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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境外生跨國界以球會友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由僑聯會承辦、境輔組指導的「第六屆境外
生球類賽」10、11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熱鬧開打！吸引 495 位境外生跨國界交
流。比賽項目包括排球、羽球、籃球、足球等等，現場的加油吶喊聲四起。
會長運管二鄭其致表示，籃、排球的四強賽中，選手們勢均力敵，全場觀
眾為自己支持隊伍大聲加油，相當精采！他分享，球類賽整體情況進行順利，
很謝謝所有參賽者的體諒和支持。來自香港的大傳二黃可聰表示，比賽非常
激烈，是第二次參加籃球賽，不僅獲益良多，也認識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

居鑾中華中學蒞校體育交流 啦啦隊為世大運加油暖身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馬來西亞居鑾中華中學校長廖偉強率師生一
行 44 人於 15 日蒞校訪問，在參觀淡水校園後，赴驚聲國際會議廳與國際處
秘書林恩如、境輔組組長李美蘭等師生座談。林恩如介紹本校辦學特色，並
安排自該中學畢業的國企四莊茗雲分享淡江在學經驗，學生也對國際研究學
院感興趣提問。 由於該校來訪學生為籃球、桌球與羽球代表隊，因此下午與
本校進行體育交流，首先由體育教學組組長劉宗德致詞歡迎，希望這次交流
成功，雙方學生都能有美好的經驗。隨後，即由本校各校隊帶開切磋球技。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競技啦啦隊 11 日參加在本校舉行的「為世
大運加油－ 105 年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榮獲大專混和大組亞軍殊榮。此次
承襲歷年俐落風格，以整齊劃一的動作展現技巧，最大改變是將原先「225
金字塔」更改為更大面積的「335」。 隊長西語三王俊皓 分 享， 面 臨 今
年 5 月大專盃奪冠後的畢業 季 ，
本學
年 少 了很多主
力隊員，但淡江啦啦隊重視的
是每屆的
傳承，希望能持續戰出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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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呷冬節圓仔添歲
古典吉他社 安老院服務學習

（攝影／何瑋健）
【記者杜歡、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儘管冷
鋒面來襲，仍澆不熄社團的熱情！為迎接冬
至，松濤自治會於 12 日晚間在美食廣場舉辦
「有圓來相住」活動，分送熱騰騰的湯圓給住
宿生。晚間 7 時剛過，住宿生就自備容器，說
笑著下樓排隊取用湯圓，已打烊的美食廣場頓
時變得熱鬧起來。
自治會的幹部忙著發送湯圓，為逾千位同學
送上冬日溫暖。會長統計二郭亭妤表示，今年
準備發放甜鹹兩類湯圓，甜湯圓包括紅豆與花
生兩種湯底，希望住宿生喜歡。住宿生企管四
黃若妮表示，最喜歡紅豆湯圓，吃著吃著讓人
感受到宿舍的溫暖。
無獨有偶，烹飪社和新北校友會於 15 日聯
合舉辦「北烹烹ㄟ冬至搓湯圓」晚會，逾 80
位社員熱情參與。首先以破冰遊戲，開啟兩
社情誼，再帶領大家至校園各角落進行闖關遊
戲，遊戲結束後，一起體驗搓湯圓樂趣，在冷
冷的冬至前，先品嘗暖暖的湯圓。北友會執行
秘書中文二鄭詠文感謝認真負責的工作人員及
社員的捧場，他們認真搓的模樣，一口接一口
談天吃湯圓的表情，讓她感到一切都有回報。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長輩
們滿意的笑容與熱情的反應，將會是我
生命中珍貴的回憶。」共鳴箱古典吉他
社社長航太二張耘碩分享。該社 10 日至
仁濟安老院進行服務學習，除了彈奏「雨
夜花」、「望春風」等古典吉他曲目，也配合
即將到來的耶誕節彈奏應景的耶誕樂曲，現場
熱鬧歡樂。
張耘碩表示，「很高興能到安老院公益表
演，除了提升大家的舞台經驗外，長者們臉上
的笑容更令我們覺得溫馨。」歷史二李坤翰表
示，「這次服務學習是我初次上台表演，非常
緊張，演奏中雖有幾處彈錯，卻也得到寶貴的
經驗，也期許自己在下一次的表演中能有更好
的表現。」

微光詩社 明信片「旅行」詩展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買明信片免費
寄送喔！微光現代詩社於 12 至 16 日在文館 2
樓舉行為期一週的「明信片傳情—詩傳千里詩
展」，吸引許多師生佇足觀賞。
配合詩展「旅行」主題，除了以火車時刻表
與公車站牌呈現作品外，展場也加上長椅、行
李箱等等，布置成月臺樣貌，觀眾可拍攝出屬
於自己的照片，同時搭配社員作品集《微光
11》的發行，現場打卡就送詩刊。
社長中文三陳品婕表示，「很高興我們的明

信片能成為傳送情感的媒介！希望讀者能感受
用詩表達情感的意涵。」英文三林庭亘表示，
提供明信片寄送服務很棒，可以多加宣傳，讓
更多人參與！
14 日，詩社邀請詩人任明信來校舉行「思
念不是愛—談詩與感情生活」講座，吸引近
50 人聆聽。
詩人認為，愛能包容所有，也能讓人徹底自
由與不自由，並說明情詩超越時空，讓人體會
感情本質。陳品婕表示，「任明信老師例舉幾
位詩人作品，解釋生活中的情感狀態如何在詩
中呈現，讓我們更能感受文字的力量！」
水環二巫晨寧表示，「老師略帶佛學概念談
詩與感情，讓我重省自己的想法，同時讓我對
自身的生活有了啟發。」

詞創社 邀 3 獨立樂團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詞曲創作社於
12 日晚間在活動中心舉辦本學期第二場 Live
House，邀請「共犯結構」、「舞人舞屍」和
「FLUX」3 獨立樂團來校表演，並有抽獎活
動，獎項包含海報、專輯跟 EP，吸引 140 餘
人到場。
「共犯結構」搭配電音與嘶吼，嗨唱「一席
之地」熱血開場；「舞人舞屍」用明快的節奏
重新詮釋輕鬆雷鬼風格「Monkey Man」；最
後由「FLUX」清新電音風格的「來自 1960」
襲捲全場，唱出迷人韻味。
社長運管三陳緯翰說，舉辦免費 Live House
的目在推廣獨立樂團，期望能讓更多人認識臺

灣獨立音樂和 Live House 文化。英文三葉芷妤
則說，這場表演主角是較少受到關注的獨立樂
團，不僅能使觀眾深刻感受推廣獨立音樂的宗
旨，還能享受聽覺與視覺的雙重饗宴。

氣球社 氣球遊樂園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教室裡有千顆
氣球！創意造型氣球社於 12 至 16 日舉辦氣球
遊樂園活動，遊戲限時 1 分鐘，尋寶者只要找
到貼有記號的氣球就有機會得到餐券、電影片
等獎品。
社長歷史四簡子涵表示，氣球遊樂園是從第
一屆就舉辦的活動，「除了讓同學體驗置身氣
球池的快感外又能尋寶，非常舒壓，希望大家
歡樂之餘，也將快樂渲染給周遭！」法文二白
宇玉分享，「對我而言，氣球如同快樂的代表，
翻氣球時根本什麼都看不到，眾多顏色相錯排
列就讓人感到快樂。限時一分鐘聽起來很短，
但活動帶給我的溫暖仍未冷卻。」

（攝影／陳柏儒）

期末成發 3社團登場
西音社 西音の末日成發

師生點燈同歡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文承一版）
祈福點燈活動最高潮是由校長張家宜帶領師長
把手中的藤球燈點亮，此刻驚喜乍現！從會文
館 4 樓高處一顆點亮藤球飛向耶誕主燈，隨即
主燈亮起，全場耶誕燈飾同時發光，並施放電
子炮及彩帶，宣告耶誕季開始。
耶誕節同時是送禮物的節日，氣球社也送上
耶誕老人造型氣球給張校長，以示祝福。除祈
福點燈外，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與指南客運董事

戰略碩二黨以石

美術社 藝影成果展發表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你的夢境是怎
樣的面貌？美術社成果發表會「夢境藝想」，
於 12 至 16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展出，包含「夢、
美夢、惡夢、白日夢、記憶核心」5 大主題。

海外 NGO實習 珍惜臺灣民主

【記者蔡晉宇專訪】「從去年夏天開始，我
參與了 3 趟海外 NGO（非政府組織）實習計
畫，換掉學生身份，經歷一種在臺灣意想不到
的生活。」戰略所碩二黨以石，回想起這 3 段
特別的經歷帶給他的思想衝擊，仍記憶猶新。
「海外非政府組織實習計畫」是由蘭陽校園
全球政治經濟學系於 2015 年暑假進行的，「系
上將同學們送到東南亞各國的 NGO 實習，我
因曾留學美國、也有在斯里蘭卡當志工等經
驗，就成為招募的人選。」
去年黨以石被分配在馬來西亞「淨選盟」
（Bersih）實習，這組織致力追求公平、公正、
透明選舉與反貪污，在國際間有其信譽與公
信力，「能來此實習，我感到很驕傲。」實習
期間，馬來西亞的政治情勢並不平靜，「到吉
隆坡才第二天，就爆發首相嚴重貪污的醜聞，
造成政治上的巨大動盪，因此打亂了原先的計
畫。」黨以石回想當時情景，「實習生們投入
大量時間關注貪污案，每日閱讀新聞、追蹤最

三 趟 海 外 非 政 府 組 織 實 習，
讓黨以石更加珍惜臺灣的民主
自由。（攝影／蔡晉宇）

校園話題 物

長呂奇峯現場抽出「搭公車，抽 iPhone 7」活
動得獎者。
為了讓師生為自己關心的人祈福，課外組於
7 至 13 日在行人徒步區進行「做宮燈祈福」，
讓同學手作宮燈，並在祈福卡寫下感恩祈福字
句，一盞盞宮燈喜氣洋洋地懸掛著。
中文二簡妙如開心地說，「跟大家一起用心
地寫下自己的心願再掛起來很有意義，希望每
個充滿期待的願望都能實現！」參與的同學還
有機會抽到「嗜甜」與「木衛二」商品券。
數學三邱詩家興奮地說，「這是我第一次
參加學校的耶誕點燈儀式，覺得很有耶誕氣
氛！」最後，全場師生邊品嚐著現場發送的大
福，邊欣賞閃閃發亮的燈飾，享受溫暖在心頭
的冬日夜晚。（攝影／何瑋健、朱樂然）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冬季
享受搖滾不寒冷！西洋音樂研究社於
13 日晚間舉辦「西音の末日」期末成
發，2 小時的音樂會由 7 個樂團輪番
西音社「西音の末日」期末成發。（攝影／朱樂然）
上陣，帶來不同曲風的表演，搭配閃
爍燈光，吸引近 70 位觀眾一同嗨翻
覺軒三廳。
社長產經三鄭旭璟表示，活動很順利，學弟
妹的表演令人驚艷，他也力邀大家 27 日到學
生活動中心鼓勵西音大道的演唱。並預告下學
期將邀請更多獨立樂團，還有饒舌歌手，請拭
目以待。企管二黃奎堯說，「調澀盤」專業的
表演讓人印象深刻，就算沒有主唱，還是有完
整度很高的表演。

新進展，還準備了首相貪污的金流報告。我更
有幸參與了淨選盟呼籲政府進行十大改革的記
者會，見證歷史性的一刻！」
該事件也爆發了吉隆坡街頭，一場空前的反
貪腐大遊行，「因為人身安全考量，我沒有被
允許參加遊行。」身在他鄉的黨以石雖是旁觀
者，卻深深體認到民主可貴，「遊行中看到警
察對民眾施暴，甚至不需理由就將社運人士拘
留審問，這對在臺灣成長的我來說，深感荒
謬，但在大馬這卻是合法的。」
黨以石在觀察馬來西亞的政治生態後，感恩

地說，「我慶幸並珍惜自己在臺灣能自由地闡
述政治理念，並珍惜前人為言論自由與人身安
全所做的努力。」他接著說，「雖然大馬沒有
臺灣自由，但他們有一群正為此努力的人們，
我覺得潛力無窮。」
今年的海外實習計畫，黨以石從實習生躍
升為帶隊的督導角色，結束 7 月在東南亞的交
流後，8 月再赴日本阿蘇市。文化交流是他實
習的另一項收穫，「兩次在吉隆坡都住在當
地的『學運之家』，這裡同時住著許多因社會
運動而認識，懷抱理想的年輕人，他們帶領我
們體驗許多當地生活。」實習隊必須自己料理
三餐，煮著當地日常食物、聽伊斯蘭教經文禱
告，入境隨俗讓黨以石結交不少當地好友，他
一番領悟，「能深入當地了解飲食、信仰、生
活習慣與文化，就是民間交流的意義。」
黨以石希望想到海外 NGO 實習的同學，「不
要帶著成見前往當地，虛心學習的態度必能讓
實習收穫滿滿。」他形容，「海外實習就像在
每人心中種下希望的種子，相信一趟扎實的實
習後，會更踏實地把握學習機會。」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美術社成發「夢境藝想」。（攝影／何瑋健）
校長張家宜到場剪綵勉勵，「年輕人本來就
會有夢，希望大家為夢想付諸行動去實現，讓
它成為好夢、美夢。」展場呈現夢境多樣面貌
及層次，以多樣畫作與素材，讓觀眾感受不一
樣的夢，時有讚嘆聲傳出。
展覽中，不僅只有水彩、油畫，還有帆布袋、
大型壁畫與裝置藝術等多元作品，法文二沈柔
均表示，「場佈非常有巧思，而且互動性很高，
參觀者不僅僅在旁觀看，還可以在畫上拍照，
此外，裝置藝術的設計也貼合主題，有多樣的
想像空間。」
副社長國企二簡慈葳感謝所有社員，第一次
獨自策展，準備得很辛苦，但大家從構想到呈
現作品都相互扶持，才有今天的展出。

國樂社 易水寒期末公演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雅滬國樂社於
12 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舉辦以「易水寒」為
主題的期末公演，演奏了「雪梅吟」、「豐年
祭」等 6 首曲目，吸引數十位喜歡國樂的師生
到場聆聽。
社長資圖四余郁涵表示，希望這次演出能
讓大家感受國樂的樂趣。聽眾歷史二施怡瑄
表示，原本以為國樂比較沉悶，但聽完音樂會
後，非常驚訝與感動，讓人有耳目一新的現代
感，尤其「入陣曲」、和「三吋天堂」兩首流
行音樂，不僅豐富了歌曲的層次及多變性，聽
起來更讓人覺得新鮮！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攝影／林廉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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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方言学習趣」－僑生眼中的中華文化與
外語學習技巧
「創造你的“金“色人生」－金融證照檢
定技巧
「我在北京看見的」－學習遊歷經驗分享
「時間診療室」－時間管理技巧
「創造你的“金“色人生」－金融證照檢
定技巧
影片欣賞：尋找第三顆星
教學助理創意培訓－「看電影，談教學」
創意電影教學技巧
影片欣賞：尋找第三顆星

商管奪院際男女籃雙冠
【記者張力堃
淡水校園報導】
體育處主辦的
105 學年度院際
盃籃球賽歷時 1
個月，於 9 日進
行激烈決賽，吸
引逾 300 人到場
加油支持。最終
由商管學院抱走
男、女子兩座冠
（攝影／何瑋健）
軍獎盃，男籃以
49:41 擊敗理學院、女籃以 35:18 取勝於工學院。
校長張家宜在頒獎典禮致詞時表示，院際盃
賽邁入第二年，今年增加的女籃賽事十分精
采，特別是看到女生人數少的工學院打入決
賽，覺得很不簡單！院際盃將繼續舉辦，希望
藉以凝聚各院同學的向心力。張校長亦勉勵選
手，「比賽結果固然重要，但大家展現出來的
運動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商管男籃隊長運管四陸柏宇表示，隊友們都
夠拚、夠想贏，也很團結，靠著團隊合作最終
取得勝利。女籃隊長運管二謝佳勳表示，感謝
學姊指導技巧，除了練默契配合度外，我們更
注意對手狀態、並改進缺點，這是取勝關鍵。

淡江好歌曲

德文二
徐孟琪

掄元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5 日文錙藝術
中心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第二屆「淡江好歌曲－
原創歌曲比賽」入圍的 14 組同學展現抒情、爵
士、搖滾曲風。德文二徐孟琪以「野鳥」奪冠
表示，「因組員來自各學系，很難配合練習，
很高興獲得評審青睞，也盼這首歌能讓聽眾勇
敢逐夢。」評審之一的靜謐時光團長黃培育勉
勵參賽者們，「與第一階段表演相比，表現進
步很多。未來可加強詞曲的契合度與完整性。」

社團大聲公

淡蘭拳擊社
拳擊的雛形，可追溯至先民在艱苦生存環
境的自我防衛。本學期新創社團「淡蘭拳擊
社」，即以鍛鍊強壯體魄與健康心靈，來提
升自衛能力為宗旨。社長觀光二黃俊瑋表示，
「我們希望推廣拳擊，拳擊並非只出現在格
鬥擂臺，也可以鍛鍊身體。」目前開設了拳
擊與有氧舞蹈兩課程，皆由黃俊瑋教學。
來自馬來西亞的他，從國中開始學習拳擊，
多次參加賽事，曾於吉隆坡國際散打比賽拿
下殿軍，他說明，「希望藉由特殊設計的有
氧課程，拉近大家對拳擊的距離。有氧課程
是將拳擊技巧融入音樂中進行的體能訓練。」
拳擊社在本學期也參加反毒宣導活動，並
拍攝影片至學校電視與臉書進行宣傳。另外，
他還介紹拳擊基本觀念，「手部的出拳，像
直拳、上勾拳等是拳擊基礎，而進階部分是
身體與腳，需要經過長時間練習，才能運用
自如。」熱愛拳擊的黃俊瑋表示，「希望能
夠推廣拳擊這項運動給更多國家的人，讓大
家知道拳擊的好，有興趣的同學可先從有氧
運動課程
開 始。」
（文／楊
喻 閔， 圖
／淡蘭拳
擊 社 提
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