，也對陽明山美軍眷舍的
歷史背景有更深了解。港生英文二廖凱婷分

軍、且在50公尺自由式競賽中以38秒24破大會
紀錄，他表示：「在比賽時並未多想，只想著
盡力去游，感受著在水中的衝勁，很開心在大
學生涯中最後一年參加水運會且榮幸獲獎，是
特別珍貴的回憶。」
在女子組50公尺蛙式、蝶式也拿下雙冠的資
工三林冠伶表示，覺得參加這次比賽很開心，
雖然相較去年體力稍微下降，但在短距離衝刺
比賽表現上還不錯。
在趣味競賽方面，由游泳隊所組成的「超級
無敵強泳隊」囊括5項目第一，「超級無敵強

創作組第一名及最佳作曲，黃韻如謙虛地表
限公司負責人董運昌、財金系校友、金曲獎流
示，賽前沒有預期會得獎，只是希望在畢業前
行音樂專輯製作人得主鍾成虎、曾獲金曲獎
留下紀念，創作靈感來自於詩人駱以軍的詩
「最佳編曲」獎的陳建騏及創作歌手蕭賀碩等
《親愛的》，也想藉歌曲傳達感動。
5位重量級評審並頒發獎盃、獎座。 最後，更
本校也不遑多讓，由中文二周楚恩、企管四
邀請Crispy脆樂團擔任特別來賓，演唱多首曲
黃擎、產經三杜宥萱、日文二吳睿哲、資工一
目，清澈細膩嗓音，為活動畫下完美
句
張語唐組隊以自創曲「藍色的河」，獲創作
點。
組第三名及最佳作
詞。周楚恩說，很
開心能夠獲獎，歌
詞是面臨感情低
潮時有感而發創
作，以藍調的曲
風抒情呈現。
現場邀請河岸
本校中文二周楚恩（右一）及其團隊以自創曲「藍色的
留言創辦人林正
河」獲金韶創作組季軍及最佳作詞。（攝影／吳重毅）
如、玩耳音樂有

完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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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於紹謨紀念游泳館開幕，今年總共1576人次
參賽，開幕式特別請到校長張家宜來為參賽者
加油打氣並頒獎。張校長表示：「這次水運會
共39個比賽項目，超過1500人次參加，創近幾
年來新高。從2002年紹謨紀念游泳館啟用到增
加必修體育課程等，皆是為了提升學生的游泳
訓練、加強全校的體育能力。」
為帶動運動風氣，張校長這次特別加入教
職員工的50公尺自由式游泳比賽，與教職員一
同下水競技，最後更在比賽中奪冠。 土木四
錢信豪獲得男子組50、100公尺自由式雙料冠

學生會長選舉未果 6 學生議員當選 撞球隊大專盃３金１銀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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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日前出爐，本次正副會長選舉候選人運管
二林欣緣組合，在同額競選情況下未能當選。
獲得有效票723票、無效票43票，投票率雖
較上次第二十屆正副會長補選的 2.53％提升
到 2.94％，但依然未達選罷法規定的當選門檻
15％，將再擇日進行補選。
議員選舉部分，本屆應選名額為66名，開票
結果僅文、理、商管、教育學院各選出1名與

影片欣賞：偉大傳奇再現 鄭和下西洋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5/25( 一 )
11:45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
15日，學生活動中心湧進近950人
一同參與吉他社年度盛事「27屆
淡江大學金韶獎—創作暨歌唱大
賽」決賽。來自全國大專院校的
歌唱高手雲集，戰況激烈，現場
加油歡呼聲此起彼落，更有同學
自製加油牌到場助陣。
獨唱組由國立政治大學楊舒帆
以「Move Like You Stole It」拿下
冠軍，重唱組則是中原大學周竑
廷、國立中央大學盧上緯等6位同
學組隊以「3 Things」獲得重唱組
第一名。國立台灣大學黃韻如、
鄭伃珊以自創曲「親愛的」勇奪

社團認證講座 - 思考辯證

閱讀達人頒獎暨成果分享

錢信豪林冠伶 男女雙冠王 泳隊大贏家 擒趣味賽 5 冠

藍色的河 奪金韶創作組季軍、最佳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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