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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捲節再現 熱鬧展活力
張校長籲淡江人快樂學習成長

【記者閩家瑋淡水校園報導】淡江生日快
樂！為慶祝創校65週年，課外組、學生會與聯
合校友會於7日在書卷廣場及海報街舉辦「蛋
捲夢遊仙境」校慶蛋捲節暨園遊會系列活動，
呼應主題共有「『夢』尋樂歌」、「『遊』
樂王國」、「『仙』城滿愛」、「『境』遇奇
緣」四大項目，現場人潮滿滿，場面熱鬧非
凡。最吸睛的是書卷廣場旁放置大型TKU蛋糕
造型氣球，經過的同學紛紛與之合影。
活動在校長張家宜的祝福中揭開序幕，張校
長期許大家在這如仙境般的美好國度學習、快
樂成長，成為心靈卓越的人。隨後由張校長打
開神秘禮物：3層生日蛋糕，現場高唱生日快
樂歌，high翻整個活動場地。
「『夢』尋樂歌」演唱會在熱舞社精采的舞
蹈之下熱鬧開場，緊接著Beat-Box社表演多
首由社員自行創作的曲目，帶動現場氣氛。吉

他社則帶來「Officially missing you」等兩首歌
曲，悠揚樂音讓台下聽眾陶醉不已，蛋捲廣場
儼然成為大型露天音樂廳；與Beat-Box社合作
演唱「Just Believe」則帶起現場另一波高潮。
下午舞台區進行多項好禮摸彩活動，抽出
3C產品、Pro Dormy雨衣外套、TKU短T、校
慶專屬紀念品等獎項給幸運中獎的同學。活動
中知名歌手謝沛恩、曾靜玟、楊凱琳輪番獻
唱，吸引大量人潮聚集舞台前方。壓軸歌手李
唯楓的演唱為整場校慶活動畫下完美句點。航
太一陳孟陽說：「第一次參加校慶蛋捲節，我
覺得這些活動非常有趣，若有時間明年還會想
再來參加。」
「『遊』樂王國」有4個關卡，讓參加者玩
遊戲拿獎品。化材一蔡語珮分享，「身為大
學新鮮人對於學校還不是很了解，今天玩了
『時間兔的機智問答』之後才知道，原來保健

室的位置在海事博物館下方。」資圖四林蕙君
則說：「印象最深刻的關卡是『紅心皇后的挑
戰』，透過遊戲的方式讓大家對學校正在推行
的品德教育有更多的了解，整個活動的教育目
標相當明確也很有趣。」
與創意造型氣球社合作的「『仙』城滿
愛」，除號召同學捐發票換氣球做公益外，還
有造型氣球及愛心桌曆義賣。海報街旁也布置
著利用紅白氣球排出的「TKU65」圖樣，讓大
家在歡慶校慶之餘一起「散播歡樂散播愛」。
另外，在海報街兩側則聚集了大批聞香而來
的師生品嘗各項美食，這是「『境』遇奇緣」
園遊會，除匯集校內社團與校外優質攤商外，
各地區校友會也紛紛端出地方特產，希望能將
屬於家鄉的味道分享給更多人。英文四盧一彎
分享：「我覺得澎湖校友會的干貝醬非常有特
色，平常比較少見到，會想買來嘗試。」

蘭陽園遊會，外籍生穿代表蘭陽校園「TKUL字樣」衣服帶
來精彩舞蹈表演。（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記者劉家伶蘭陽校園報
導】蘭陽校園於7日舉辦65
週年校慶活動，於早上9點
「師生盃排球賽」冠亞軍爭
霸戰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正
式開打，教聯隊由隊長觀光
系系主任葉劍木領軍，再加
上體育教學組講師潘定均助
陣，順利奪下冠軍；觀光二
亞軍、政經二季軍，並由蘭
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與全球發
展學院院長劉艾華頒發獎盃
與獎金。
「校慶盃3對3籃球賽」四強
賽最終成績在男子組冠軍由
資創二贏得、亞軍為延畢

蛋捲節活動中，歌手楊凱琳演出大受
歡迎，學生搶著拿她的簽名海報。（攝影
／盧逸峰）
▲

蘭陽外籍生獻舞賀校慶

▲園遊會非常熱鬧，華僑同學聯誼會
特別販賣地方美食。（攝影／盧逸峰）

班、季軍為語言二、殿軍為政經一；女子組冠
軍為資軟一、亞軍是政經一、季軍是觀光四、
殿軍是語言一。
接續師生一行人移往戶外的開心農場，由林
志鴻與劉艾華共同為「Happy Farm」揭牌。開
心農場現圍成26塊農作區供教職員生認養，並
以中英文標示種植物及負責人，其中11區由各
班負責、體驗農夫生活。
當天，園遊會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外的塑木
平台及前方空地舉辦，除了有學生社團表演才
藝，園遊會帳幕裡也有福利部門和社團擺攤。
林志鴻致詞時表示，今年除了精彩的社團表演
外，還有園遊會及學生會辦的服務臺點歌傳情
活動，歡迎師生攜家帶眷共襄盛舉。政經二羅
元廷說：「這次校慶有外籍生聯誼會販售多國
食物，讓平常沒有機會接觸異國食物的同學多
一份嚐鮮感。」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姊妹校日
本麗澤大學德文系系主任草本晶及該系教授山
川和彥，於10、11日蒞校訪問德文系。觀摩德
文系「經貿德語」、「中級德文文法」、「德
文作文（三）B組」、「德語國家面面觀」4
場課程教學，並針對教學內容進行交流討論。
德文系系主任鍾英彥表示，「麗澤大學為本
校姊妹校，希望藉此活動，加深雙方教師之間
連結。未來這類型的短期探訪也將定期舉辦，
預計明年3月由本校赴日回訪。」
鍾英彥更說明，除了教師之間的交流，未來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10日，印尼
建國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系主任Tirta Nugraha
Mursitama與助理蒞校參訪外交與國際關係學
系，商討交換生合作事宜。
外交系系主任鄭欽模表示：「該校認為本系
全英文授課極具特色，未來將考慮以院或系的
方式交換學生，促進雙方交流。」
此外，外交系與捷克查爾斯大學政治經濟研
究所及中國歐盟政治經濟研究所，於13日在捷
克布拉格共同舉辦第三屆中國─歐盟國際學術

研討會「一帶一路：新的中國與歐盟關係」。
是外交系自本學年度創系以來，首次辦理的國
際研討會。鄭欽模遠赴捷克進行專題演講，並
與多國學者研討「中國一帶一路︰理論與實
踐」、「歐盟對一帶一路的行動策劃」及「國
際社會評析一帶一路」3個戰略選題。
鄭欽模表示：「此行除了研討會之外，也與
查爾斯大學政治經濟研究所商討教師互換交
流、雙聯學制（3+2）合作計畫等事宜，並簽
署合作備忘錄。」

日麗澤大觀摩德文系教學

商管學院攜ＱＵＴ簽雙聯學位 外交系捷克研討一帶一路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11日，澳洲昆
士蘭理工大學（QUT）副校長Scott Sheppard
等一行5人來訪，與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及商管學院各系系主
任進行座談，會中完成「雙碩士1+1雙聯學位
學程」簽定，以及「跨國財金雙碩士全英語專
班」合作案商討。
經濟系系主任鄭東光表示，本次合作為學生
開闢了赴國外名校留學的機會，以更少的時間
與經費取得雙學位，是淡江學生的一大福利。
其中，「雙碩士1+1雙聯學位學程」開放給

商管學院研究生修讀，成績達標準者可申請到
昆士蘭理工大學就讀，修業完成將獲頒兩校碩
士學位；課程由昆士蘭理工大學為本校國企、
財金、產經、經濟、企管、會計、資管、運
管、管科9系所量身打造，依系所屬性、頒予
不同證明。
「跨國財金雙碩士全英語專班」經雙方確認
合作協議書後，正本也於會中交予昆士蘭理工
大學，預計於105學年度招收、採申請入學，
第一年招募境外生（暫不招收陸生），未來視
情況招募本地生，並採甄試及考試入學。

擬與該系探討交換學生的可能性，增加學生出
國留學更多選擇。

電機系友
剖析健康雲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於5日
邀請電機系校友、麗台科技公司技術長楊錦鈿
返校以「健康雲服務－智慧醫療物聯網」為題
演講，吸引近40位師生聆聽。
首先楊錦鈿介紹穿戴式科技結合醫療管理是
必然趨勢。他以個人經驗談物聯網，「以雲端
儲存，代替傳統手抄記錄方式，讓病患和醫生
更即時了解健康數據。」楊錦鈿更現場示範使
用心電圖計測量心臟收縮功能，並將結果傳送
至手機APP。電機系教授莊博任表示，講者以
實際產品為例說明，使研究者更能了解該產業
市場需求，讓研究方向更貼近生活面。
系主任陳巽璋表示：「本系近期研究重點為
智慧醫療物聯網，不僅在本活動借重系友力
量，未來更將與系友企業密切洽談產學研究合
作案，12月19日武漢大學計算機學院也將訪問
本系進行相關研究合作及學術交流。這次只是
個開端，未來將朝結合工業4.0發展。」

65 校慶運動會 校女籃、排 破 1600 接力大會紀錄
【記者卓琦、劉蕙萍、王心妤、黃詩晴、盧一彎、陳品
婕、杜歡淡水校園報導】65週年校慶運動會於5日在操場
熱鬧開場，由體育長蕭淑芬鳴槍揭開大會序幕並致詞：
「今年共有2258位同學參加，在陽光照耀下，同學熱烈地
參與。希望大家享受在運動中得到的快樂，也祝同學都能
拿到好成績。」
趣味競賽於上午10點半在熱情的陽光下進行，比賽項目
共有手忙腳亂、三人兩球、驚爆九宮格矇眼組及一般組。
各大運動好手揪團參與趣味競賽，手忙腳亂共有27隊、三
人兩球27隊、驚爆九宮格矇眼組34隊、一般組41隊。場面
十分熱烈，場邊加油聲不斷，展現淡江學生的運動精神。
下午田徑賽登場，選手使出渾身解數，成績表現亮眼。
趣味競賽：手忙腳亂 三人兩球 勁爆九宮格
「慢慢來，不要緊張！」「掉球沒關係，再來一次！」
操場上不斷傳來隊友熱烈地加油打氣聲，趣味競賽第一關
「手忙腳亂」，參賽者需兩人一組接力以兩人三腳方式，
手握球拍持球，繞過障礙物，過程中緊張又刺激、歡笑聲
不斷。激烈的競賽後，擁有高穩定度、默契極佳的羽球隊
分別拿下男子與女子組冠軍，成績分別是1分23秒與1分30
秒。財金四張椀茹開心地說，「每年都有參加比賽，去年
差了一秒沒拿到第一名，今年是榮耀的一年！」女子組亞
軍由英文一B以1分51秒獲得，校女籃B以1分52秒得到季
軍。男子組第二名由網球隊A以1分37秒拿下，土木系以2
分9秒獲第三。
趣味競賽第二關「三人兩球」，參賽者以3人為一組，
每兩個人用身體夾住一顆球繞過障礙物，考驗參賽者默
契、互相搭配的技巧性，各隊展現小技巧讓比賽順利，像
是小跑步，或是邊跳邊喊著「1、2、1、2」，場邊的隊友
加油聲連連，最後女子組由羽球隊以45秒奪冠、校女籃B
以49秒拿下亞軍、校女排B以54秒得到季軍。校女排水環
二陳宥蓉說，「雖然不是速度最快的，但活動中感情與默
契都增加許多，這才是最大的收穫。」男子組由棒球隊A
以55秒29搶下冠軍，土木系和國企二B競爭激烈，分別以
56秒10和56秒24的些微差距，
拿下亞軍和季軍。國企二
謝豪恩表示，「差一點
就能獲得亞軍，在練
習過程中感情變好，
希望學校多辦運動活
動，增加大家的情
感。」
操場另一頭，勁爆
九宮格也戰況激烈！共
分一般、矇眼兩組。「須戴
（攝影／黃國恩）

上眼罩，一人只有4球，投向前方九宮格數字面，面數積分
高者即可獲勝。」即使矇眼的困難度增加不少，仍吸引更
多運動好手組隊參加，隊友在參賽者旁邊喊著，「再上面
一點！」「再偏左邊一點點！」團隊默契大考驗，經過延
長賽的PK，女子組由財金四B、校女籃A、國企一A在21隊
中勝出，榮獲前3名的佳績。男子組戰況非常激烈，最後由
校男籃A、桌球隊、羽球隊得到前3名。財金四宋育真開心
地說，「這是最後一年參加趣味競賽，很幸運拿下第一，
留下美好回憶。」
矇眼組激烈戰況延燒到一般組，各隊氣勢如虹，讓最後
一場比賽來到氣氛最高點。一般組距離較遠，考驗參賽者
的準確度與速度。不但競爭激烈，場邊同學也大聲「加
油！」，女子組英文一BA以投出8格的超強戰績搶下冠
軍，在PK賽後國企二BB奪得亞軍、校女排B則拿下季軍。
男子組也靠著極佳的默契與速度，由棒球隊B拿下冠軍，
羽球隊B和網球隊A則分別得到亞軍和季軍。英文一楊雅麗
興奮地說，「隊友真的很棒，比賽
也增進我們的感情。」
男、女跳遠
女子組由航太三廖謙文以3.96公
尺成績連霸，廖謙文表示，從高中
開始練跳遠「享受踩下踏板的霎
那，騰空飛起的感覺！」國企二李
娜以3.93公尺居次，季軍為淡江三
鐵英文一陳琬瑜3.73公尺。男子組
方面，資工四曾翊銘以5.75公尺成
績奪魁，亞軍得主淡江三鐵電機進
學一黃暉盛的成績為5.71公尺，土
木二蔡宗樺以5.32公尺拿下第三。
（攝影／張令宜）
男、女跳高
男子組為資工四曾翊銘，以1.7公尺奪冠，土木二蔡宗
樺以1.5公尺拿下亞軍，全財管一李學政以略輸0.05公尺的
1.45公尺屈居季軍。曾翊銘完成男子跳高、跳遠「雙料連
霸」壯舉，除在跳高項目稱王，跳遠也掄魁，他表示是最
後一年參加運動會，「希望大家像我一樣，留下屬於自己
的淡江回憶！」女子組由去年季軍的教科三陳詩婷以1.25
公尺奪冠，首次參賽全財管一高瓊芳以1.2公尺成績獲銀
牌，銅牌則由校女籃產經四黃安琪以1.1公尺成績獲得。
男、女鉛球
男子鉛球場上，冠亞軍皆由校男籃所拿下，分別是運管
一江碩恩擲出的9.4公尺與財金四鄭宇杰的9.19公尺，全財
管一陳躍文則以8.93公尺拿下第三名。江碩恩初出茅廬就
奪魁，他說：「國中時曾練過鉛球，看到參賽選手都身強
體壯，原抱著純參加心情卻又不想放棄，獲獎很開心！」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女子組方面，擲出9.83公尺，獲得女子鉛球冠軍的運管
四郭姿亞表示：「前兩年以第三名坐收，抱持著今年是大
學最後一年，應該拿下第一的心情努力，最終成功了！」
管科三胡家棠以9.44公尺得到亞軍，校女籃統計二賴姿霖
擲出8.85公尺獲得季軍。
男、女100公尺計時賽
男、女100公尺計時賽分秒必爭！本次男子組共26人分4
組，女子組共33人分5組。男子組前3名由淡江三鐵包攬，
其中化材三葉承恩突破自己去年冠軍紀錄，以11秒44奪
冠，他表示，「感謝陳天文教練平常緊盯我們練習，讓我
在比賽時能正常發揮。」經濟三方冠霖以12秒03獲亞軍，
季軍為公行三李亭逸，成績12秒20。女子組比賽中大家都
奮力拼搏，有人跌倒卻仍爬起來繼續比賽。最終冠軍由校
女排日文四許佑迪以14秒43奪得，水上救生社企管四蕭佳
瑤以14秒45位居亞軍，季軍由國企二李娜以14秒81獲得。
男、女200公尺計時賽
200公尺計時決賽中，女子分3組共13人，男子分2組共8
人角逐。最後，女子組由去年冠軍校女排日文四許佑迪以
30秒64摘下后冠，水上救生社企管四蕭佳瑤以30秒68奪得
亞軍，校女籃教科一戴愷歆則是以32秒40取得季軍。男子
組前3名皆由淡江三鐵取得，去年冠軍化材三葉承恩今年
以23秒01再度奪冠，而公行三李亭逸以24秒08摘下亞軍，
經濟三方冠霖以24秒77位居第三。同時摘下女子組100、
200公尺后冠的許佑迪表示，「在跑200公尺競賽前也有參
與100公尺計時競賽與1600公尺接力賽，所以在跑200公尺
時，感覺身體狀態變比較好，很慶幸仍獲第一名！」
男、女400公尺計時賽
400公尺計時決賽中，女子、男子組均分兩組進行最後冠
軍爭奪，女子組冠、亞軍均由校女籃成員奪得，資管四蔡
宜臻以1分11秒87的成績稱冠，初試啼聲的航太一楊莉宣以
1分13秒38獲得亞軍，會計一林彥伃則以1分16秒94拿下季
軍。男子組冠、亞軍均由淡江三鐵成員奪得，國企四黃奕
凡以56秒56稱冠，電機二陳柏廷以1分0.04秒獲亞軍，教科
三羅竟文1分0.77秒些微差距獲季軍。對於奪冠，黃奕凡欣
喜若狂地表示，「這是最後一年比賽，希望學弟妹未來多
參加，也期待學校能多招收有體育長處的學生。」
女子800公尺計時賽
女子800公尺計時決賽中由14位女將角逐后座，最後德文
一黃辰瑜以2分57秒54掄魁，黃辰瑜謙虛地表示，「競賽同
學看起來實力堅強，獲得第一名有些訝異。明年也想繼續
參加！」亞軍及季軍則分別由航太一楊莉宣以3分1秒98、
數學二董庭諭以3分3秒13奪得。
男子1500公尺計時賽
在24位參賽選手脫穎而出，資圖三謝舜珉以4分57秒在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1500公尺競賽拔得頭籌，他
表示，「很高興可以突破自
己的紀錄拿到冠軍，今年對
手都很厲害，希望明年有機
會再跟他們一起比賽。」亞
軍與季軍分別由機電四陳冠
仲與德文三徐上行以5分1秒
85，5分2秒82成績獲得。
（攝影／閩家瑋）
男、女400公尺接力賽
400公尺接力計時決賽上，女子分為3組，男子則分為2組
分別廝殺，女子組由校女排以59秒85獲下冠軍，校女籃A
以1分1秒54位居第二，教科系以些微差距1分1秒88飲恨拿
第三名。獲冠隊伍校女排隊長、統計四馮偉綾說，「因為
同心協力才能獲獎，因比賽皆擔任第一棒身負重任加深想
贏的決心。」男子組由淡江三鐵以47秒99力退群雄，校男
籃以49秒70屈居亞軍，季軍為國企二B的51秒13。
男、女1600公尺接力賽
1600公尺接力
女子組決賽共5
隊角逐。校女籃
A以5分0.06秒勇
奪冠軍，第二、
三名分別由校女
排及校女籃B以
5分10秒46、5分
（攝影／閩家瑋）17秒84獲得。校
女籃A隊員航太一楊莉宣表示，「很高興與學姐一起比賽
並破了校紀錄。」男子組決賽共6隊角逐，淡江三鐵隊與校
男籃隊從開始一直處於膠著狀態，最後一棒尤其激烈，最
終淡江三鐵隊以3分59秒36奪冠，校男籃以4分6秒32屈居亞
軍，羽球隊以4分19秒30獲季軍。淡江三鐵隊長公行三李亭
逸表示，「受賽程影響，隊員體力在賽前有所消耗，但仍
咬緊牙關堅持，最後終能奪冠，我以隊友為榮。」
女子2000公尺接力賽、男子4000公尺接力賽
女子2000公尺大隊接力計時賽中，由校女籃以突破去年
成績的5分7秒66三度蟬聯后冠，校女排與資管系，分別以
5分18秒54與5分27秒95，兩隊除蟬聯亞、季軍外，成績也
較去年進步。校女籃隊長航太四韋雨雯說：「今年參賽隊
伍比去年多，難免擔憂，靠大家團結努力最後奪冠！」壓
軸登場的男子4000公尺大隊接力計時賽，校男籃以超越去
年成績的9分1秒96三度稱王，亞軍由飛盤社以9分18秒84拿
下，棒球隊則以9分22秒76再度獲得第三。校男籃隊長、運
管三陸柏宇說：「很開心拿下冠軍，平常教練就密集訓練
球員的體能與爆發力，努力付出終於獲得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