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文二王凱立當選第二十三屆學生會會長
　【本報訊】「第二十三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三十七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
於上月 26 日晚間 23 點 43 分開票完畢！正副會長選舉實際投票總數 3,040 票，
占全校選舉人比率 11.7%，已過本校學生人數百分之十的法定門檻，順利產生
學生會正副會長。正副會長 2 號候選人法文二王凱立、電機二李皓群和觀光一
宋凌盈以得票數 1,906 票勝出。王凱立表示，「今天能勝選全因為在法文系系
學會的學習。今後的學生會將秉持最務實的態度，實踐政見。」
　對投票率超過 11%，學生會選委會主委水環四黃雋華說：「非常謝謝選委、

監察人員、選務工作人員以及候選人本身，有了大家的大力推廣跟支持，淡江
的同學們能更加知道學生會選舉！」他表示，同學對於學生權益越來越重視，
相對的也越來越關心自身周遭的環境及議題，希望未來同學們能更投入參與！
　學生議員選舉總投票數 3,040 票，有效票數 2,937 票，有 4 名候選人因得票
數未超過最低門檻 60 票落選，共產生 19 名議員，商、理、工、外語、國際研究、
全球發展學院議員全數當選。其中，經濟三宋威頤以 242 票最高票當選。但仍
未到達學生議會最低席次 20 席門檻，因此下學期初仍須舉辦學生議員補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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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105 學年度校
長盃冠軍出爐！籃球 59 隊與排球 57 隊於 4 月
29 日連續兩天激戰後，冠軍賽於上月 18、19
日開打，男女籃冠軍分別由電機系、統計系拿
下，男女排冠軍則分別為土木系、日文系。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此次各學院皆展現各
自擅長的項目，期望未來除校隊外，能將各系
體育健將推至正在研擬的全國大專校院系際盃
比賽，屆時校園體育活動將更加精彩！」

　男籃在電機系和財金系激烈的廝殺後由電機
系勝出，隊長電機四陳健瑋分享，「這次得冠
是因為隊員受校隊式的嚴格訓練，互相鼓勵、
交流技巧，一起面對挑戰，才能拿下冠軍，我
們會繼續努力！」女籃冠軍統計碩一林品瑩分
享，「平時學姊用心帶領學妹練習，我們一起
努力才有今天的成績，這個榮耀屬於大家！」
　男排在機電系和土木系激烈的對戰後，由土
木系勝出。隊長土木三汪彥廷分享，「去年與

男女籃電機統計 男女排土木日文奪金
冠軍擦身而過，這一
年我們不斷加緊練習，
增強自己的實力與信
心， 終 於 抱 回 冠 軍，
非常開心！」
　女排則由英文系和
日文系爭冠，激烈的
拉鋸後由日文系奪下
冠軍。日文四吳岱蓁、
趙翊筑兩人笑說，「我
們一起打了 4 年的球，
當 了 4 年 的 戰 友， 感
謝有彼此互相扶持，
拿到冠軍真的非常開
心！還要感謝強勁的
對手英文系，讓我們
能在大學最後一年打
一場刺激的比賽！」

鋼琴社 彈奏不想說的秘密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5
日晚間，文錙音樂廳不斷地傳出悠揚樂聲！
這是鋼琴社舉行的期末音樂會「不能說的 53
個秘密」，這次音樂會以雙鋼琴為主軸，給聽
眾帶來較豐富且新鮮的感受。17 組表演共 30
人輪番上陣，吸引逾 130 人聆聽。
　音樂會曲目風格多變，除了有「卡農」、「愛
之夢」、「舒伯特 f 小調幻想曲」等古典樂，
還有「Unravel」、「天空之城」等動畫主題曲，
更有表演者以自彈自唱方式演出，精湛的表演
使觀眾陶醉不已。當晚演奏自創曲的英文四吳
瑞田表示，「我覺得今晚的音樂會非常圓滿，
雙鋼琴的呈現使樂曲更為豐富，能參與其中感
到非常開心。」
　演奏結束後，第五十三屆幹部訴說一年來的
感想，並感謝身邊的伙伴，氣氛溫馨動人。社
長航太二陳孟陽表示，「籌備期間雖然很累，
但很喜歡和大家一起做事的感覺，很感謝表演
者、幹部還有觀眾們！」

烏克麗麗社 烏克琴話各種樂器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用琴聲傳遞情
聲！烏克麗麗社於 1 日在水牛廳舉辦「烏克琴
話」期末成發，希望能透過琴聲裡的情感去感
動大家，吸引約 70 人共襄盛舉。
　除了烏克麗麗以外，還有小提琴、木箱鼓、
Bass、K-Board、沙沙等伴奏，共 15 首不同風
格的樂曲，有描寫遊子心情的「漂向北方」、
「長途夜車」，也有獻給全體社員的「星空」，
更有會計四趙瑞恩演奏自創曲「寫歌」，這是
他為了表達很高興能認識社團的學弟妹所作。
　成發最後在螢光棒的揮舞下，社團幹部們以
「我要夏天」帶動起全場的氣氛，把熱情傳遞
給每一位社員。管科一林尹立覺得，「這場音
樂會很溫馨，整個社團給人一種家的感覺。」

社長經濟二呂步緯感動地表示，「很高興能認
識所有社員，並成為人生中重要的朋友。」

古箏社 樂曲百花箏艷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古箏社於上
月 31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期末成發「百花箏

艷」，以花為主題，演奏曲
目 時 而 活 潑、 時 而 保

守，並在中國古風中
參雜了流行曲目及
日本風格歌曲，帶
來「 伊 犁 河 畔 」、

「趕花會」等 22 首，
吸引逾 30 位喜愛古箏的

觀眾一同聆聽國樂之美。
　社長中文二林靜宜說，「活動能如此順利是
社員們共同努力的成果，未來會更努力帶給大
家更好的演出。」社員西語一陳姮文表示，「第
一次參加成發，感到十分緊張，還好表演順利
結束。」她也將接任社長一職，「期許自己也
能和學長姊一樣成功地舉辦發表會。」觀眾產
經二辜婉華分享，「國樂並不是大家熟悉的音
樂，但我感受到表演者散發著優雅氣質，其中
有一位表演者是視障生，看他非常流暢地完成
表演，我好佩服。」

國樂社 豪情塞外行旅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你對邊彊風景
的想像是什麼呢？上月 22 日晚間，國樂社在
文錙音樂廳舉辦期末公演「塞外行」，帶領現
場近 40 位觀眾享受音樂的豪情。
　開場的「四季花神」讓聽眾進入古典氛圍
中，接著「美麗的鳳尾竹」中段鈴鼓的加入讓
節奏變得活潑歡快；「竹歌」旋律動人，讓人
想起故鄉翠綠的竹林。古箏獨奏部份，資圖一
鄭宛宜將「邊疆舞曲」裡迷人的夜景，以及男
女歡唱的畫面生動地彈奏出來；壓軸的梆笛協
奏曲「塞外隨想」牽引全場情緒，獨奏部分，
土木二黃旭樟將情感灌注在笛聲之中，時而激
昂，時而低沉，刻畫出士兵從出征、思鄉、展
望及榮歸的心路歷程。台上音符一止，現場立
即掌聲雷動。
　社長資圖四余郁涵表示，能夠完成這場演出
實屬不易，希望社員繼續努力，珍惜每一次演
出的機會。英文四吳明晏說，演出樂曲緊扣主
題而且旋律優美，表現十分專業，讓人有驚喜
的感覺。

音樂社團成發 東西樂較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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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選舉開票搶搶滾
（攝影／閩家瑋）

　【記者鄭浩雲淡水校園報導】繼「館長」陳
之漢和臺北市市長柯文哲來校座談後，學生會
「B 計畫認證講座」於上月 24 日邀請網路紅
人「How How」陳孜昊以「魯廢宅的人生哲
學」為題分享其成長歷程。
　陳孜昊曾創下在 YouTube 的短片，2 個月吸
引逾 113 萬人次點閱的紀錄。開講半小時前，
B712 外已聚集大批學生，晚間 7 時一到，座
無虛席。
　陳孜昊表示，在成長中也曾迷惘過，「但幸
好我仍保有一顆熱愛拍影片的心，因為夢想讓
我勇敢，所以促使我堅持拍片至今。」經濟系
畢業的他，為了拍片又赴美攻讀動畫與視覺特
效碩士學位。他強調，「如果能年賺破百萬，
但每天要從事沒興趣的工作到老，我必定會後
悔。只有做著自己熱衷的事，我才能從中得到
快樂和堅持的勇氣。」
　土木三潘尚輿表示，一直留意陳孜昊上傳的
短片，這次看到他現身分享感到很興奮，「對
於未來，我也感到迷惑，但聽過今天的分享
後，體會到應再去挖掘自己更多的興趣，並努
力充實自己。」（攝影／閩家瑋）

美術社蟬聯  年社評特優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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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盃劍道賽本校獲女子團體冠軍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第 32 屆全國大專盃劍道邀請賽於上月 21 日
閉幕，15 所大專校院劍道隊於紹謨紀念體育館一較高下。本校在「得分團體
賽」男女組分別奪得亞軍、冠軍；「過關團體賽」男女組則獲雙季軍。女子
組隊員歷史三黃資穎分享奪冠心得，「比賽過程很難掌握每位選手出劍的方
式，必須靠經驗累積、洞察對方戰術，這是劍道最吸引人之處。能與隊友們
一起贏得比賽，真的很開心！」隊長日文三林君諺表示，「這次獲得近期以
來最好的成績，希望隊員們能保持熱情，相信會打出更亮眼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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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盃

校長盃男排冠軍賽。（攝影／楊奇燁）

陳孜昊魯廢宅開講

全校足球公開賽
不要笑我單身奪冠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體育處舉辦的
「105 學年度全校足球公開賽」，18 支隊伍於
上月 22 日開始進行為期一週比賽，最終由「不
要笑我單身」隊奪冠，亞軍是「怪叔叔家達」
隊、季軍為「我愛鍾萬學」隊。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冠亞軍賽當天選手們
不顧一切在泥濘中奮鬥，充分展現運動員精
神！足球賽提供外籍生一個發揮實力的地方，
也讓同學們能互相交流認識足球文化。非常鼓
勵全校學生參與足球賽鍛鍊體力！」
　冠軍隊伍「不要笑我單身」隊隊員教科三鄭
高原分享，「非常感謝隊友們在課業忙碌中抽
空練習。雖然有些隊友比賽前一天身體狀況不
佳，但大家還是很專注於練習，全力以赴爭取
下一場比賽的資格。能在那麼多的球隊中拿下
冠軍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的社
團評鑑結果出爐！上月 27 日，「105 學年度
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在學生活動中心熱
鬧展開。課外組組長陳瑞娥在開幕式上致詞表
示，「每次社團評鑑都看見大家卯足全力，希
望同學們能保持禮貌，虛心接受評審的建議，
祝福每個社團都能更好！」活動並由陳瑞娥敲
鑼揭開序幕。
　本次共有 123 個社團參加社團檔案競賽，經
由 10 位專業校內外評審和 5 位學生評審團共
同評選，最終選出 8 名特優、19 名優等及 12
名進步獎。美術社、種子課輔社兩社團蟬聯特
優，尤其美術社已是第 14 年獲特優獎。
　美術社社長土木二鄭丁豪說，「感謝評審的
建議與肯定！這些建議我們都會牢記並且改
進。我希望我們『好，還要更好』繼續朝著下
一個目標前進。」
　種子課輔社社長資圖二黃莉珊說，「這次

能獲得特優，要感謝每一位夥伴，相互扶持
彼此。」她也特別感謝指導老師陳瑞娥和學長
姊，「他們總是在需要幫忙時伸出援手，讓我
們知道，我們的服務不能只停留在原地徘徊，
要更加努力地往前邁進。」最後她期許偏鄉地
區的每位孩童都如同種子般，能夠發芽成長，
讓服務散播到每個角落，不斷傳承下去。

社團活動尬特色
烹飪社 體驗草莓抹茶瑞士捲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在期末考前的
讀書壓力下，上月 24 日晚間，烹飪社帶領 24
位同學一起動手做甜點，舒緩考試壓力，在美
食廣場製作「草莓抹茶瑞士捲」！外頭厚厚一
層香味四溢的抹茶蛋糕體，中間融合鮮奶油，
最後包裹著紅色大草莓，形成綠白紅相間的繽
紛顏色。現場除了讓參與同學完成蛋糕外，烹
飪社也準備小知識時間讓參與者更了解製作瑞
士捲的小技巧。
　社長電機二蘇筠皓表示，這是開放全校同學
參與的活動，讓同學了解社課過程，也讓大家
體驗製作瑞士捲，看到大家滿意的樣子，感到
值得！電機二鍾昆叡開心地說，「我學到一個
可以輕易上手的點心製作，看到自己的作品後
非常感動，感謝烹飪社開放這個機會！」

微光詩社 對話練習詩展推詩刊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社
配合一學期一度的詩刊發行，於上月 31 日起
一連 4 天在文館二樓川堂舉辦「微光 12《對
話練習》」展覽，將牆面設計成稿紙樣式，並
將詩句一行行剪下重新黏貼，具象化「練習」
與「對話」的主題，還有一系列讓觀展者互相
對話的小遊戲，吸引眾多學生駐足。
　詩刊還收錄 3 月份與視障支援中心合作的
「盲生讀詩計畫─聲明稿詩展」中所展出的作
品。「這次展覽是由儲備幹部一起規劃，在交
接的季節裡更有傳承意味，期許透過我們的詩

　校長盃男籃冠軍賽。（攝
影／鍾子揚）

社評暨觀摩活動展開。（圖／課外組提供）

攝影社推廣大型相機。（攝影／劉必允）

（攝影／閩家瑋）

（攝影／陳柏儒）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同學策馬
奔出佳績！「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與中華民國
馬術協會於上月 20 日共同主辦的「第 7 屆全
國大專盃馬術錦標賽」，在來自全臺大專校院
好手較勁下，馬術社副社長統計二喬筱媛在馬
術 B2 級奪冠；財金四詹詠筑於 60-70cm 障礙
超越賽掄元、馬術 B2 級獲優勝；歷史一周立
中於 100-110cm 障礙超越賽得第一、60-70cm
障礙超越賽獲優勝及馬主盃得第五。喬筱媛有

大專盃馬術錦標賽本校奪  冠3
感而發
地 說，
「所有
的辛苦
都在這
場比賽
中得到
回報！馬術運動是唯一由兩個生命體合作互動
的運動，希望有更多人可以體會其中快樂。」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考
將於 12 至 18 日舉行，考試時務必攜帶學生證
（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應考，未帶前
述證件者，應提前至註冊組申請臨時學生證，
以免延誤考試入場時間。5 至 9 日 18 時 10 分
至 22 時，10 至 11 日 8 時 10 分至 17 時，將開
放 B119 教室供溫書，請多加利用。考試鈴響
後考生應立即入場，不得在試場外觀望、逗留；
考試期間試場內外應保持肅靜，繳卷後請勿在
走廊高聲喧嘩，以免影響考生。同學們記得詳
閱並遵守考場規則，考試時不違規不作弊，否
則一經查獲，一律依違反考場規則議處。
　105 學年度暑修課程已公布在教務處課務組
網 頁（ 網 址 : http://www.acad.tku.edu.tw/CS/

main.php)，欲暑修同學需在 5 日至 11 日上午
10 時至 17 時止，於「暑修課程查詢暨網路報
名系統」完成選課登錄，並在 12 日至 14 日上
午 8 時至晚間 24 時，列印繳費單轉帳繳費。
　暑修報名完成後，若因課程停開、退學或先
修科目成績不及格造成擋修者，得申請退選、
退費；退選需在上課時數達二分之一前申請，
但不得申請退費。
　暑修上期上課時間自 26 日至 7 月 30 日止，
上課教室將於 22 日 13 時公布，屆時請上網查
詢，並依課表排課時間上課。上述相關注意事
項及暑修下期報名日期，請參閱教務處課務組
網頁「最新訊息」／暑修作業日程表及網路報
名注意事項。

期末考   開始 暑修報名照過來

（圖／馬術社提供）

刊讓大家認識不同的微光！」社長中文三陳品
婕開心地說，她歡迎大家慢慢咀嚼每一篇作品。

攝影社 推廣大型相機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還記得小時候
曾在街頭上看過的大型相機嗎，或是在電影中
民國初期的照相館使用的方盒子？攝影社於上
月 25 日邀請萬鏡寫真館的老闆馬叔，帶領大家
體驗不一樣的拍照系統。
　馬叔分享，大型相機有別於一般數位相機可
以很迅速的按下快門，在拍攝前需要先手動測
光、成像方式是上下左右顛倒的，對焦更是要
慢慢調整避免照片模糊。
　社長運管二何敏鈴表示，「由於器材、底片
價格昂貴且不易取得，已經越來越少人選擇使
用大型相機來進行創作，希望這堂課能讓大家
得到不一樣的經驗。」社員企管四李建旻說，
連續兩次都有參與到這堂社課很開心，因為和
一般相機不同，可以嘗試不一樣的拍照方式真
的很有趣。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場上「蜘蛛
們」熱力四射喊著：「We Are Who We Are 
TKU ！」這是本校競技啦啦隊，於上月 28 日
大專校院啦啦隊錦標賽中，從 23 隊伍中脫穎
而出，獲得亞軍。
　隊長西語三王俊皓說明，「這次難度堪稱是
歷年來最有挑戰的一套流程」，除了承襲過往
風格外，本次整套流程的音樂節奏與觀眾互
動，都是編排重點；本校招牌「225 金字塔」
以多重倒立的上法呈現，這次的成形速度也較
往年更快。王俊皓分享，雖然達到了所謂「All 
Stunts Up」全上的目標，還是在難度上以些微
差距輸給清華大學，「期許淡江啦啦隊能更加
茁壯，並且奪回冠軍寶座。」

大專校院錦標賽
啦啦隊獲亞軍

啦啦隊獲大專錦標賽亞軍。（圖／啦啦隊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