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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學習影片   連霸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於 16 日中午舉辦 2016 年「微笑服務，
感動學習」服務學習影片甄選發表會，邀請參賽各組交流心得，並由學務長
林俊宏頒獎。本次有 6 組參賽，設有評審獎、網友評選人氣獎及現場人氣獎
3 獎項。林俊宏表示，感謝大家對服務的投入及肯定，不論對象是誰，大家
服務的心都是熱血的。評審獎第一名「我寨這裡柬單愛」組員法文四陸雨曦
說，本次是記錄柬埔寨服務學習團第十屆的活動，想要以此做為里程碑，期
待柬埔寨能更繁榮進步，不再需要服務隊協助。

升起彩虹旗 性別多元受尊重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平權議題頻受關注，同進社與性別平等工作
坊於 21 日中午在操場，共同舉辦彩虹升旗與校園巡禮活動，約 70 位同學參
與，校長室秘書黃文智、課外組組長陳瑞娥也到場關心。承辦人英文四吳東
穎表示，希望舉辦升旗活動來彰顯性別平等的重要性，用行動支持校園裡各
種性傾向的師生。同進社副社長西語四吳宛樺發言，「我們已簽了約 3 千份
連署，希望大家了解任何性傾向的同學都該被尊重。」活動最後由黃文智及
吳東穎共持彩虹旗，帶領參與同學們進行校園巡禮，希望大家關懷此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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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先生的小城    社團揪聖誕市集

　學期末是各社團摩拳擦掌準備成果發表之
時，上週有 7 社團精彩呈現課外學習成果。其
中 4 場音樂活動更讓淡水校園被琴聲所渲染。

古典吉他社 耶誕琴繫音樂廳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共鳴箱古典吉
他社於 19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期末成發音樂
會「琴繫耶誕」，同時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同
步直播演出畫面，讓不克前來的同學也能欣賞
演出。此次共演奏「滑溜圓舞曲」、「前前前
世」等 12 首古典吉他樂曲。社長航太二張耘
碩表示，第一次帶大家正式演出，非常緊張，
但過程中學到很多，希望這些經驗能讓下次的
演出表現更好。社員法文一彭敏捷分享，「儘
管表演時有些失誤，但在大家共同努力和配合
下，這依舊成為我們美好又難忘的夜晚。」

管樂社 世界聲音吹給你聽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於 16
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活力吹奏主題為「聽見

世界的聲音」期末音樂
會，邀請台北市立交響
樂團團員方崇任擔任長
號獨奏，並由社團指導
老師陳一夫擔任指揮，

演奏狄羅倫佐「小牛仔」、「豐年祭」等 7 首
曲目，音樂風格多樣，吸引近百人聆聽。
　整場音樂會從英國民謠、美國牛仔風情到臺
灣原住民樂曲，博得熱烈掌聲。經濟二陳怡蓁
表示，以前接觸過弦樂，沒想到管樂也可以很
豐富地詮釋樂曲，這次曲目包含不同地區的音
樂風格，讓人大飽耳福。

吉他社 覺軒花園溫馨如家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 20 日
晚間舉辦第 44 屆吉他社成果發表會，有近百
人湧進覺軒花園共襄盛舉，活動負責人德文二
徐孟琪表示，此次以「Take me Home」為主
題是因為吉他社就像一個大家庭。因此，將沙
發等家具搬上舞台，別出心裁地布置成客廳形
象，希望能藉此將溫馨的氛圍傳送給觀眾。
　現場也設置留言牆，除了給表演者回饋外，
更鼓勵大家勇敢說出想對家人說的話。當晚輪
番演唱了「兜圈」、「後來的我們」等 20 首
好聽歌曲，台下觀眾聽得如癡如醉。英文三陸
昱潔表示，因為有朋友要演唱，所以特地前來
支持，且現場布置十分用心，氣氛很熱絡。

弦樂社 弦琴迴盪音樂廳
　【記者張念琪淡水校園報導】20 日夜晚，
悠揚的提琴聲迴盪在淡水校園，這是弦樂社在
文錙音樂廳舉辦的「弦琴藝緻」期末音樂會，
上、下場合計演出 16 首曲目，吸引約 80 人到
場聆聽。演奏曲目包含「鐵達尼號」、「神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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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龍貓」、「小美人魚」等多首膾炙
人口的電影主題曲，博得滿堂喝采。
　社長運管二陳佩琳表示，台上十分鐘，台下
十年功，28 位團員在經過無數次反覆的練習
後，才得以有完美又溫馨的演出，令她很感
動，「很開心觀眾回饋我們很多熱情的掌聲，
這是表演者最大的動力！」

淡江合唱團 繪聲繪吟好聲音
　【記者周怡霏淡水校園報導】以一首好歌聲
決勝負！合唱團於 17 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舉
辦「繪聲繪吟」合唱比賽暨成果發表會，吸引
逾 200 人聆聽。上半場競爭激烈的競賽，無論
獨唱或合唱，各組參賽者盡展好歌喉，獨唱組
由土木四王明堯以迪士尼動畫「花木蘭」插曲
「男子漢」抱回冠軍，他說這是他大一時很喜
歡的歌，重新詮釋，感覺更年輕！合唱組也是
由王明堯帶領的 22 人隊伍獲得第一名。
　下半場是成發重頭戲，合唱團表演了輕快
活 潑 的 電 影「 小 美 人 魚 」 插 曲「Under The 
Sea」、富有蒙古壯闊風采的「八駿贊」等 6
首歌曲。團長保險二廖柏雅表示：「非常感謝
指揮林坤輝老師和伴奏林上傑老師及合唱團的
成員們，希望這次的演出能讓大家越來越愛合
唱這個大家庭，一起為明年公演加油！」

舞研社 小家成發百人捧場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21 日體育館
一樓嗨翻天！有近百名同學觀賞舞研社盡展一
學期努力的「小家成發」，表演舞風分為 hip 
hop、jazz、dancehall 等，4 組舞者和社團幹部
們輪番上陣，博得全場熱烈掌聲。
　社長大傳三江培瑜表示，大家都盡情地享
受舞台！大傳一呂怡萱分享，「這次經驗讓

　【記者楊喻閔專訪】細細打開包裝，一件件
古物與收藏品，琳瑯滿目映入眼簾，「它們彷
彿帶著我穿梭古今時空。」他是歷史系助理教
授李其霖。
　專研海洋史的李其霖蒐集了許多與海運及大
航海時代有關的古物，他指著近百枚的古代各
國錢幣，如數家珍，「這是 15 至 16 世紀流通
的切銀、那是鑄造於 1776 年的西班牙銀圓。」
還有清朝航海時，保佑船隻平安的「右旋白海
螺定風珠」法器，與明清時期的指南針等等。
　李其霖曾無償出借其收藏給海事博物館與淡
水海關碼頭等單位展出，並擔任史學顧問，協
助策展與撰寫展品介紹等，「希望讓更多人看
到古物樣貌，是我收藏的初衷。」
　指著自己身上穿的精緻清朝補服（縫綴有官
位品級徽識的官服），李其霖分享，「之前借
給海博館展出時，就很受注目！」他侃侃而
談，「武將繡的是各種猛獸紋飾，這件是麒麟，
就是一品武將。清朝時期臺灣最高官階『總
兵』的補子是獅子，就是二品武官。」又指著
朝冠頂飾介紹，一品武將的是紅寶石；頂戴花

翎的三根孔雀毛表示對國家有最高功績。
　這套武將官服李其霖也在課堂上讓學生試穿
體驗，「這會比只看文字敘述或圖片，更能清
楚理解。」他補充，清朝只有皇帝、后妃、文
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上，以及侍衛和京官等，
才可佩掛朝珠，「電影『九品芝麻官』中的知
縣配帶朝珠，是不對的。觀看歷史劇，若能觀
察這些史料的正確性，當能增添不少趣味。」
　喜歡與學生互動的李其霖認為，「史實不僅
需要『聽』，用『看』的更能增添臨場感，讓
人產生更大的學習動力。」為了讓學生能更理
解上課內容，他積極收藏古物。
　課堂傳閱中，難免不慎摔壞，「輕微的毀損
我都能修復；有一回學生傳著傳著，就少了一
枚五帝錢。」李其霖雖感遺憾，但仍堅持親近
古物有助於學習歷史，「當學生看到實物，對
書中的內容便有了輪廓，進而印象就更深刻
了。」學生的回饋也反映在教學評鑑上，他開
玩笑地說，「學生沒寫我教得怎樣，倒是對看
到的收藏品很感興趣。」
　學史之餘，李其霖多次擔任歷史劇顧問，提
點服飾的正確性，「歷史系並不只侷限在學術

研究，這些都是
史學工作者能跨
足的領域。」他
也嘗試撰寫歷
史 小 說 與 劇
本，「因為
對歷史的了
解， 我 想
我們的作品
更能貼近史

實。」 目 前 他
以 康 熙 年 間 的
朱一貴事件為底
本，內容除根據
史實外，也穿插從未有人提出的想像議題，預
計在明年完成。
　在蒐集與分享古物之際，李其霖所得到的情
誼更令他珍惜，「那枚珍貴的切銀就是系上黃
建淳老師送我的，還有些學生也從各國為我帶
回一些老物品，這樣的交流讓我學習更多！」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18 日進行的兩
項運動競賽，本校兩校隊選手拚命為校爭光！
足球校隊在 105 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運動聯
賽」中，榮獲一般男子組第一區預賽第一，並
以全勝之姿晉級複賽！
　此役兩隊皆由多國聯軍組成，雙方攻勢猛烈，
上半場本校即領先一分，下半場元智大學雖曾
一度追平比數，但連領兩張黃牌，亂了陣腳。
本校把握機會攻向球門，奪下第二分，以 2:1
勝元智大學。教練黃子榮讚美球員表現，表示
賽前球隊已認真做足功課，觀察對手優缺點並
調整戰術。

新北空手道賽 本校 1 金 3 銀 2 銅
　空手道校隊赴安康高中參加「105 年菁英盃
空手道錦標賽競賽」，獲 1 金 3 銀 2 銅。其中
資工四程弈華在「社會大專女子甲組（第 3 量
級）個人對打」和「社會、大專女子甲組個人
型」分別獲得第一名及第二名。她表示，「很
感謝一直提攜我的教練，現在參與空手道的同
學越來越少，希望學校能多推廣，培養更多選
手為校爭光！」
　隊長產經二黃建源獲「大專男子甲組個人型」
第三名與「社會、大專男子甲組（第 5、6 量級）
個人對打」第二名，資工三林裕修獲「大專男
子乙組（第 1、2 量級）個人對打」第二名、物
理四陳立松獲「社會、大專男子乙組個人型」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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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26(一)
8:00

數學系
Sa107 數學系期中考後課業輔導

12/29(四)
10:10

海事博物館
海博館4樓 影片欣賞：不思議的海岬咖啡屋

12/31(六)
11:10

海事博物館
海博館4樓 影片欣賞：不思議的海岬咖啡屋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活動看板

社團繽紛樂

學生大代誌

校園話題   物

歷史系助理教授李其霖

我體驗到身為表演者，能享受舞台就是很棒的
事。」為歡度冬至和耶誕，也安排吃湯圓及交
換禮物等橋段，氣氛溫馨。公行四蔡晉宇分
享，現場沒有冷場，看表演時感覺時間過很
快。大傳一徐一涵表示，「幹部舞真的超級帥
又猛！好期待下學期的大家成發。」

插花社 心中花綻黑天鵝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9 日，黑天
鵝展示廳飄散著陣陣花香，讓路過師生精神一
振，這是插花社一連 5 天的期末成果展「綻，
心中花」。社長中文二黃郁庭表示，「這次展
覽小而細緻，我們精心布置展場，想呈現人
生每一階段的心境，更想傳達每個階段都將流
逝，希望參觀者能珍惜當下。」
　會計二戴培芸參觀後表示，「創作者都盡全
力想讓我們了解插花的藝術，『情感』這項作
品最讓我印象深刻，透過成雙成對的花朵來表
現戀人，並傳達每個人都在等待那屬於自己的
唯一。」

　籃球是現代盛行運動之一，傳球、運球、
投籃每分每秒都熱血無比！一群熱愛籃球的
商管在職專班學生組成的「EMBA 籃球社」
為本學年新創社團，社長管科碩專二曾華濬
表示，「碩專學生相處時間較日間部短，我
們希望透過籃球訓練體能，並建立人脈。」
　他們每週日下午在新北市新五泰國民運動
中心練習，主要以球會友，曾邀請本校籃球
校隊教練李俞麟到場提點跑位與戰術等技術
層面，並規劃與國立臺灣大學等校舉行友誼
賽，彼此切磋學習。
　曾華濬表示社團成員已經一起練球 3 年，
當初因應第一屆全國 EMBA 籃球聯誼賽，倉
促成軍，現在成員漸多，促使正式成立社團。
他特別感謝學務長林俊宏擔任 EMBA 執行長
時，給與許多幫助。曾華濬疾呼，「EMBA
所有學系的同學，只要是想活動筋骨、認識
更多人的，都歡迎你們加入！」他更希望與

更 多 學 校
接 觸， 建
立更堅實
的人脈網
絡。（ 文
／ 楊 喻
閔 、 圖
／ EMBA
籃球社提
供）

社團大聲公
籃球社

大專盃足球賽本校晉級

收藏古物 展現史學底蘊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由讚美社、iPower 社、學園團契社、嚕啦啦
社舉辦「J 先生的小城」聖誕市集，從 21 至 23 日在海報街分享愛，並邀請
音樂性社團表演。參與活動的西語碩三莊蕙瑜說，盼讓大家感受節慶的美好。
iPower 社藉義賣募款，所得將全數用在延續輔導國中小學童的運作；學園團
契社則讓同學的感謝卡釘在拐杖糖上送給感恩對象。讚美社設計手寫卡片表
達愛與感謝，並幫忙寄送；嚕啦啦社透過拍照打卡，分享社員手作的竹、木
片，土木三陳健鋒表示，很開心能分享自己的作品，並讓大家認識嚕啦啦。

（
攝
影
／
陳
柏
儒
）

冬季感恩月活動夯

社團成發競活力

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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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工四程弈華（左一）、物理四陳立松（右
一）、資工三林裕修（右二）、產經二黃建
源（右三）在空手道錦標賽後與教練高程輝
（左二）合影。（圖／空手道社提供）

五虎崗論壇研討課外學習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學習
是大學生發展重要的一環，尤其社團活動更是
培養學生群育發展重要的場域。
　16 日，課外組主辦的「105 學年度五虎崗論
壇 - 學生課外學習研討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
舉行，學務長林俊宏、課外組組長陳瑞娥、社
團學習與實作召集人黃文智，以及國內大專院
校的學務工作者等約 70 人共襄盛舉。林俊宏
開幕致詞時感謝大家參與，並希望透過彙集學
者專家意見，整合優質的學生課外學習途徑。
　上午，分別有東吳大學美育中心主任蔡志賢
及逢甲大學課外活動組組長簡信男以「如何促
進學生課外學習」和「學生學習的社團經營輔
導機制設計」為題演講，讓相關人員更進一步
認識自己在促進學生課外學習上應扮演的角色
與功能。
　下午，各校除輪流介紹社團學習相關的制度
與方案外，並在小組討論中，了解他校課外學
習的途徑及其效益，以達到研討會互相觀摩學
習的效果。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約兩百位校內
外童軍團成員於 18 日祝賀本校童軍團 42 週年
團慶暨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 17 週年會慶，現
場生日蛋糕上畫著本校團徽，引起驚嘆連連！
　現場還頒發象徵榮譽與責任的「木章」，獲
頒者需通過由國家訓練營的基本訓練與木章訓
練，並完成自己所立下的承諾。受獎者數學四
陳圍新表示，成為木章持有人是一種責任，將
盡力去從事服務。
　羅浮群群長公行二陳柏豪表示，團慶是以探
索校園闖關遊戲為主題，參加成員從幼稚園到
學童家長都開心地分隊闖關，歡笑聲不斷！

西式餐點社 翻糖蛋糕慶耶誕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你的耶誕節如
何度過？ 16 日，西式餐點研究社，有別於傳
統的薑餅屋，舉辦全校性製作翻糖蛋糕活動。
50 位同學發揮創意製作出屬於自己的蛋糕，
接著抽獎活動讓參加者都能抱回禮物，歡樂中
有溫馨。社長化學三陳百新表示，選擇製作翻
糖蛋糕是為了引起大家對製作甜點的興趣，經
過這次活動更認識社團，祝大家耶誕節快樂！

嘉雲校友會 湯圓晚會耶誕趴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21 日冬至當
晚，嘉雲會舉辦「湯圓晚會 feat. 紅白耶誕趴」
活動，除了分組對抗進行小遊戲外，還特別規
定參與者須準備「天堂」、「地獄」禮物各一
份，進行抽籤匿名交換。工作人員也為每個人
送上一碗碗熱呼呼的湯圓，現場歡笑不斷。
　活動總召保險二沈子琦表示，看到大家滿足
吃著湯圓、遊戲玩得開心，還有抽到禮物時驚
訝與欣喜的表情，就知道所有參加者在冬至都
感受到嘉雲會的溫暖了！

樸毅志工社 關懷長者獻愛心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17 日上午，
樸毅志工社與華山基金會合作，探訪淡水地區
8 位長者。社長統計二陳睿杰表示，許多獨居
老人的兒女都長期不在身邊，很需要服務員關
懷，與他們聊聊天，也發送一些物資。
　副社長財金三洪士幃分享，「遇到一位重聽
但健談的老太太，唱了歌仔戲給我們聽，問她
有無需要什麼，她說『你們常來就好了！』當
下既感動又心疼，長者要的就只是陪伴。」結
束上午的行程，下午則在捷運淡水站周遭募集
發票，所得發票將全數捐贈華山基金會。

蘭友會 勁歌熱舞搓湯圓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宜蘭校友會
於 22 日晚上在覺軒三廳舉辦耶誕趴，活動中

每一家都上台演出戲劇，還有學長姐們勁歌熱
舞，場面熱鬧，不時傳來歡呼聲，最後，大家
一起搓湯圓，共度暖暖的冬至。
　會長俄文二戴偉丞表示，「希望這次活動能
讓新生在大學的第一個耶誕，有不同以往的回
憶，也能拉近彼此距離，相處的更融洽。」

網球社 新生盃新秀顯身手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網球社於 17
日在網球場舉行新生盃，除了讓大一生儘早融
入社團外，也讓逾 20 位新社員大展身手。球
場旁學長姐的加油打氣此起彼落，讓競賽現場
充滿活力氣息。賽制為雙打、採積分制，最後
由土木一呂其鋐奪冠，他分享掄元感言，「能
和不同的大一生切磋交流，並在雙方都全力以
赴的交手中取勝，非常令人開心。」第二、三
名分別是統計一徐亦伶、教科一陳薇淇。

管樂團於16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期末音樂會。（攝影／何瑋健）

　古典吉他社於 19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期末
成發音樂會。（攝影／何瑋健）

　18 日 200 各校童軍來校祝賀本校童軍團 42
週年團慶。（圖／童軍團提供）

200跨校     童軍賀淡江童軍團慶

　李其霖穿上清朝一品武
將補服，介紹清朝各種官
階。（攝影／鍾子揚）

插花社成發吸引愛花人欣賞。（攝影／何瑋健）

我寨這裡
柬  單  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