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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新聞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星期一
連偶像劇「星空下的童話」也特別至本
校取景，田中千繪、李國毅等藝人的出現
讓許多師生感到驚喜，爭相一睹明星
風采。（攝影／林奕宏）

蛋捲節星光閃閃 偶像劇取景
田中千繪吸睛
於7日舉行的蛋捲節氣氛熱絡，在
海報街表演折氣球的小丑帶來許多
歡笑。（攝影／張豪展）

淡江獨步全台

校慶運動會頂艷陽開跑
趣味競賽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校慶運動會
在艷陽高照的好天氣下，由熱鬧活潑的趣味
競賽揭開序幕，包括有「當我們黏在一起」
及「滾球樂」2項競賽，男子組由「排球隊」
兩度蟬聯雙料冠軍。女子組「當我們黏在一
起」由「排球隊」拿下冠軍，「滾球樂」由
去年奪冠的「女籃隊」再度蟬聯。
「當我們黏在一起」背對背夾球接力的過
程，挑戰選手的平衡感，也考驗團隊默契。
女子組部分，「排球隊」打破去年紀錄，以
1分45秒27拿下第1名，2、3名分別由「保險
系」、「女籃隊」獲得。因賽程安排「女排
隊」與男子組同時進行比賽，女排隊隊長教
科碩一郭雅婷開心地說：「為了和男生一決
高下，激起女排的鬥志，意外突破紀錄。」
男子組每隊皆卯足全力，競爭激烈，過程
中時有同學交棒跌倒，也有為求速度把黏在
一起的人抬著跑，令一旁的加油大隊笑聲連
連。「排球隊」以1分26秒97蟬聯冠軍， 2、3
名分別為「羽球隊」及「化材一A」。「排球
隊」隊員電機二江承澤說，每年都會報名趣
味競賽，已成為排球隊傳統。「想運動又想
賺獎金的團隊，可多參加這一年一度的運動
盛會。」
接著登場的「滾球樂」，參賽者七手八腳
滾著球，不畏大球捲起的滾滾飛沙，全力衝
刺，不少人被球追著跑，大球不時跑出比賽
場地，必須箭步將它滾回場內，場邊更是歡
呼聲不斷，齊喊「大球不要跑！」男子組部

女排隊
機電系學會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男、女子組
400公尺接力賽的選手在跑道上蓄勢待發，
槍聲鳴起選手奮力向前衝，場邊的觀眾也賣
力地加油，將現場熱血沸騰的氣氛炒到最高
點。女子組由「女子排球隊」，以59秒96摘下
第1名寶座。男子組由「機電系學會」以49秒
79奪得冠軍。
女子組部分，「女子排球校隊」突破去年
冠軍1分0秒19的成績，教科所碩一郭雅婷開
心地說：「這是我們第二次拿冠軍，而且是
原班人馬喔！我們參加了5項比賽，跑到腳都
軟了。但看到競爭對手跑在前頭，更加激發
我們超越他們的意志力。」「女籃隊B」以1
「滾球樂」趣味
十足，參賽者追
著球跑。（攝影
／林奕宏）
分，「排球隊」以1分48秒08拿下第1，「羽
球隊」屈居第2，第3名由「電機二B」獲
得。女子組由「女籃隊」以2分15秒25蟬聯冠
軍，「女排隊」獲得亞軍，第3名則為「保險
系」。女籃隊隊長中文三王意慈說，隊友秉
持相撲的精神，推著大球奮力向前，「籃球
隊平日運動量大，訓練出運球技巧與球感。
隊員皆熱衷體育，每人都報名多項運動競
賽，在這裡，我們賺到美好回憶！」

分02秒01居次，「資管二A」以1分03秒80得
到第3。「女籃隊B」隊長中文三王意慈說：
「為了賺獎金，大家都拼了！」
男子組部分，「企管一B」以50秒58居第
2名，而第3名則是由「男籃校隊」以50秒74
拿下。今年機電系學會抱著「雪恥」的心態
參加比賽，賽前一個月就開始緊鑼密鼓地練
習，不僅勇奪今年第1，更破了去年冠軍50秒
39的記錄。機電二王宏滿意地說：「感謝大
家對系學會的支持，這筆獎金要貢獻給系學
會。」他很有野心地說：「明年目標是5金，
我們一定要讓機電系發揚光大！」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男、女子組
1600公尺接力賽在火紅的太陽下，選手揮汗如
雨下展開，一旁熱血的啦啦隊緊張程度不亞於
場上選手。女子組由「女排隊A」以5分22秒
97拔得頭籌，男子組「機電系學會」以4分06
秒04勇奪冠軍。
女子組共7隊爭取前3名，以2組分賽。第1組
「女排隊B」以5分35秒87獲得分組第1。第2
組「女排隊A」以勢如破竹的氣勢，一路遙遙
領先，將其他參賽者狠狠甩在後頭，使落後隊
伍苦苦追趕，最後「女籃隊B」以5分42秒62
的成績飲恨，獲分組第2及總成績第3。「女排

隊A」隊長教科碩一鄭雅婷表示：「平常練習
都以跑四圈操場作暖身，所以覺得沒那麼累！
我們在多項比賽中都有獲勝，獎金將和大家一
起分享買新球鞋！」
男子組第2、3名分別為「男籃校隊」成績4
分17秒89、「資管一B」4分32秒93。比賽一
開始，「男籃隊」勇往直前跑在最前，但在第
2棒時「機電系學會」開始領先，甚至到第3棒
時距離開始拉開，逆轉得勝。「機電系學會」
隊員機電二馬佳弘賽後開心地說：「我們將強
棒排在第4個，策略成功。」

2000、4000公尺接力
在男、女子200公尺競賽中，男子組由王宏
以24秒35稱王，已連續兩年拿下冠軍的他表
示，在賽前一個月即加強跑步和體操訓練，
今年雖如願奪得冠軍，但他笑說︰「要再參
加打破學校紀錄！」
緊追在後的為企管一張晟豪和數學四莊仕
文，分別以25秒04和25秒59位居2、3名。第一
次參與大學運動會的張晟豪表示，平日以跑
步為興趣，「高中時都跑第1名耶，明年一定
要再來一較高下！」
女子組部分，各個選手的實力不相上下，
戰況激烈，最後由國貿碩二江珊羽以31秒84
奪得后冠，國貿四楊雅涵、資管二林漢婷分
別以32秒05和33秒02的成績分別拿下亞、季
軍。江珊羽表示，平常以排球隊練習跑步、
跳高及殺球，訓練肺活量、肌耐力及瞬間爆
發力，對比賽幫助不少，她感性地說：「這
可能是學生時期最後一次參加運動會，能拿
到冠軍真的很開心！」

業，疏於練習，以1分03秒66獲得亞軍；季軍
則是英文一嚴立成，成績1分04秒37。
男子組1500公尺競賽，在豔陽底下開跑，儘
管參賽選手的汗水不停的滴落、各個近乎耗
盡體力，但仍努力朝向終點邁進。經過長時
間的角逐，參賽者距離逐漸拉開，最後由教
政所碩一常硯鈞以4分41秒60，獲得第1。
一年一度的運動大賽，對常硯鈞來說，是
不可缺席的活動！他表示，自開學起，每天
早晚去操場練習，每次練跑長度達20公里之
遠。亞軍是獲得400公尺男子組第1名的企管三
陳建宏，西語四曾顥宸則以5分09秒08抱走季
軍。陳建宏在這場比賽中以5分06秒67的成績
輸給一同練跑的學長，他略顯失望地表示，
「可惜參加兩項賽程排得太過緊湊，導致體
能變差，下次要再來挑戰！」

師生盃排球、籃球錦標賽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師
生盃排球錦標賽」以及「師生盃籃球錦標賽」
於7日舉行決賽，排球賽由「資通四」贏得冠
軍；男籃、女籃分別由「政經一」、「語言
四」奪得。
排球賽冠亞軍決賽由「語言四」對上「資通
四」，兩支隊伍實力相當，呈現拉鋸戰，經過
激烈的攻防後，三戰兩勝制的第一場由「資通
四」拔得頭籌。第二場比賽一開場，沒有退路
的「語言四」便以一記強勁的殺球先馳得點，
並將氣勢帶起，取得第一波領先優勢。但「資
通四」沒有自亂陣腳，在主力球員的帶領下穩

大贏家

1600公尺接力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女子組2000、
男子組4000公尺大隊接力賽在汗水與熱情的加
油聲中展開。女子組在激烈競賽中，不時有選
手因急於求速而跌倒，但仍再度起身，跑完全
程，最後由「排羽網球隊」以5分27秒成績摘
冠。男子組參賽者在拼戰之餘，還有比賽隊伍
頭戴搞笑面具，樣子十分逗趣，其中「籃球
隊」發揮團隊默契，以9分13秒50奪得第1。
女子組部分，「女籃隊」以5分28秒29成績
屈居亞軍，第3名則由「經營決策系」拿下，

400、1500公尺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男、女子組
400公尺競賽的激烈競爭中，女子組由教科碩
一郭雅婷以1分11秒89二度蟬聯冠軍寶座，男
子組則由企管三陳建宏以57秒05奪得第一，雙
雙刷新去年紀錄。
一路遙遙領先的郭雅婷開心地表示，這次
運動會中參加許多項目，跑起來還滿辛苦
的，「沒想到卻意外突破去年紀錄。」歷史
二黃雍勻以1分18秒81的佳績抱回亞軍，教科
二吳冰雁則以1分20秒08成績拿下季軍。
男子組冠軍陳建宏跑完一圈，花不到一分
鐘，他欣慰地表示，一知道校慶有運動競
賽，就開始持續練習，「感謝田徑隊教練陳
天文的教導，使我能獲得好成績。」對於刷
新紀錄，陳建宏笑著說：「賽前持續一個月
晨跑，這是每天苦練的成果！」而去年曾拿
下冠軍的資管四賴奐文，這次因為學校課

片 高 掛
夢想摩天輪，及精
彩的嘉年華遊行皆殺死不少
底片。場上設置6個關卡的「蛋捲反斗
城」吸引最多同學，送出闖關成功者紀念傘約
1千餘支。玩「無醉釋放」遊戲的財金一徐振
傑表示，「轉了5圈頭很暈，都沒辦法走直線
了，雖然跌跌撞撞挑戰第2次才過關，但真的
很好玩。」甚至有女同學走完後，不禁跌在男
友的懷中，引起觀眾一陣討論。另外，「蛋
捲飛糕糕」也吸引許多同學與「淡江Happy
Birthday」招牌合照，以免費兌換杯子蛋糕。
學生會會長水環三陳聖致表示，照片將在明年
校慶，製成影片，「期待60週年蛋捲節，將一
連7天與全校同歡！」
為88水災祈福的「蛋捲Cheer U up」，夢想

摩天輪很快就掛滿木片，日文二劉昱蘭感性地
表示，看到熱鬧的校慶搭配貼心的祈福活動，
感覺很溫馨，淡江人都很有愛心。「阿霈」樂
團在蛋捲舞台表演時，同學在發放的氣球上寫
下願望，在主持人的號召下，倒數計時放開近
6百個氣球，頓時寫著「all high pass」、「我
要減肥」、「淡江星空一直閃亮」等願望的氣
球飄向天空，書卷廣場頓時色彩繽紛。

女聯會義賣 5元皮帶搶手

400公尺接力

100、200公尺
【記者陳頤華、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
男、女子組100公尺計時決賽，鳴槍後展開
激烈競爭，女子組由國貿四楊雅涵以14秒73
奪冠，男子組則由機電二王宏以12秒蟬聯冠
軍。
楊雅涵說：「歸功於平日系籃體能訓練爆
發力，站在起跑點時，真的很緊張。」她表
示，兩年前參與100公尺競賽即獲冠軍，在
大三出國回來後，抱著志在參加的心態。
她謙虛地說：「很驚訝自己會再度跑出好
成績！」資管二郭佩菁以14秒77些微差距居
次、資管二林漢婷成績15秒18，獲得第3名。
男子組部分，決策二吳承翰以12秒04飲恨
居次，物理一張士庭以12秒17緊追在後得第
3。面對男子組的激烈賽況，王宏表示，平時
就做體能訓練，每週固定抽空跑步2到3次。
「會得名是理所當然啦！」對於連續兩年奪
冠，他感謝好友的支持與打氣，「要把獎金
回饋給為我加油的啦啦隊！」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熱鬧滾滾的第
7屆校慶蛋捲節於7日登場，學生會工作人員扮
成小精靈歡樂起舞，為蛋捲節揭開序幕，緊接
著由競技啦啦隊帶來刺激、活力有幹勁的表
演，海報街及書卷廣場皆洋溢著青春的氣息。
華視偶像劇「星空下的童話」也特別至本校取
景，劇中的男、女主角李國毅、田中千繪以及
女配角賴雅妍現身，令許多師生及民眾駐足、
流連，連校長張家宜也特別與演員合影留念，
為蛋捲節掀起一波高潮。
在書卷廣場上演的華視偶像劇「星空下的童
話」，台下同學幫忙拿海報、尖叫聲不斷，尤
其田中千繪被砸到雞蛋的那一幕，更是尖叫連
連，為校慶增添熱鬧有趣的場景。
蛋捲節活動除了有園遊會、闖關遊戲、藝
人表演舞台，還有街頭藝人的表演、祈福木

紮穩打一分一分的追，逐漸奪回領先的位置，
終場奪得冠軍獎盃。
男籃方面，「政經一」與「資通四」上半場
打得難分難解，比賽剩下1分鐘，兩隊比分相
差不遠時，「政經一」以1分之差氣走「資通
四」拿下冠軍。政經一隊長吳信隆表示，籃球
隊就像是個大家庭，儘管在場上相互較勁，但
下了場大家仍是感情融洽的好戰友。女籃方
面，上半場結束時，「語言四」領先「旅遊
一」，下半場「語言四」出現些許失誤，讓
「旅遊一」趁勢將比數拉近，但最後仍不敵
「語言四」，以些微差距敗北。

成績為5分44秒35。冠軍隊伍由排、羽、網球
校隊組成，賽中幾次因太賣力而跌倒，隊員發
揮團隊精神，急起直追。隊員國貿二陳昕妤開
心地說：「賽中雖在接棒時跌倒，但不影響想
奪冠的心情！」亞軍為去年冠軍「女籃隊」，
女籃隊隊長中文三王意慈表示，今年因有隊員
受傷，加上團隊默契不足，「但我們不放棄，
明年一定要把冠軍拿回來！」季軍為「經營決
策系」，決策二黃彥綺表示，今年的隊伍由各
年級學生組成，雖然沒有太多練習時間，但
是大家發揮團隊精神，「在途中被
超前幾次，更加激發我們輸人不輸
陣，逆轉勝的精神！」
男子組部分，第2、3名分別為
「足球隊」，成績9分28秒97、「物
理系」，成績9分36秒57。一旁的
啦啦隊歡呼聲更是激烈，隊伍開跑
觀眾歡呼加油不絕於耳，激戰中，
「航太四A」有隊員戴上搞笑面
具，拼命奔跑，令圍觀同學哈哈大
笑，頓時緊張的競賽情緒，舒緩不
少。隊員土木二陳信安說，這個idea
是看到文創中心壽桃人後發想出來
的，原本只是玩笑，沒想到引起熱
烈討論。對於沒有得名，陳信安笑
說，「就當作是在運動，大家開心
就好啦！」冠軍隊伍「籃球校隊」
速度驚人，一路領先直衝終點，領
獎時隊員也興奮地大聲歡呼。籃球
校隊隊員化材四吳柏毅說，「隊員
有參加他項比賽，雖然累翻了，但
仍竭盡全力，才能得第1，所得獎金
會歸於校隊。」
為贏得冠軍，隊員們一棒接一
棒，全力衝刺。（攝影／劉瀚之）

跳遠
【記者林姍亭、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炙熱
的陽光，塵土飛揚的賽場，沒有影響跳遠選手
們奪冠的企圖，他們飛也似地奮力一躍，只為
有好成績。男、女子組紛紛以新生之姿打敗各
路好手，分別由資工一謝珮華、企管一楊宗衛
雙雙打破去年冠軍紀錄封后稱王。
女子組第1名謝珮華表現不俗，以4米11的成
績刷新去年冠軍紀錄，第2名由在女子組400公
尺競賽中拿下冠軍的教科碩一郭雅婷，以3米
84獲得。公行二林虹吟以3米64緊追在後。謝
珮華表示，每一次的試跳都抱持全力以赴的心
情，這次能奪冠很開心，「希望明年能破大會
紀錄！」
男子組部分，比賽開始選手們都卯足全力、

竭盡所能的往前飛躍，有的像隻展翅高飛的鳥
兒般，以完美姿態落地，有的則狼狽的跌入沙
地。雖然汗水與泥沙浸透了選手們的衣服，但
參賽者仍抱持著運動家不服輸的精神，接受一
輪一輪的挑戰。楊宗衛締造5米84的佳績奪得
冠軍，高中曾得過跳遠冠軍，雖是新生實力仍
不容小覷，以黑馬姿態擊敗眾多好手，他謙虛
地說：「可能是參加系籃隊，所以保有好體
能。」機電二馬佳弘、王冠智，則以5米46、5
米35的成績，分居2、3名。馬佳弘表示，平常
自己有打籃球的習慣，故較有爆發力，今年因
才剛跑完200公尺就接著比跳遠，有點腳軟，
但不服輸的他笑著說：「相信再練習，明年一
定可以得第1！」

全民拚經濟兼做公益！女教職員聯誼
會於9、10兩日在B302A舉辦二手衣義賣，物美價廉，吸引大批教職
員生搶購，今年共募得85,964元。義賣物品中，一條5元的皮帶最搶
手，價格超便宜，且各種樣式應有盡有，好多人一買就是2、3條。
義賣首日中午人潮絡繹不絕，各個滿心期待來選購，拿著衣服在鏡
前不斷比試，有些甚至在攤位旁就迫不及待地試穿起來，最後，一
個個帶著戰利品和滿足的笑容離開。機電系組員江金蕙說：「如果
明年還有機會，希望女聯會可以在物品捐贈截止前提醒一下，我也
希望能捐贈衣物，盡一份心力。」這次捐贈衣物最多的資訊中心數
位設計組組長李淑華表示，義賣讓她趁機整理了過去的衣物，也讓
大家互相交流，順便做公益，雖然割捨心愛的衣物有點心痛，但是
很高興別人能喜歡她的衣服。（文／張莘慈、攝影／劉瀚之）

高空彈跳太刺激 同學腿軟
高空彈跳絕響就
在今年！由課外活
動輔導組主辦，樸
毅志工社承辦，59
校慶系列活動「突
破自我YOU JUMP，
I JUMP」第五屆高
空彈跳於6日在溜
冰場開跳，15層樓
高的雲梯吸引50位膽子大的人前往挑戰！除了追求一剎那的刺激，樸
毅志工社指導老師江夙冠表示：「我們想要強調生命教育，跳下來後
會感覺到：『活著真好。』」江夙冠親身示範，第一個挑戰，揭開
序幕。同學有面目猙獰、笑得合不攏嘴、或緊抱抱枕等千奇百怪的表
情，緊張中增添許多趣味性。統計四王怡方因不敢跳，由教練順手一
推，在體驗生死一瞬間後，她表示：「真的要開始好好唸書了！」也
有女同學大喊：「跳下來我就跟你在一起。」英文碩一何珮瑜回到地
面後腿軟，但興奮地表示：「大學龜了四年，今年就告訴自己一定要
參加。」得知此次為最後一屆高空彈跳，她失望地說：「希望可以再
辦，我一定會再來！」（文／余孟珊、攝影／林奕宏）

鉛球
【記者林姍亭、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在豔陽高照下，今年鉛球比賽推
出好成績，女子組冠軍由中文三王意慈蟬聯冠軍，不僅以9米89刷新自己的
成績，也打破大會紀錄！男子組由電機二蔣捷生以成績11米96勇奪冠軍。
參賽選手各個老神在在，勢在必得，女子組部分，王意慈與亞洲所碩二
李逸玲分別以9米89和9米15佳績，雙雙打破本校9米03的紀錄！王意慈曾在
高中拿下鉛球比賽冠軍，也奪下去年鉛球第1，對於破紀錄，她驚呼︰「好
意外！朋友告知才曉得破紀錄耶！」但覺得自己表現的還可以更理想，希
望明年可以完全發揮。受到老師鼓勵參賽的李逸玲也直呼︰「我只是一心
想把球推好！」也曾是高中鉛球冠軍的第3名企管一耿巧昀以9米03的成績
與校運紀錄齊分，直說比賽真的很激烈，但對於和校運紀錄同分感到相當
驚訝︰「不過成績有進步就好，明年一定會再參賽！」
男子組鉛球比賽成績出現大風吹，由蔣捷生力排群雄，以11米96成績稱
霸，勇奪冠軍寶座，航太二朱弘育以10米83居次，去年冠軍物理三林侁彥
10米75退居第3。平日會到重量訓練室練習的蔣捷生，這次以些微差距未能
破校運紀錄，他表示，能拿下冠軍有點意外，對於破紀錄，他笑說：「明
年一定會參賽！」而平常以競技啦啦訓練肌臂力的林侁彥說︰「接下來要
一定要好好練習，明年再來分高下！」朱弘育打趣地說：「早知道就不約
蔣捷生一起參賽，冠軍就是我的了，真是失策！」

跳高
【記者林姍亭、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跳高比賽的選手們以跨越、背越
式等姿態躍上天空，一旁觀賽的加油團，也盡力抓住瞬間，按下快門。化
學三李峻旭以完美的背越式跳躍，跳出1米70的亮眼佳績打敗群雄，勇奪男
子組冠軍；日文四黃雅琳，第1次就成功跳出1米25的成績，摘下后冠。
去今屈居亞軍，今年勇奪冠軍的李峻旭，比賽時的神情，隨著跳竿的升
高愈加專注，他以豐富的比賽經驗加上身高優勢奪冠，李峻旭表示，今年
是他第三年參加跳高比賽，第一次參加得第3名，去年亞軍，這次奪冠，真
的非常開心！「明年一定會再來參加，希望下次化學系可以包辦前3名！」
2 、3名分別為化學三楊詔帷、電機四許明翰。
女子組跳高，女排隊隊友發揮團隊精神，在一旁加油助陣，「腳抬高一
點」、「助跑快些」等提點聲，此起彼落，最後一輪，黃雅琳挑戰1米28的
高度，並未成功，但雖敗猶榮，與同為女排隊的法文碩四宋宥臻、公行二
林雪苓，分列前3名。黃雅琳表示，原本參加比賽只是好玩，「沒想到得第
1。」宋宥臻去年以1米30的成績奪冠，今年雖退步，她仍很有風度的恭喜
學妹，高興地說：「這是我在淡江最後一年，得獎是很好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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