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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繽紛樂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星期一

書卷點燈賀校慶
潘裕文 韋禮安
high歌蛋捲節

絲竹滿園 管弦樂嘉年華輪番演出

校慶當天，舉辦蛋捲嘉年華，學
生樂翻天。︵攝影／黃立欣︶

【記者王鈺、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60週年校慶，校園
無處不聞絲竹聲！6日下午除了學生活動中心舉
行管弦樂團演奏音樂會，月亮咬一口前則有充
滿爵士風情的大學慶典─「三校桃李展現爵士
風華」音樂饗宴。
學生活動中心由淡水管弦樂團擔綱演出，
邀請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李珮瑜及干
詠穎講解演奏曲目並吹奏雙簧管。音樂會在
陳廷輝及陳順發兩位指揮家輪番指揮下，由＜大學慶典
序曲＞揭開序幕，其他演奏曲目包括＜歌劇魅影＞、電影
《真善美》的插曲及配樂等，最後演奏閩南語歌曲，請來3
位女高音演唱＜流浪到淡水＞、＜望春風＞等膾炙人口的
歌曲，一曲歌畢，聽眾意猶未盡，3位女高音應要求，歌聲
再起，現場聽眾熱烈的掌聲不絕於耳。
「三校桃李展現爵士風華」邀請本校校友管樂團、金山
高中校友管樂團、長庚大學校友管樂團及B52長笛中隊接
力演出，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
任彭春陽皆到場致辭勉勵，並致贈感謝狀予演出團隊。
由土木系校友李舒程、英文系校友曾琪晶演唱，本校
校友管樂團伴奏的迪士尼動畫《美女與野獸》主題曲＜
Beauty and the beast＞，將活動帶入高潮。金山高中校友
管樂團也帶來經典慶典樂曲＜八木節＞，為本校60歲生
日獻上祝福。4樂團共演出10首經典歌曲，以嘉年華式
的熱鬧風格呈現，陪伴聽眾度過歡樂的下午時光。興之
所至，高柏園及彭春陽兩人還高聲合唱校歌，曲畢觀眾給
予熱烈歡呼。（攝影／王家宜）

智多星爭霸 經濟特區封達人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6萬塊與
iPhone 4究竟獎落誰家？「淡江達人、挑戰
60」－智多星爭霸賽決賽於校慶當日盛大舉
行，共16組隊伍參與決賽，經過兩部分的賽
程後，由「經濟特區」奪冠，並獲得6萬元獎
金！校長張家宜也到場觀賽，她表示，經由智
多星比賽，大家可以更了解淡江，重要的是能
藉此活動，徹底發揮淡江人的團隊精神。
決賽題目多元，包括大傳系校友劉中薇、大
學城美食香豆富等都入題，奪冠的「經濟特
區」隊長經濟四吳權倫表
示，關鍵題目是文錙藝術
中心副主任張炳煌的作
品《鳶飛魚躍》，「我
們經過體育館課外組旁

出口時，還特別仔細看了那幅作品，沒想到在
搶答題就出現了，我們因此拉開比數。」
第2、3名由延長賽決勝負，第2名為「我愛
你、你愛他、他愛她」隊，獲獎金3萬元，
圖書館職員組成的「2G」隊獲得第3名，獎
金1萬元；當日由觀眾選出的最佳人氣獎由
「LDS」隊獲得；現場也頒發搜題活動前3
名，依序為課務組編纂單文暄、化材四蒲清
華、國企三連胤伯。
此外，抽獎活動也讓人心跳加速，最大獎
iPhone4由航太四洪福慶獲得，他難掩興奮地
說：「前幾天去求籤，上面寫著『鴻會開』，
結果今天真的抽到iPhone4，真的超幸
運！」

聲
美
傳
唱
獻
群星
奇
煌
蕭
仲
盧廣
高潮
掀
歌
歌手郭靜（左）、施孝榮（中）、蕭煌奇（右）參加本
那校那
校校慶演唱會，忘情高歌。（攝影／梁琮閔、黃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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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招牌的動
傳系校友馬念先接力演唱，台下觀眾忘情、聲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5日下午5時30

分一到，人潮大量湧進活動中心，原來，眾
所矚目的60週年校慶演唱會「那人、那校、那
歌，美聲傳揚」終於開唱了，每位入場的觀眾
臉上都洋溢著藏不住的喜悅。
首先由熱舞社幽默有趣的舞蹈炒熱現場，主
持人為合作經濟學系（現為產經系）校友卜學
亮，風趣的主持風格讓現場氣氛毫無冷場。接
著登場的國際沙畫大師莊明達，將60週年校慶
的logo、書卷廣場、宮燈大道、驚聲銅像等畫
得出神入化，現場觀眾嘖嘖稱奇，驚呼連連！
金曲歌王蕭煌奇，演唱＜你是我的眼＞、＜
阿嬤的話＞等動人歌曲，台下觀眾如癡如醉。
民國71年畢業的校友施孝榮演唱懷舊民歌，並
邀請課外組組長曲冠勇上台一同演唱＜拜訪
春天＞，現場宛如回到70年代民歌時
期。接著由氣質清新的郭
靜、詼諧幽默的大

嘶力竭地為喜愛的歌手尖叫。小旺福團員將輕
鬆舒服的音樂帶給觀眾，吉他手小民說：「說
到民歌找我就對了，因為小朋友都叫我『民
哥』」，逗得全場哈哈大笑。
晚會在壓軸盧廣仲演唱＜Oh！Yeah！＞
時掀起高潮，台下無一不齊聲大喊「oh
yeah！」，會中盧廣仲提到：「站在這舞
台上唱歌很多次，總記得第一次是金韶獎
比賽的時候」。演唱會最後，卜學亮還
應觀眾要求演唱一小段＜子曰＞，讓全
場又陷入瘋狂，將演唱會在歡樂的氣氛
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第一個進場的國企一王群淯說：「12
點就來排，看完覺得排隊的辛苦很值
得。」資工一林子傑說：「很喜歡盧廣
仲，除了吉他彈得出神入化，同一首歌，
每次演唱都很有創意地用不同方式呈現。」

作、迷人的歌
聲，讓歌迷為之瘋
狂。（攝影／梁琮
閔）

學生參加5日舉辦的「那人、那校、那
歌，美聲傳揚」演唱會，看到喜愛的歌
手，忍不住尖叫。（攝影／梁琮閔）

400公尺

視障生60M跑走競賽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校慶運動會
打頭陣的比賽是今年增設的盲生60公尺跑走競
賽，共10隊參加，每位視障生各由1位帶引人
協助，兩人手中拉著短繩一同跑，「砰！」一
聲，參賽者各個拚命往前衝，競爭激烈！前3
名依序為歷史一蘇照棠，成績9秒36、歷史二
鍾佳良，成績10秒13、中文一巫文傑，成績10
秒20。
蘇照棠說：「這個比賽讓我們有機會參與校
內活動，我平常就有跑步的習慣，加上和帶
引人的練習過程很順利，所以拿第1名並不意
外。」巫文傑也說：「要和帶引人培養默契不
容易，但這活動讓大家知道我們和一般人一樣
可以做很多事，只是方法不同而已。」巫文傑
的帶引人資管四黃靖翔表示：「參與之後更了
解視障生，也從他們身上學習到了那份堅強與
開朗。」

100、200公尺
【記者王鈺、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男、女
子100公尺計時決賽，鳴槍後展開激烈競賽，
女子組由「女籃隊」理學院學士一林玟君以14
秒91摘冠，男子組由決策三吳承翰以11秒95拿
下第1名。200公尺則分別由企管四陳建宏以25
秒60稱王、資管一張喬閔以31秒94封后。
女子組每位參賽者發揮娘子軍精神，全力衝
刺互不相讓，最後由林玟君首先衝進終點線，
她表示，「平時在籃球隊所接受的體能訓練，
為我的比賽打下良好基礎。」「女籃隊」電機
一許子涵以14秒98居次，資工一李佩臻則以15
秒21獲得季軍。男子組冠軍吳承翰去年以12秒
04居次，今年終於拿下冠軍。他表示，前2年
都只拿下第2名，今年終於揚眉吐氣，非常開
心。「男羽隊」財金三張柏陽以12秒32拿下亞
軍，航太一黃嵩權以12秒35拿下季軍。
200公尺比賽，陳建宏表示，平常都有練習
400及800公尺，而這次報名200公尺是為了測
驗自己，不過對成績並不滿意，因為校慶前一
天還參加全國大專田徑賽，所以體力不濟影響
成績。去年拿下男子組200公尺及100公尺冠軍
的機電三王宏以25秒63飲恨居次，企管二張晟
豪第3名，成績26秒13。女子組張喬閔表示，
平常是以打籃球練體力，第一年參加就拿下第
1名，很開心！明年希望拿下更多獎項。第2名
為資管三林漢婷、第3名為歷史三黃雍勻。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
報導】400公尺計時賽，
女子組由「跆拳道社」歷
史三黃雍勻以1分12秒22奪
冠，亞、季軍分別為資管三
林漢婷，成績1分14秒06；
「女籃隊」經濟一陳昱菁，成
績1分14秒42。黃雍勻笑著說：
「報名最後一天才登記，差一
點就沒辦法參賽了。」
男子組由田徑好手企管四陳建
宏以56秒24蟬聯第1，水環系碩一
蔡尚嘉以59秒32拿到亞軍，季軍為
企管二張晟豪，成績1分0秒68。陳
建宏笑著說：「淡江『60』是一個
很
具紀念意義的數字，很高興能在大學
生涯的最後一年參加這個活動，增添不一樣的
回憶。」對陳建宏來說，今天是情緒交雜的一
天，也是今年校慶宣誓代表的他，早上宣誓時
出了點小差錯。而到了下午的200公尺個人賽
及400公尺個人賽卻得到雙金的成績。

800、1500公尺
【記者莊旻嬑、王鈺淡水校園報導】女子
組800公尺計時比賽，由「女籃隊」資傳一黃
士瑄以3分00秒35奪冠；第2名為「跆拳道社」
教科三吳冰雁，以3分04秒60緊追在後；第3名
為德文一姜孟辰，以3分09秒23的成績抱回。
黃士瑄說，雖然事前沒有準備，但因高中跑過
1500公尺，所以體力還算不錯，「下次會再拿
第1！」吳冰雁表示，當時心中想著待會緊接
著的團體賽，所以沒聽到後面的腳步聲已經追
上，不過能突破自己的記錄，她依然感到開
心。
男子組1500公尺計時賽，由教政所碩二常硯
鈞以4分44秒26奪冠。常硯鈞繼去年以4分41秒
60拿下冠軍之後，今年再度拔得頭籌。身為田
徑隊隊員，賽前密集跑步訓練是他獲得冠軍的
關鍵，但他表示，今年秒數較去年慢，還得再
加油。水環所碩一蔡尚嘉以4分52秒98獲得亞
軍；航太二江文淵以5分5秒79拿下季軍。

跳高
【記者莊旻嬑、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跳高
比賽，女子組由經濟一張禎芸以1米15奪冠、
第2名有兩人並列，分別為資工一戴妤庭及
「女籃隊」公行三林雪苓，成績為1米10。男
子組化學四楊詔帷以漂亮的背越勢，躍過不斷
升起的跳高桿，最後以1米60稱王；2、3名分
別由化學四李峻旭及化學三陳俋辰拿下。
比賽時因細雨不斷、場地濕滑，讓許多選手
在跳躍時不慎滑倒，不過場邊熱情的加油聲，
提振了他們的士氣、克服心中恐懼，盡力到最
後一刻。張禎芸表示，上大學後比較沒有時間
練習，所以雖然奪冠，但成績並沒有很理想，
加上看到有人滑倒，讓心情有些緊張。但她笑
著說：「下次會更努力！還要再參加！」楊詔
帷雖未帶親友團或啦啦隊來助陣，但漂亮的姿
勢令在場及路過的觀眾驚呼掌聲不斷！一雪去
年居次之恥，楊詔帷說：「其實表現有失水

準，會再加緊練習！」

跳遠
【記者黃雅雯、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跳遠
比賽，男子組由企管二楊宗衛以5米48稱王，
蟬聯冠軍。亞、季軍分別由「競技啦啦隊」機
電三馬佳弘5米17、決策四林哲毅4米99奪得。
楊宗衛笑著說：「很開心能再次奪冠。雖然因
為暖身做得不夠，成績退步了一點，不過明年
我會更努力。」
女子組部分，「女籃隊」資工二謝珮華以
4米28拿下冠軍。遠超越其他對手的成績，令
在場啦啦隊掌聲、尖叫聲不斷！第2、3名分別
為「跆拳道社」水環四柯宜汶，成績3米79；
「女排隊」教科所碩二郭雅婷，成績3米67。
一個禮拜至少接受6~8小時重訓的謝珮華，認
為得獎的關鍵是「筋力的訓練」，她說：「得
冠很開心，但仍希望能破紀錄。」

鉛球
【記者李冠賢、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男
子組鉛球，由去年第3名的「競技啦啦隊」物
理四林侁彥雪恥，以10米94稱王；女子組則由
「女籃隊」中文四王意慈拔得頭籌，連續3年
都參加鉛球比賽的她，已蟬連2次冠軍，今年
又以10米24的佳績，再度破了全校紀錄。
林侁彥在預賽時即一路領先，他表示，平常
競技啦啦隊練習時需要將人舉起，所以對臂力
訓練有一定的程度，而且這樣的動作與丟擲鉛
球有些相似，故丟擲鉛球時較顯輕鬆。經濟一
黃傑楷以8米53居次，產經四李冠威則以8米11
獲得第3。王意慈感慨地說：「這是最後一次
參加運動會了，很高興能再創下好紀錄。」她
大方地教導參賽的同伴，並分享得勝秘訣，
「筋力的連貫很重要。」第2名由「女排隊」
亞洲所碩專三李逸玲以8米27獲得，第3名為企
管二耿巧昀，成績8米07。

400公尺接力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女子組400公
尺接力賽由「資管系B隊」以1分02秒20奪冠，
「跆拳道社」以些微之差的成績1分02秒65奪
得第2名；第3名由「女排隊」以成績1分04秒
54抱回。冠軍隊隊員資管三郭佩菁說：「去年
第3名，今年第1，我們贏了去年的自己！」不
過最後一棒的時候差點被追過去，超緊張的！
男子組400公尺接力賽由「企管二B」以50秒
稱霸，「男籃隊」以51秒45獲得第2名，第3名
為「決策系」，成績51秒59。「企管二B」隊
員企管二陳仰智開心地表示，去年第2名，今
年終於靠團隊精神獲得冠軍！「男籃隊」隊員
建築四洪宗翊說，男籃隊平常對基本動作的訓
練就很扎實，「對跑400公尺的態度就像打籃
球一樣認真。」

1600公尺接力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男、女子組1600
公尺接力賽在細雨綿綿之下展開，選手們完全
不受壞天氣的影響，整個賽程充滿熱情。女子
組「女籃A隊」一開始便遙遙領先，讓其他參
賽者拚命追趕，以5分18秒56封后，男子組由
「競技啦啦隊」以4分09秒40稱王。

「女籃A隊」隊員土木四王宇君開心地說：
「終於打破去年拿第3名的紀錄。平時籃球隊
所做的訓練為我們打下良好的基礎。」「女籃
B隊」以5分24秒58拿下亞軍；「女排隊」以5
分32秒77拿下季軍。男子組則發揮熱血沸騰的
精神，看似沉默寡言的選手上場時判若兩人，
臉上充滿殺氣地只管向前衝。「競技啦啦隊」
隊員機電三田方儒表示，很高興奪下冠軍，很
有榮譽感。「資管二B」以4分19秒64奪得亞
軍；「男籃隊」則以4分23秒26拿下季軍。

2000、4000公尺接力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女子組2000公
尺、男子組4000公尺大隊接力賽在觀眾的熱情
加油聲中熱烈展開！女子組由「女籃隊」以
5分19秒82拔得頭籌，男子組則由「建築系」
以9分19秒74奪冠。激烈的競賽中，有選手跌
倒、拉傷，但他們仍堅持跑完全程，展現運動
員的精神。
女子組部分，「女排羽隊」以5分35秒69屈
居亞軍，季軍為「公行系」，成績為5分58秒
03。冠軍「女籃隊」為去年亞軍，今年把冠軍
拿回來，隊長土木四陳佳琪說：「今年換了一
批新血，藉由平日訓練讓大家默契愈來愈好。
比賽前早已擬好戰略，根據選手的所長分配棒
次的順序，雪恥勝利的感覺真令人開心。」
男子組部分，第2、3名分別為「男籃隊」，
成績9分31秒23；「男棒羽隊」，成績9分39秒
22。冠軍隊「建築系」一開始就遙遙領先，速
度驚人地直衝終點。系上同學將近40人來加
油，還特別帶了自己設計的特大號拇指「精神
支柱」，拇指上標記著Facebook的F字樣，「這
是想跟大家說，看見建築系一定要按讚。」全
身纏滿彩帶的建築三施博堯興奮地表示，對於
跑步的態度就像
設計一樣，有
衝勁、有熱
情，不管是
否參賽，
系 上 好
多 人 都
來 歡 呼
加油，「團
結一心！就是
要按讚！」

電機三林鈺為參加校慶運動會鉛球
賽，使出渾身解數，全力以赴﹁拚
了﹂。︵攝影／梁琮閔︶

【記者梁凱雯、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校
慶運動會趣味競賽項目包括「拼出六十」及
「手忙腳亂」，雖然當天飄著綿綿細雨，操
場泥濘，但是為了獎金，參賽者無不使出渾
身解數「拚了！」
「拼出六十」將校慶3種LOGO圖案，各
裁成9等份，由參賽隊伍抽出LOGO；每隊10
人，前9位隨機各取1片放至拼圖區，由第10
位同學拼出正確圖案，速度最快者獲勝。
女子組由「女籃隊」以1分49秒49奪魁，隊
員電機一許子涵表示，除了速度要快以外，
一開始拼圖的位置擺放很重要，「這是我們
獲勝的關鍵！」「男排隊」則以1分20秒42勇
奪男子組冠軍，隊員電機三江承澤表示，拼
出六十的規則很簡單明瞭，「如果明年還有
類似的趣味競賽，我一定會再參加！」
「手忙腳亂」採兩人三腳的方式，一人單
手持籃球、一人手持放有網球的羽球拍來回
折返，需絕佳平衡感與默契。女子組共16隊
報名，前3名依序為「女排隊」2分18秒46、
「網球班（三-34）」2分32秒98、「女籃
隊」2分41秒71。蟬聯2屆趣味競賽冠軍的女
排隊隊長教科碩二郭雅婷說：「超開心！」
去年也是第1名，但今年的遊戲內容更豐富，
難度也提升不少，「很好玩呦！」
男子組共7隊參賽，由棒球校隊及羽球校
隊組成的「男棒羽隊」獲得冠軍，成績2分03
秒92。「男棒羽隊」隊員電機三林鈺為興奮
地大喊：「太棒了！」他打趣地說：「趣味
競賽是校慶最好賺的活動！」第2、3名則由
「企一C」隊和「男排隊」獲得。

天空，象徵對淡江無盡的祝福。
「蛋捲藝式街」的默劇表演、棉花糖秀
吸引大批人潮圍觀，造型氣球秀讓孩子們
愛不釋手；「蛋捲玩國」的闖關遊戲五花
八門，其中「淡海爭霸」，讓同學印象深
刻，統計二林芸亘直呼：「原本應該是用
棒球丟向九宮格的遊戲，竟改成用衛生
紙、拖鞋等奇怪的東西，覺得好有趣、好
有創意。」
統計二陳品維說：「以往參加其他學校
的校慶，逛完一圈就感到疲累，但今天玩
了一天，還是有種悠閒又意猶未盡的放鬆
感。」資傳二費于柔說，學校為了60週年
校慶用心準備一系列的活動，很幸運能恭
逢其盛，碰到淡江60歲生日。

陳建宏200、400計時賽 女籃隊1600、2000接力 喜獲雙金

660學生大會舞揭校慶

蟬聯趣味賽冠軍
女排隊：超開心！

座金鐘獎的銀保系（現為保險系）校友張
翰揚主持，他表示，自73年畢業後，第一
次回來就參與這樣盛大的活動並擔任主持
人，興奮的心情溢於言表。儀式最後由舞
研社以動感狂野的舞蹈為學校獻上最熱烈
的祝福。舞研社社長電機三王辰修表示，
希望樹上的燈不要馬上拆除，寒冷的冬天
需要多點光，讓校慶活動的氣氛延續更
久、讓校園有更多溫暖、感動的感覺。
校慶當天更是熱鬧非凡，蛋捲節一系列
活動讓師生陷入狂歡，「蛋捲星樂園」包
括由各社團表演、淡江之聲及學生會合辦
的「卡拉吧！蛋捲」歌唱決賽，以及由棉
花糖樂團、Bii、潘裕文及韋禮安演唱多首
high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高潮。活動最後
進入倒數，「5 4 3 2 1」氣球冉冉升起布滿

雨中披戰袍 校運會健兒無畏向前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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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60週年校慶運
動會在青春洋溢、充滿活力的大會舞中登
場！舞蹈融合有氧、太極及武術，展現力與
美，搭配的音樂為貝多芬的交響曲及流行音
樂組曲，象徵學校「緬懷過去，展望未來」
的精神。大會舞最後由660位學生排出「TKU
60」，祝賀學校生日快樂。接下來表演的跆
拳道由500位學生共同演出，開場便以磅礴的
氣勢、整齊劃一的動作震懾全場；另有一系
列的防身術、跆拳有氧、擊破等表演，高潮
不斷、目不暇給。開幕典禮最後邀請師長及
貴賓一同拉響砲，繽紛的彩帶在空中飛舞，
正式揭開校慶運動會的序幕。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從倒數點
燈的屏氣凝息，到冷光煙火出現後的大聲
歡呼，漆黑的天空頓時有了光芒，書卷雕
塑被LED燈照射得五光十色；音樂響起，
大家齊唱生日快樂；雕塑旁的凱旋門投影
淡江老照片，帶領著大家走過歷史迎向未
來。這是「傳燈傳心點燈儀式」，於5日
晚間在書卷廣場舉行，校長張家宜、學術
副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等親臨
點燈儀式。張校長說：「回顧以前，瞻望
未來，淡江壯麗，名揚國際。」高柏園表
示，在燈點起時，希望所有人看見夜
晚
的 淡 江也和上午一樣充滿活力
與朝氣。
開場由
曾獲10

由學生會主辦的校慶蛋捲節，邀請知名歌手潘
裕文高歌獻唱，讓歌迷們為之瘋狂，也為60週
年校慶掀起另一陣旋風。（攝影／梁琮閔）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4 distinct campuses

803-2.indd

1

2010/11/12

下午 05:50: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