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堅持到底 奮力不懈 淡江健兒展現運動家精神　  

　 國企三克羅德全心投入表演之中。
   （攝影／梁琮閔）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中華民國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一

　【記者劉昱余、梁凱芹淡水報導】走進蛋捲節，就能親
身感受淡江人的熱情！由學生會主辦的第9屆校慶蛋捲節
暨園遊會「蛋捲心世界」， 12日舉辦淡江61週年的活動。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在「蛋捲狂想曲」開幕致詞時，不忘
鼓勵社團活動，並希望學生們「持續創造新話題、新想
法、新創意」；學務長柯志恩則表示，「學務處樂意提供
更多服務！」課外活動組組長曲冠勇看著難得放晴的天氣
認為，這象徵著淡江光明燦爛的未來一樣。
　舞台區進行一連串的表演活動，炒熱現場氣氛，同學忘
情地放聲尖叫！超級偶像國企三克羅德用有趣的中文Rap
逗得台下笑聲不斷。接著進行淡江之聲舉辦的「卡拉吧！
蛋捲」歌唱大賽總決賽，企管進二鄭唐伶以〈愛你的兩個
我〉奪得比賽冠軍，同時也為本屆人氣王得主，第2名及
第3名分別由統計一王筱婷以及土木一許瑞琦獲得。冠軍
鄭唐伶表示，這次是第一次參加校內比賽，比賽的歌曲也
是臨時之選，「其實後來發現不管是什麼歌，只要放心去
唱，都可以唱得很好。」10位決賽參賽者除了用心唱抒情
慢歌，也有人拿出動感絕活較勁！西語三孫嘉臨戴上白色
假髮，唱跳Lady Gaga的〈Born This Way〉，吸引不少觀眾

目光。
　下午場的表演，藝人陳勢安還帶來神祕嘉賓
Bii，讓現場觀眾驚喜萬分；藝人小宇出現時果
真飄起了「小雨」，但台下熱情不減，讓他多
清唱幾首歌，更強調：「只有淡江才有的福利
喔！」。資工二林子傑說：「小宇的轉音很棒，
肺 活 量 真 的 很 大 ！ 而 且 還 親 切 地 跟 我 握
手」；人稱鐵肺的李佳薇，不斷唱高音
仍然臉不紅氣不喘；而「好好先生生」
動活潑的表演，以及與觀眾間的互動，
引起許多迴響，台下笑聲連連，幸運
抽到專輯的會計三陳晏瑩說：「很興
奮可以現場看到，跟想像中一樣可
愛！」；而擔任壓軸的魏如萱不等主持
人介紹結束就衝上台，此舉讓現場觀眾
們感受到其率真性格，歡呼不已，而魏如萱所
帶來的最後一首歌「晚安晚安」更是感動全
場，財金二曾慶婷說：「太感人了，聽到我
都哭了」，魏如萱還與現場淡江學生一起放

氣球，獻上對淡江生日的祝福。
　而淡江社團也不遑多讓，由啦啦隊帶來的活力表演，驚
險萬分，讓觀眾驚呼不斷；舞蹈研習社也帶來性感、帶勁
十足的表演，同學驚呼，「沒想到男生也能跳成這樣性
感！」詞曲創作社由社內的創作樂團「熱春天」帶來好幾
首自創曲，其中有一首歌名叫「小姐為什麼妳要穿這麼高

的高跟鞋，難道妳不怕突然跌倒嗎？」對於那融入
生活情境的歌詞，資管二胡芸瑄說：「歌曲中加入
生活點滴，真有趣！」
　今年的園遊會「蛋捲Have Fun」如同一個小型
聯合夜市；在學生活動中心前的「蛋捲樂天堂」

剪紙及折氣球街頭藝人，一開始就大排長龍；
蛋捲寶寶遊行「蛋捲全員Go」沿路發放氣球

和糖果，讓淡江校園馬上充滿色彩，每個
人臉上都露出喜悅笑容，也為校慶

獻上開心的生日祝福！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運動會再
加碼！本月13日，帶著前日參與校慶運動
會的熱情，雄友會於鄧公國小舉辦了第1
屆的雄友會運動會「翻滾吧！阿雄」。
　雄友會首次舉辦運動會，報名人數便高
達到248人，活動細節完全比照正式運動
會模式，從繞場進場、唱國歌到運動員宣
誓無一缺漏。更有國、高中時期的早操做
為暖身，雄友會會長大傳二劉昱余向大
家精神喊話：「感謝雄友人冒著風雨來

參加這次的活動，請一定要拿出運動家
精神！」主要運動項目有躲避球競賽、三
分球大賽和趣味大隊接力賽，活動中有同
學帶著馬頭面具上場，立刻搏得大家的目
光，堪稱活動期間最惹眼的一幕。
　劉昱余表示，儘管活動期間天候不佳，
但是活動依然大獲好評。大傳一蔡佩臻
說：「參與這活動能凝聚大家之間的感
情，這場雨不會澆熄我們的熱情！」 

魏如萱  小宇  李佳薇

      陳勢安  克羅德 

2 校園繽紛樂

蛋捲狂想　校慶                     熱力獻唱

雄友會第一屆運動會  馬頭人炒熱氣氛 

　【記者王雅蕾、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男、
女子100公尺計時決賽可說是分秒必爭！本次
男子組分6組競賽，女子組分3組競賽。男子組
由首次參賽的資工一歐陽睿以11秒91奪下冠軍
寶座，「雖然平常有在學校田徑隊練習，但是
沒想到第一次參加就能拿到這麼好的成績，實
在是很幸運！」日文一林博仁以11秒97位居第
2，季軍則由連續4年都參賽的管科四吳承翰以
12秒05拿下。女子組部分由化學二林玟君以14
秒64蟬聯冠軍，資管四郭佩菁以15秒09居次，
電機二許子涵以15秒39拿下季軍。
　今年200公尺競賽殺出許多黑馬！男子組的
前3名選手都是首次參賽，冠軍日文一林博仁
跑出24秒48的好成績，資工一歐陽睿則以24
秒55拿下亞軍、兩人還分別奪下100公尺的亞
軍、冠軍！水環四朱泰毅則以24秒98拿下第3
名。女子組化學二林玟君以31秒18遙遙領先拿
下冠軍，2、3名都是資管系的同學包辦，分別
為31秒94的資管四林漢婷及32秒31的資管四郭
佩菁。
　去年也拿下第2名的林漢婷表示，今天一整
天都有比賽，本來想把這個項目當暖身，沒想
到竟然得名，「我很喜歡跑步！對我來說是一
種紓壓的管道。」而第3名的郭佩菁更開心地
表示，「拿到獎金要去吃大餐慶祝！」男子組
第3名的朱泰毅也提到，想在明年畢業前再來
挑戰自己！

100、200公尺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女子400公尺
計時決賽由歷史四黃雍勻以1分14秒52稱后，
資管一鄭涵以1分19秒38取得亞軍，而財金二
包于巧則以1分19秒96拿下季軍。黃雍勻表示
從大二開始參加校慶運動會競賽，雖然在200
公尺沒有得到好名次，不過在400公尺有好成
績十分高興！身為跆拳道校隊一員的她說：
「我覺得運動沒有天分問題啦！只要平時多多
練習就可以拿到理想成績了。」她也期勉學妹
們可以在日後取得更好的成績！亞軍鄭涵則表

400公尺

　【記者歐書函、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
女子組800公尺計時決賽，資傳二黃士瑄以2
分58秒90打破自己去年的紀錄，蟬聯冠軍寶
座！亞、季軍分別由俄文一吳語軒3分13秒
06、保險一徐萱樺3分23秒66獲得。徐萱樺是
此項競賽唯一非校隊的參賽者，憑著毅力擠
進前3名，她說：「跑到最後快虛脫連跑道都
看不清楚了，只想著一定要繼續跑下去！」
　男子組1500公尺計時決賽由首次參賽的財
金一王俊智以4分56秒73奪下冠軍，他表示：
「當初只是抱著與學長、同學切磋的心態來
參加比賽，沒有想過會得到名次！」高中時
期曾是游泳校隊及田徑隊隊員的他，在上大
學之後依舊保持運動的習慣，培養自己的體
力，對於第一次跑1500公
尺的長跑，得到這樣亮眼
的成績感到很滿意！亞軍
由管科碩一陳建宏以4分59
秒51緊追在後，第3名則由
航太三江文淵以5分00秒18
的成績抱回。陳建宏說：
「大學時期有參加學校的
田徑隊，現在則因為工作
而 比 較 沒 有 花 時 間 練 習
了，對於這次參賽沒有很
在意成績，只是覺得參加
比賽好玩就好。明年如果
有獎金會繼續參加，希望

800、1500公尺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女子組400
公尺接力賽「資管系」隊以1分00秒91蟬聯冠
軍！緊接著是「女籃隊B」1分01秒46和「女籃
隊A」1分03秒58包辦第2、3名。資管系隊員
資管四林漢婷表示，今年最後一次參賽是想證
明，「年紀大了但還是有實力的！」女籃隊參
賽是現場才自行分組，女籃隊A土木四王宇君
說最近隊上生病的人很多，但大家還是卯足全
力想贏得獎金，好添購大專盃要用的球衣。
　男子組部分，「男籃隊」今年以49秒91的成
績由去年的亞軍晉升為冠軍，第2名為「建築
系」成績50秒06，第3名「管理科學」隊成績
50秒28。

400公尺接力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今年1600公尺
接力男子組第1名由建築系跑出4分04秒81的佳
績，女子組第1名則由常勝軍校女籃以5分29秒
66拿下！校女籃的經濟一黃琇敏表示，平常就
有在練習，能蟬聯冠軍很高興！而建築系則是
去年4000公尺大隊接力第1名，這次第一次挑
戰1600公尺就拿下冠軍，建築三黃紹凌表示，

1600公尺接力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校慶運動會
的最後壓軸，女子組2000公尺、男子組4000公
尺大隊接力賽共42組隊伍激烈展開！女子組由
「校女籃綠隊」以5分21秒18奪走冠軍寶座，
男子組則由「校男籃隊」以9分19秒42拔籌。
整場競賽中戰況激烈，觀眾大力揮動系旗幟，
吶喊加油聲和掌聲四起，即使選手有跌倒、扭
傷、掉棒，仍鍥而不捨、堅持到底，表現出運
動員的精神！
　在女子組比賽中，蟬聯兩年冠軍的「校女籃
綠隊」一路領先，甚至領先其他隊伍兩個棒
次，西語三陳佳琳興奮地說：「太開心了！等
成績的時候好緊張，怕像去年一樣差一點就
失去冠軍寶座！」而「資管系」隊以5分34秒
01及「女排隊」以5分41秒88分的成績居2、3
名。許多選手雖然因失誤而落後，但仍奮力不
懈地向前跑，德文三王旋諭有感而發，「人生
總會遇到意外使我們跌倒，但是再爬起來就能
夠衝向終點。」
　在男子組比賽中，「建築系」隊及「足球
隊」分別以9分23秒92及9分25秒89居2、3名。
「校男籃隊」一雪前恥將冠軍奪回來，土木四
洪崇瑋開心地表示，因為安排速度較慢的中鋒
跑中間的棒次，原本很擔心，但他們「hold」
住了，很感謝教練平常練習的用心指導，「我
們報仇成功了！」而去年冠軍的隊伍「建築
系」以4秒半之差輸給第1名隊伍。

2000、4000公尺接力

　【記者陳昭岑、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跳
遠女子組，由資管四林漢婷以4米06的好成績
奪冠，她表示，這是第一次報名跳遠項目，
因為忙於畢業製作又連日下雨，比賽當天才
第一次試跳就拿到冠軍，直呼：「嚇死我
了！」第2、3名分別由成績3米84的資工三謝
珮華以及成績3米49的土木一劉嘉柔拿下，謝
珮華提到，比賽當天身體不太舒服，「能得
到名次就很高興了！」
　男子組跳遠，國企一鍾炎佑以5米45拔得頭
籌，他說：「跟高中時的成績相比今年算是
退步呢！明年要再挑戰打破紀錄。」第2名財
金四張柏陽5米18，他表示，「很高興在畢業
前留下美好的回憶。」建築五洪宗翊5米03居
第3名。

跳遠

　【記者陳昭岑、                   歐書函淡水校
園報導】男子跳高由身高188公分的男籃隊代
表公行碩二李承翰拿下，成績為1米65，他是
隊上公認的跳高高手，他表示，一開始沒有
為自己設什麼目標，覺得盡力就好，想不到
能拿下冠軍。成績同為1米65的資管一蕭志
駿，第3名為成績1米60的土木一陳崇暐。
　「1米28！」女子組跳高由產經一林雪涵封
后，她分享：「國小時被發掘具有絕佳的彈
跳力，高中就曾拿過跳高比賽第1名，希望明
年能打破紀錄。」亞軍1米25的成績由經濟二
張禎芸、機電二陳萱並列奪得。陳萱表示，
越後面難度越高的關卡很多人被刷掉，這次
能過關，「真的很幸運！」

跳高

鉛球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導】慶祝活動當
日，蘭陽校園舉行「一生一樹、綠海家園」植
樹及企業認養活動，由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
劉艾華迎接臺灣愛普生科技總經理李隆安，以
及該公司百餘位員工，一同在蘭陽戶外運動場
旁，植下台灣欒樹、光臘樹、茄苳、青楓、烏
心石等5種共660株苗木。
　劉艾華在致詞中表示，為響應政府的減碳活
動，蘭陽校園共辦理4次的植樹活動，截至目
前為止共種植14種1,970株各類喬灌木樹苗；
並與企業共同合作認養，已廣泛開展生態環保
宣導。李隆安則表示，感謝能有機會和本校合
作進行這項有意義的植樹認養活動，除能積極
響應政府的政策外，並藉由認管和義務植樹活
動，以達明確的養護責任外，也是企業回饋社
會的良好活動。

企業響應  蘭陽植樹660株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蹦！
蹦！蹦！同學們開始來回跳躍，在校慶
運動會趣味競賽的現場，如袋鼠般奮力
向前跳！項目包括「布布驚魂」和「手
忙腳亂」，參賽者各個熱血沸騰，角逐
第1、爭取獎金！
　「布布驚魂」採計時的方式，一隊10
人，腳踩在布袋裡，以袋鼠跳的方式接
力完成。女子組共有18隊參賽，「企管
二A」以3分26秒39勇奪冠軍，隊員企
管二李嘉晏表示，本來是為了好玩而參
加，沒想到參賽隊伍中有校隊，激起了
鬥志！男子組則由「游泳隊」以2分34
秒45奪魁，「企管二A」和「羽球隊」
分居2、3名。「游泳隊」的陸生教科一

夏凡開玩笑地說：「教練說沒贏要游一
萬米！」
　「手忙腳亂」則是一隊10人，以兩人
三腳的方式，一人手拿籃球、一人手持
放有網球的羽球拍，靠平衡感和兩人
的默契，接力完成。女子組由「企管
二A」以2分00秒87奪得第1，「企管二
C」拿下第2。第3名的「公行一B白」
隊員蘇靖雅表示，班上的女同學都很積
極參與，因此報名了兩隊。而男子組由
「企管二A」以1分41秒92抱走獎金，
「羽球隊」1分48秒16、「土木一C」1
分52秒37獲得2、3名，「企管二A」隊
員企管二李鈞說：「女生都冠軍了，男
生能拿第2嗎？」

 人見人愛的蛋捲寶寶在校
慶當天除了勁歌熱舞，也熱
情地與遊客合影，展現親和
力，更為校慶注入了活潑的

動力。

蛋捲寶寶趴趴走

　蛋捲寶寶勁歌熱舞的模樣相當討喜。（攝影／梁琮閔）

（攝影／林奕宏）

   同學在球賽中全程帶著馬頭比賽，激勵隊友士氣。（圖／吳勁頤提供）

趣味競賽戰況激烈  企管二A勇奪三金  

　　同學們在趣味競賽中，展現出團結一
心的精神。（攝影／羅廣群）

示自己對於跑步很有興趣，對於這次成績很滿
意，也希望之後參賽可以得到更好的成績！
　男子組400公尺計時賽由資管一蕭志駿以57
秒53拿下冠軍，他表示能得到這次成績很意
外，自己也已經很久沒有練習了，期望之後
能有更理想的成績！第2名則由管科碩一陳建
宏57秒88拿下，教政碩一蔡尚嘉則以1分01秒
65位居第3。蔡尚嘉賽後補充道：「參賽前幾
天才去參加太魯閣路跑，又帶傷上場比賽，雖
然很累，但還是一定要堅持到最後，拿個好成
績！」

不放棄的選手� 個個都第一
（攝影／林奕宏）

「希望明年繼續蟬聯！」
　男子組第2名由「資管三B」隊以4分11秒34
拿下，隊員游凱宇表示，去年也是第2名，本
來今年要來雪恥，但狀況不好，「希望明年能
夠衝到第一名！」第3名由「土木系碩」隊以
4分47秒94拿下，隊員土木碩一王彥誌開心地
說：「這是畢業前最好的回憶！」而女子組第
2名是跑出5分43秒12的女排隊A，日文二江宇
珍表示，雖然是臨時成軍，但平時的訓練就很
紮實。而羽球隊則以5分44秒62拿下第3名，航
太一高旖雯表說：「希望明年可以贏校排、校
籃！」

有更多學弟妹參加比賽，與淡江一起成長！」

　【記者陳昭岑、歐書函淡水校園報
導】女子鉛球部分，女籃隊囊括冠亞
軍，已蟬聯3年冠軍的中文四王意慈
以9尺98的成績順利再度蟬聯，她表
示，自己已是紀錄保持人，在大學最
後一年沒能破自己的紀錄很可惜。航
太二呂馴婷以8米69及水環二陳品雁
8米33分別拿下第2、3名，呂馴婷表
示，當初是為了幫隊上多添一些獎金
而參加，「很多參賽者都比自己高
大，能達到第2名還蠻意外的。
　鉛球比賽，男子組由前年冠軍電機
四蔣捷生再度稱王，成績10米02，他
表示：「雖然去年沒有出賽，不過
今年報名就是抱著勢在必得的決心而
來！」經濟二黃傑楷以8米95居次，
第3名為公行一孫鼎翔，成績為8米
19。

　跳遠選手奮力一跳，神情相當專注。
（攝影／梁琮閔）

（攝影／梁琮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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