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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三顧晉：不管穿多少件衣服，都像在裸奔！

全國跆拳道錦標賽 本校奪女子黑帶團體冠軍
第一場比賽讓我非常緊張，腦中想著衝就對
了，拿到銅牌，達到自己的目標覺得很開心，
「就算練得全身都是傷，也要繼續練下去！學
習跆拳道讓我能保護自己也能保護別人。」
對練男子組部分，跆拳道校隊男隊長公行三
黃偉濤獲得一般男子黑帶組羽量級第2名，他表
示，這是他晉級為黑帶的第一場比賽，非常緊
張，打冠亞軍時，前幾回合分數都領先，之後
卻沒把握優勢，趕著挽救失分而急於攻擊造成
失誤，後半場變換戰術的對手，甚至將黃偉濤
打到嘴巴流血縫了5針，對於沒得到第1名，他
直呼可惜。
品勢組部分，獲得黑帶C組第3名的公行二游
翔茹認為，品勢組和對練組最大的不同是動態
與靜態的分別，攻防理論的演練，同時也是力
與美的呈現，對同一種動作的熟練度很重要，
她表示，這次比賽並沒有達到自己的標準，希

望下次能得到更好的名次。另外，獲得藍帶E
組第2名的俄文二鄒宛庭說，品勢組需要很好的
基礎，要能控制打出來的頓點，才會有美的型
態出現，「沒氣勢，你就輸了！」
體育室助理教授暨跆拳道校隊指導老師王元
聖謙虛表示，這次表現並不如預期的好，之後
會看賽程的錄影，調整及修正技巧，做更多的
體能訓練讓選手們有更好的體力應戰。同時他
也勉勵本校選手們，每天的練習雖然辛苦，但
希望他們在辛苦中成長並留下美麗的回憶。獲
得一般女子黑帶組輕量級第2名的水環四柯宜汶
表示，之前就一直以楊淑君為榜樣，看見她親
臨現場真是令人又驚又喜，「她的打氣給我莫
大的鼓勵，比賽時只想發揮自己最大的實力表
現給她看！」
詳細得獎名單請見淡江時報網站http://
tkutimes.tku.edu.tw/。

全國松竹梅泳賽 本校摘2金1銀6銅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
游泳校隊於日前參加中央大學主
辦的「第12屆全國松竹梅游泳邀請
賽」，隊員各個泳技精湛，面對清
大、交大等全台22校選手，依舊發
揮強勁實力，囊括2金1銀6銅共9面
獎牌，榮獲團體亞軍。
2金1銀6銅佳績包括團體男子
4x100M自由式接力由統計一黃政
翔、中文二黃新智、化材碩二魏士

紘、公行四黃韋翰拿下1金、男子
4x100M混合式接力由黃新智、黃韋
翰、建築三高鼎鈞、會計三鄭裕雄
拿下1銅，黃新智分別於男子100M
蝶式、男子50M蝶式拿下1金1銀，
另外，黃韋翰、魏士紘、化材二吳
君薇、數學二江明錡、機電三黃柏
勛各奪1銅。
泳隊教練陳瑞辰表示，游泳隊員
每天早上無論颳風下雨，6點半就

開始練習，他們吃苦耐勞、願意付
出，精神可佳，「我為他們這次
的表現打80分，繼續加油！稱霸稱
霸！」游泳隊隊長黃柏勛表示，希
望大家可以持續努力，邁向明年5
月大專盃的金牌和破紀錄。去年就
以新生的姿態奪得兩面金牌的黃新
智，今年又為校再添一枚，他表
示，很感謝隊友和教練，希望自己
能夠一直堅持下去。

本校奪淡江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女子
黑帶組團體冠軍，歷史三黃雍勻︵左
一︶，公行二游翔茹︵左二︶、水環
四柯宜汶︵左三︶、資傳一蔡昀芮︵右
一︶皆為功臣之一。︵攝影／陳奕維︶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2010第一屆由
本校主辦的淡江盃全國跆拳道錦標賽，於11日
在紹謨紀念體育館7樓展開激烈的競賽，共有
台大等66所大專院校及14所高中職參與，另有
各校校友組隊報名校友組。逾500位高手齊聚一
堂，在強敵環伺之下，本校於女子黑帶組獲得
1金1銀2銅，為積分最高，榮獲女子黑帶組團體
冠軍。當天，本校邀請到亞運跆拳道選手楊淑
君前來打氣，令全場歡聲雷動。
跆拳道錦標賽分為對練及品勢兩組。對練女
子組部分，榮獲一般女子黑帶組中量級冠軍
同時也是社長的歷史三黃雍勻露出牙齒開心地
笑說，我會繼續努力，每次比賽都保持最佳狀
態；得到一般女子黑帶組蠅量級第3名的產經一
林虹均表示，「這次是淡江盃，淡江人怎麼能
不贏呢！」而獲得一般女子色帶組雛量級第3名
的教科三吳冰雁說，這學期甫加入跆拳道社，

十項全能的體育盛會

陽光小雨唱出生命力
讚美社於9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彩虹音樂會，邀請曾
入圍金曲獎的身障福音歌手「陽光小雨二重唱」，小雨
（左）和陽光（右）獻唱＜聖誕新歌歡唱＞、＜陽光小
雨的故事＞等自創歌曲，還只以一支拐杖支撐身體，用
另一支表演類似儀隊「轉槍」的動作，「我們是殘而不廢
的！」小雨笑著說。（文、攝影／湯琮詰）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想要欣賞
最高水準的運動技術嗎？想要提升你的體
育鑑賞力嗎？本校首次舉辦的「滬動一甲
子」體育表演會就在今晚！活動在紹謨紀
念體育館舉行，晚上6時免費開放入場，6
時30分開始，入場前50名還有小禮物，別
錯過千載難逢的體育盛會！
體育室主任蕭淑芬表示，這是60年來的
第一次，除了本校校隊、體育性社團、
校友外，還有來自校外的專業團體如北體
舞獅、雙龍國小舞獅團、師大體育系等一
同表演，內容包括劍道、武術、體操、舞
獅、跆拳道、競技啦啦隊、民俗體育、國
際標準舞、擊劍，還有極限舞蹈，「十
項」全能，蕭淑芬說：「這是場結合力與
美的表演，首次有非體育學系的大學舉辦
體表會，不但是項創舉，也展現淡江多元
活力，歡迎同學一同來體育館享受美好的
夜晚時光！」

體育室辦研習會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和我
一起動起來！」體育室於12、13日兩天
在紹謨紀念體育館的韻律教室舉行為期
兩天的「肌力雕塑與拉丁有氧教材發表
與教學技巧」暨「體適能瑜珈教學」研
習會，來自北區各校的體育老師及體適
能相關社團指導老師約50人熱情參與，
讓老師們好好上了兩天的體育課！
該研習會由教育部技職校院南區區域
教學資源中心、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主辦，本校體育室承辦，體育室教學組
組長劉宗德表示，「這是淡江首次與南
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合作協辦，吸引不
少北部老師參加，相信未來會繼續為教
學資源分享開創新課程。」
參與研習的體育室講師李欣靜分享，

Forward樂團爆發力十足 西音大道得第1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西洋音樂社於10日在覺軒花
園舉辦「第二屆西音大道」比賽，吉他、貝斯、爵士鼓、主
唱、再加上熱情的觀眾，一場10個樂團競賽的搖滾夜晚就此
展開。
舞台上的參賽者，各個使出渾身解數，唱出一首又一首
扣人心弦的動聽歌曲，而台下觀眾也為擁戴的樂團，盡情
嘶吼、吶喊，讓現場氣氛、情緒High到最高點。最後由
「Forward」樂團以1分險勝，奪得冠軍。主唱企管三周澔霆
說：「這首歌能讓我們抒發出自己的情緒，拿到冠軍很開
心。」吉他手產經二陳柏霖笑著表示，比賽前我們只有合練3
次，就能得到這樣的好成績，表示我們的默契很不錯。公行
二劉宜萍說，現場可以充分感受到樂團表演的爆發力，讓身
體會不自覺地跟著音樂搖擺，他們的表演很精彩。

獲得「為癌童打造夢奇地」最佳團隊獎的康輔社社員企管三劉
雅芸、機電三郭銘凱、副社長教科三顏韶嬅、社長經濟三陳宛
伶，以及社員中文三程歆、教科三葉靜秋（自左至右），在他們
改造的癌童遊戲間合影。（圖／康輔社提供）

為癌童打造夢奇地

康輔社得最佳團隊獎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
導】康輔社於日前參加由台灣
癌症基金會主辦的「為癌童打
造夢奇地」競賽，遠赴高雄醫
學大學附設醫院改造癌童遊戲
間，成功營造出溫馨感，首度
參賽即展現合作默契，搶下最
佳團隊獎，勇奪一萬元獎金。
此次活動強敵林立，不僅有
台大、政大等大專院校，更有
經驗豐富的社會人士組隊參
加。康輔社副社長教科三顏韶
嬅興奮地描述當時的情況，
「為了這次活動，我們特地向
外募集許多書籍給小朋友，由

於時間緊迫，我們甚至直接睡
在充滿油漆味的遊戲間裡。」
顏韶嬅感慨地表示，醫院附
設給癌童的遊戲間設備較差，
希望藉由此機會，把癌童的遊
戲間打造成彩色的世界，「當
時我第一次看到遊戲間時，心
就涼了一半，所以希望我們多
盡一份心力，就能使他們少一
分疼痛，這次活動真的很值
得。」她表示，知道得獎時相
當開心，雖然路程遙遠，每次
下高雄都花很多時間，但只要
看到癌童的笑臉，就心滿意足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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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分為教學設計與實際操作兩部
分。在教學部分以「團體教學技巧」讓
她印象最深刻，講師介紹許多團體訓練
的課程設計，讓她受益良多，考慮未來
實際操作在任教的班級中，而拉丁有氧
的練習，讓她「暈頭轉向」，「原以為
是簡單的扭腰擺臀，想不到是無限的旋
轉舞蹈，讓我有了全新的體會！」而且
要自願上台練習時，台下「老師們」都
很熱情踴躍，「看得出來老師都很投入
學習與表現！」課堂中僅有4位男老師，
其中，體育室講師陳瑞辰表示，不會因
為是班上少數的男生而感到奇怪，反而
感到極具挑戰性，「老師也要不斷的學
習，有機會一定要深入練習拉丁有氧，
因為實在太有趣了！」

教科生獲

宋達明中文溜 獲外籍生演講賽館長獎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老闆，可不可以請你算便
宜一點？」你沒有聽錯，這發生在日常生活裡的對話是從
一個布吉納法索籍的學生說出來的！他就是國企三宋達明
（Damien SOME）。他於11日參加國立國父紀念館主辦的
「第38屆外籍學生華語文演講比賽」，在27個國家，96位外籍
人士中脫穎而出，獲得館長獎殊榮。
來台灣已經3年的宋達明，對於演講並不陌生，除參加外交
部的演講，日前也參加本校成人教育部中華語文研習班演講
比賽，拿下第3名。本次國立國父紀念館外籍學生華語文演講
比賽，宋達明選擇「最愛的台灣夜市」為題，以日常生活中
的素材，鋪陳外籍生來台的點滴，讓大家笑聲不斷。演講中
他也笑談，「從來沒想到去士林夜市買襪子，就會交到好朋
友。從那天起，士林夜市變成我最喜歡的夜市。因為士林夜
市不只可以逛街、買東西、吃小吃，還可以有機會認識像王
伯伯這麼好的朋友！」

讓老師暈頭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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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學生會
第一屆溝通季「徵問題比
12/20(一)~12/22(三)
10:00
商館3樓前 賽」投票
12/20(一)
學生會
第三屆淡淡生活節Let’s Rock
10:00
SG203
「生活二手市集」擺攤報名
12/20(一)
英文系
Dialogue學者對談
11:00
FL204
圖書館非書組
12/20(一)
播放影片「刺蝟的優雅」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歐洲魅影活動影片播放「電
12/20(一)
法文系
影駭客」、「蝶」、「飄零
18:30
T110
之愛」、「星際奇航」
12/20(一)
諮輔組
諮輔組Facebook粉絲團募集
08:00
Facebook 300讚
教科系
12/20(一)~12/24(五)
薑心比心，用愛傳情
13:00
海報街
攝影社
12/20(一)~12/24(五)
攝影社成果展「冬饗」
10:00
黑天鵝展示廳
美術社
12/20(一)~12/24(五)
畫展
10:00
黑天鵝展示廳
12/21(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對換冤家」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21(二)
僕人領袖社
電影播放：「青春21饗」
18:00
L401
12/21(二)
法文系
歐洲魅影活動影片播放「惡
18:30
T110
警殘城」
校園福音團契社 關我屁事－為什麼要過聖誕
12/21(二)
E312
節
19:00
12/21(二)
星相社
金星火星十二星座
19:00
L206
12/22(三)
英文系
美國暑期打工遊學計劃說明
12:00
T311
會
圖書館非書組
12/22(三)
播放影片「小淘氣尼古拉」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22(三)
學園團契社 淡誕只為你（請備80~100元
18:30
E312
交禮物）
12/22(三)
法文系
歐洲魅影活動影片播放「居
18:30
T505
普良的飛行傳說」
國交處
12/22(三)
2010白色聖誕化妝舞會
學生活動中心
18:30
12/23(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愛情專賣店」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23(四)
國樂社
期末公演－釀春
19:00
文錙音樂廳
12/24(五)
西語系
西語系碩士班招生說明會
12:10
FL106
12/24(五)
法文系
法文系聖誕晚會(報名費200
18:00
FLB1
元，限100人)
圖書館非書組 播 放 影 片 「 我 一 直 深 愛 著
12/24(五)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你」

軟網錦標賽 本校得團體季軍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軟網校隊
日前前往高雄醫學大學參加大專校院99學年度
軟式網球錦標賽，與逢甲等校共同競爭，本校
獲男子團體組季軍。
最後一場比賽對上去年的冠軍逢甲大學，
在第1輪比賽時，本校失了分數，第2輪馬上追
回，激勵隊伍，但接著2場都面對強勁對手，
最後仍飲恨落敗，僅蟬聯季軍。隊長化材碩一
錢東緯表示，今年或許在人力分配上有疏忽，
造成失誤，但是隊員們皆盡心盡力表現，「希
望大家能吸取此次經驗的教訓，更謹慎謙虛，
喜歡打球、享受比賽比成績更重要。」

創e盃
2、3名
電信應用賽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
教育科技學系學生於日前參加台
北e大2010第7屆創e盃「全民瘋市
政」數位內容競賽，在「祝妳好
孕」類別中榮獲第2名、第3名與
兩個特別獎，分別獲得4萬、2萬
及1萬元禮券；「樂活臺北」類別
則獲得兩個特別獎。另外，參加
中華電信2010電信應用大賽，獲
得整合行銷組佳作，獎金5萬元；
創e盃參賽學生的指導老師教科系
副教授顧大維說：「學生的作品
可藉比賽由專業評審的審視與回
饋，學習到從課堂中學不到的經
驗。」
「祝妳好孕」第2名由教科三
蘇品蒓、馬子欣、許家菱以動畫

創作，取名為「好孕到！」故事
以禮堂結婚的新婚夫妻，看到婚
禮中可愛的花童後，萌生想生孩
子的想法，進而帶出台北市鼓勵
生育的配套方案，組長蘇品蒓表
示，動畫中的每個元素都需要花
時間慢慢繪製，看似容易卻需要
耗費相當多心力，「參加比賽讓
我對製作動畫更有耐心了！」
第3名由教科三戴天岳、鄭
宇宸、林晏霆創作的「祝妳好
孕」獲得；教科三莊閔翔、黃怡
菁、張晏瑋的作品「求子廟的危
機」，以及教科三李品賦、廖家
瑜、涂珍佑的「搶救天堂大作
戰」獲得特別獎。以影片創作為
主的「樂活臺北」，由教科三林

空手道高手趙謹摘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
空手道猛虎出閘，再添冠軍！
企管三趙謹於11日奪下「99年度
全國中正盃空手道錦標賽」大專
男子甲組第二量級（65kg以下）
的冠軍獎牌，上個月28日，在
「2010年威任盃空手道錦標賽」
奪得第一量級（60kg以下）冠
軍，可謂戰無不勝，攻無不克。
中正盃的選手來自各地區好
手，更有台灣體院的運動健將，
但趙謹一路過關斬將，在循環賽

網路

昇翰、劉晏君、邱庭創作的「悠
遊台北」，以及教科三莊子儀、
張齡方、沈林晉的「There are our
life」獲得特別獎。
教科四吳毓純、林欣怡、陳思
妤、鄭凱峰、李志謙、戴韻庭、
古浩瀚、黃麗儒與真理大學學生
共同組成的「Sky Air」，經歷8個
月的比賽，以「網 to you」獲得中
華電信2010電信應用大賽整合行
銷組佳作。計畫內容將中華電信
現有的行動上網服務，重新整合
行銷。吳毓純表示，這次比賽是
第一次接觸行銷，和組員共同完
成的計畫也相當有成就感，「畢
業後如果有機會，希望進入行銷
這個挑戰性十足領域。」

中正盃第二量級
威任盃第一量級

中一路領先，拿下三場的勝利，
奪下冠軍。趙謹指出，威任盃與
中正盃的比賽日期接近，是他從
未有的經驗，體重是最需要調適
的地方，因為量級的不同，趙謹
在短短不到兩週的時間內，靠著
穿雨衣跑步、節食減重了3公斤，
他提到，雖然變比較輕盈，但力
氣相對也較弱。
趙謹認為，致勝關鍵應該是腳
的速度，比賽過程中，靠腳得了
不少分，雖然在上場前還是會很

特別獎
佳作

冠軍

緊張，但上場後，就只專注在對
手的招數和自己要如何應對。趙
謹只利用每週五、六、日的時間
練習，他表示：「練多沒用，練
對方法與教練才重要！有限的練
習時間反而讓我更全神貫注。」
對於多次參賽都得佳績，他表
示：「在學期間，有比賽就好好
打，未來出社會大概就沒有這麼
多機會了。」目前正在為明年的
大運會緊鑼密鼓做準備，期待還
是能再拿冠軍。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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