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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園繽紛樂

美食公益 歌舞喧騰淡朝範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68週年校
慶蛋捲節暨園遊會於11月3日上午10時在書卷
廣場及海報街盛大舉行，校內掛起燈籠及紅
布條，整體呈現出喜氣洋洋氣氛，校長葛煥昭
也到場與學生一起切蛋糕祝賀，葛校長表示：
「淡朝範，代表淡江正朝向典範之路邁進，持
續不斷地進步，也在世界大專院校排名中不斷
地前進，希望本校能在未來持續成長，祝淡江
大學68週年生日快樂！」
　本次由學生會主辦，與校內7個校友會社團
等合作擺攤外，還有流浪狗公益團體一起共襄
盛舉；此外，現場設置野餐咖啡廳，搭配露天
的KTV點唱機，安排古裝體驗的活動，即使當
天飄著細雨，仍吸引不少同學到場參與，下午
校內社團接力表演中，由歌手吳青原擔任神秘
嘉賓，現場演唱五首抒情歌曲；最後，學生會
在活動結束前進行抽獎，活動在愉快的氣氛中
落幕。
參與同學中文三莊宛鈺表示：「這次活動是走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體育事務處於68
週年校慶慶祝活動中，特別舉辦系列活動，
11月3日邀請男子排球代表隊校友返校交流活
動，讓畢業學長回來和在校生一同切磋球技
外，賽後還一起到富基婚宴會館聚餐，同時還
舉辦慶生活動，氣氛相當熱鬧溫馨。校男排隊
長、企管四劉瑋然表示校友每年返校交流是一
個非常具有意義及重要性的活動，能夠維繫學
長和學弟間的感情，「每年校慶排球隊畢業的
學長都會回來跟我們球敘交流。和學長們一起
打球都很羨慕他們幾十年深厚的友誼，也希望

運動會熱鬧滾滾 群英揮汗爭勝

　【記者鄭少玲、陳雅媛、周浩豐淡水校園
報導】68週年校慶運動大會11月3日上午10時
於操場熱鬧登場，上午進行力拔山河、飛躍
68、和勁爆九宮格和全員闖關的趣味競賽！
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莊希豐、體育長陳
逸政、教務長鄭東文、學務長林俊宏等師長
出席與會，由葛校長鳴槍為大會揭開序幕。
葛校長勉勵大家發揮運動家精神外，也為力
拔山河女子組前三名校女籃A、女生籃球課辣
妹、校女排和力拔山河男子組前三名橄欖球
隊、籃球校隊、中國航進行頒獎。

趣味競賽
　趣味競賽「力拔山河」項目，共有女子組
11隊和男子組18隊參加。兩隊雙方手握拔河
繩蹲好馬步後，在裁判哨聲聲下，隨即傳來
「一二殺！一二殺！」整齊劃一的口號聲，
場上選手緊拉拔河繩、場邊觀眾熱情「加
油！加油！」呼喊聲不斷，顯見各隊伍十足
的團隊默契與強烈奪勝的心情，其中，橄欖
球校隊在初賽僅花三秒便迅速打敗對手，連
獲二勝後順利晉級，隊長電機四李晨立表
示，這些都歸功於平日的校隊練習，並自信
地說：「我們可能是最後冠軍！」；校男籃
副隊長產經四黃華邦欣慰地說：「參加過幾
次比賽，這次的成績最好，感謝團隊一起努
力，會再繼續加油。」柔道社在初賽中以2比
1險勝，負責發號施令的機電四陳立昇回顧當
時情況，「失誤的時候趕快進行調整，重新
跟隊員討論戰術，最後獲勝了。」

　【本報訊】107學年度新生
盃籃球及排球賽結果於11月7
日揭曉，女子排球冠軍由日
文系奪下，男子排球冠軍由
產經系獲得；女子籃球由運
管系掄元，男子籃球由航太
系捧走金盃。學術副校長何
啟東特於賽前到紹謨體育館7
樓鼓勵選手們發揮運動精神
外，也為選手們進行開球儀
式；產經系系主任洪小文、
電機系系主任楊維斌、大傳
系系主任許傳陽到場為系上
參賽選手加油打氣。

澳門校友運動場重溫足球夢
【記者林毅樺淡水校園報導】澳門校友會於11月3日在操場舉行「2018
足球友誼賽」，畢業澳門校友邀請本校足球隊切磋球技，逾25名成員共
襄盛舉。比賽由本校足球隊佔得先機，一番激戰後，雙方仍不相伯仲，
後本校足球隊以0比0打平，並向畢業校友們敬禮致意，展現友誼第一、
比賽第二的精神，其後大合影為友誼賽畫下圓滿句點。
足球隊教練、體育活動組專任教師黃子榮表示，「很感謝澳門校友會校
友能夠回來與在校同學一起聯誼，希望能夠透過友誼賽使淡江足球隊球
技有所精進。本次比賽以小組配合為戰略，增進團隊合作精神的默契，
同時亦培養隊員對於足球的拚勁與技巧。」
澳門校友隊隊長林嘯表示，「再次回到母校與足球隊隊員踢友誼賽有種

Homecoming Day校友處香檳相迎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歡慶創校68週
年，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於3日舉辦「校友
返校Homecoming Day」活動，包括「法式歡
迎會」、「校友歡迎會」及「世界校友會會員
大會」，迎接自各地返校的校友同賀校慶。

法式歡迎會 浪漫香檳塔揭幕
　上午10時20分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2樓大
廳，由董事長張家宜、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
長莊希豐、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世界校友

會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
友總會理事長陳進財、菁英會會長孫瑞隆以倒
香檳塔揭開法式歡迎茶會序幕。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執行長楊淑娟表示「有別於過去8年
的日式風格，今年特別選用浪漫法式風格，
以喝香檳來慶祝學校生日、歡迎校友返校及6
位新鷹加入」。董事長張家宜則認為，「讓校
友緊密交流，使校友之間有更多聯誼，協助學
校、系所整體發展，是淡江第五波裡最重要的
元素。」現場氣氛和樂融融，現場校友彷彿回
到當年大學相聚的美好時光，彼此相談甚歡、
合影留念。

校友歡迎會 葛煥昭感謝校友
　上午11時5分在3樓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廳
舉行舉辦校友返校慶祝活動，南加州校友會前
會長曹靜永、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

長陳進財、秘書長吳逸楓、休士頓校友會會長
許健彬等252位校友出席，印尼校友會於會中
致贈禮物，由董事長張家宜代表學校受贈。校
長葛煥昭致詞感謝校友在各領域發光發熱、為
校爭光，讓本校在<Cheers>雜誌蟬聯21年私
立大學冠軍。「校友是學校最寶貴的資產、最
堅強的後盾」，他也感謝校友、校友會無私奉
獻，為學校校務提供極大助力。

世界校友會會員大會
陳定川期許校友傳愛全世界
　由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主持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第11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會
中報告一年活動回顧及3月由系所友會聯合總
會統籌、中華民國校友總會、菁英校友會聯合
承辦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圓滿成功，未來

期許校友能「把愛傳到全世界，也把愛傳回淡
江」。
　陳定川同時也感謝創辦人張建邦博士在資源
缺乏的50年代，不辭辛勞籌措資金，於金華街
設立城區部，聘請堅強師資陣容，使他一生受
用無窮。
　大會尾聲許健彬向大家宣佈下一屆世界校友
會聯合會雙年會將於2020年7月24至26日由北
美洲校友會承接舉辦，並徵詢2022年主辦之校
友會，美南校友會會長許健彬表示，後年雙
年會適逢淡江70週年校慶，因此將主題訂定為
「休士頓愛你，情繫太空城」，強調休以前是
美國第四大城，現在正從既有的太空、科技、
能源朝向醫療等多方面發展，期許全世界校
友，兩年後能夠一同在休士頓相聚。

　接著進行的是「飛躍68」的跳繩項
目，共有女子組13隊和男子組19隊參
加，每隊10人，其中2人持繩為隊伍甩
繩，餘下8人共同跳繩，以最短時間達
到68下的隊伍即為優勝。只見場上隊員
個個專注於指揮口號，隨著繩索起跳和
落地，懊惱聲和歡呼聲此起彼落，最後
女子組由校女排、校女籃B、化材化材
我愛你獲得前三名；男子組則棒球隊、
TKUBaseball、泳隊拿下前三名。
　「勁爆九宮格」賽場人聲嘈雜，共有

女子組12隊和男子組26隊參加，採計時決賽
制，此競賽是投球隊員須蒙眼聽從身旁隊友指
揮，每組將網球丟向九宮格數字面，時限內獲
面數積分高者即可獲勝。丟球者因蒙眼而使網
球在場上四方亂射，計分員在數字面板後頻頻
躲球，隊員們的「這邊，這邊」的指揮聲不
斷，極具團隊默契大考驗和挑戰性，最後女子
組由機電大美女、校女排、校女籃A獲得前三
名；男子組由棒球隊、羽球隊、桌球進階班
拿下前三名。水環一賴思潔表示，今天天氣很
熱，但能與同學參加勁爆九宮格活動很有趣。
籃球精靈隊員西語三呂紫琳開心地表示，帶著
眼罩投球很好玩。德文三莊沛晨說：「這個競
賽很有趣，與團隊一起努力很有意義。」
　最後一項為「全員闖關」，主辦單位於操
場上設置火車過山洞、曲折跑、壘球擲準、

與球同行、淡江神射手5關卡，讓隊員們團隊
合作，共有女子組12隊和男子組12隊參加，
採決賽制。最後女子組由校女排、校女籃A、
機電大美女獲得前三名；男子組由棒球隊、
TKUBaseball、泳隊拿下前三名。

男、女跳遠
　跳遠場上，女子組16人和男子組21人
均使出渾身解數，各組以最佳成績取前
6名，女子組最後由統計三莊琇茹以4.59
米成績技壓群雌奪冠，西語一廖苑彤以
3.64米成績居次，季軍則為機電一袁芷
淇3.52米。男子組方面，機電四李承融
以5.41米的成績奪魁，亞軍得主土木四
莊諾亞的成績為5.15米，水環四沈煜修
則以5.14米拿下第三名。

男、女跳高
　助跑、單腳起跳、騰空過桿，女子組13人和
男子組13人均奮力一跳，最後，各組以最佳成
績取前6名。女子組由企管一蔡孟臻以1.46米
成績奪冠，國企四簡亞婕以1.32米成績居次，
季軍則為機電二蔡昕昀1.23米。男子組機電二
康睿哲以1.75米的成績拿下冠軍，亞軍得主水
環一楊哲維的成績為1.68米，歷史二陳彥碩則
以1.65米拿下第三名。

男、女鉛球
　助跑後單手把鉛球從肩上用力推出，女子組
15人和男子組11人參賽，以最佳成績各取前6

名。女子組由土木一高禕貞以9.5米
成績奪冠，日文一林嘉韻以8.95米成
績居次，季軍則為英文四曾慧玲8.82
米。男子組電機三林炬衡以10.8米的
成績拿下冠軍，亞軍得主土木四洪
名和的成績為10.28米，運管四江碩
恩則以9.83米拿下第三名。

男、女100公尺計時賽
　預備，砰！最緊張刺激的100公
尺計時賽，考驗選手們的瞬間爆
發力，100公尺計時決賽男子組共
22人參加，最後由公行四李創璿以

12”20拿下冠軍，大傳二林伯儒以0.05秒之
差，12”25拿下第二名，第三名由資工四陳弘
憲以12”38拿下，李創璿表示，因為現在半工
半讀，所以很久沒有運動了，藉由運動會來挑

戰自己，很開心能獲得這樣的成績。女子組共
有18人參加，第一名由統計三莊琇茹以13”63
三連霸，第二名為化材四劉語軒15”14，第三
名則是機電一袁芷淇以15”33奪下。

男、女200公尺計時賽
　加油，加油！競爭激烈的200公尺計時決賽
中，男子組共17人參加，由機電二林郁超以
24”06拔得頭籌，公行四李創璿以24”34奪下
銀牌，土木四莊諾亞25”46獲得銅牌。女子組
則有13人參加，第一名由財金一新血沈佳霓以
28”44成績奪下，同時刷新大會紀錄！沈佳霓
表示，她是田徑隊員，很感謝教練
平常嚴格的訓練和調整姿勢，自己
也很喜歡田徑運動，期許未來能繼
續努力。第二名由會計二郭亮吟以
32”42成績奪下，化材四劉語軒則
以32”57獲得第三名。

女子400公尺計時賽
　女子400公尺計時賽競爭十分激
烈，共有34人爭奪前6名，最後以
財金一沈佳霓以61”39壓倒性佳績
勇奪冠軍，更破了大會紀錄，亞軍
由西語四樂絲樂絲以76”84的成績

獲得，季軍則由英文四陳育汶以76”89的成
績取得。

男子1500公尺計時賽
　男子1500公尺計時賽，13位參賽者爭奪冠
軍，採計時決賽取前6名。最後由化材一吳奇
穎以4分58秒08的佳績力壓群雄，摘下冠軍。
航太二何威儀與國企二張開聞，分別以5分32
秒82和5分37秒77的成績獲得亞軍與季軍。

男、女400公尺接力賽
　400公尺接力計時賽，女子組21隊分成4
組，男子組共7隊分成2組競逐，女子組由英
文系以54”94的成績奪下冠軍，更新大會紀
錄；淡江大學A則以61”70獲得第二，羽球校
隊62”52位居第三。男子組方面，天文數字
以48”62成績力退群雄，機電系以49”45屈
居亞軍，季軍為校男籃的4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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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0隊參
賽取前6名，比賽分成2組，最後由校女籃以5
分12秒47奪冠，亞軍為校女排的5分22秒36，
季軍為管科系以5分23秒78奪下。最精彩的壓
軸好戲為男子4000公尺大隊接力計時賽，共
11隊分2組，取前六名，最後棒球隊以9分11
秒54稱王，籃球校隊以9分15秒32的成績拿下
亞軍，財金系以9分27秒56獲得第三名。

一個古風感覺，古裝的體驗很特別外，穿著古
裝在校園穿梭真的非常有趣，社團的表演也配

合著本次主題進行，希望未來的活動也能夠有
這些有趣的體驗。」

重拾青春的感覺，而本校足球隊隊員個個具備優秀的控球能力，令校
友們大為欣賞，並感嘆「再鋒利的刀都會有生鏽的一日。」

新生盃籃排冠軍出爐

自己老了也能像學長們一樣打起球來還是虎虎
生風！」他補充，「交流切磋後學長還招待我
們一起聚餐，和學長們一起吃飯、聯絡感情，
還幫我們一起慶祝生日，是很特別也很溫馨的
經驗，希望淡江男子排球隊這個大家庭的傳統
能夠一直延續下去！」

男排傳統 學長返校切磋球技

更正啟事
本報 1074 期「化材系暑期實習海報暨成果發
表」新聞中，系主任賴偉淇致詞感謝者應為化
學系王三郎老師。

「校友返校Homecoming Day」法式歡迎會由董事長張家宜(右三)將香檳裝滿杯塔揭開序幕 
（攝影／姜雅馨）

澳門校友會與本校足球隊友誼賽（攝影／林毅樺）

日文系獲女排冠軍，與獎盃開心合影（攝影／羅偉齊）

68週年校慶蛋捲節暨園遊會熱鬧展開，社團使出渾身解數表演（攝影／劉芷君）

校長葛煥昭為運動會鳴槍開幕（攝影／戴先怡）

「飛躍68」，參賽隊伍齊心挑戰（攝影／戴先怡）

跳高比賽，選手一躍過竿（攝影／麥麗雯）

男子賽跑，學生奮力競速（攝影／羅偉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