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軍訓室籲 注意貴重財物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新學期的開始，軍訓室中校秘書文紹侃表示，
此時為校園內失竊案件的高峰期，因本校屬於開放式校園，經常有校外民眾
進出活動，友善的環境卻難以杜絕動機不良的人士。
　文紹侃提醒同學，隨時注意貴重物品不離身，暫時離開座位時，也不要輕
心，可以拜託同學互相照看，避免遭竊，造成損失；班代保管的班費、書籍
費等費用務必妥善安放，更要多留意教室內生面孔的動向，不要讓小偷有機
可乘。他也呼籲，若拾獲遺失物請送至教官室。

住輔組：歡迎加入住宿大家庭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你想入住學校宿舍嗎？學生宿舍松濤館與淡
江學園仍有空床可供候補。住輔組承辦人郭美玉說，松濤館有位於校內的便
利性，淡江學園則週邊生活機能佳，頂樓設有大型聯誼室、健身房等設施，
平日更排定免費接駁公車前往校園。續住松濤館的大傳二胡昀芸說，「松濤
館 24 小時提供熱水，採用乾濕分離的衛浴設備，很乾淨。」她認為，比起
在外賃居，價格划算。意者請於即日起上班日 8 時至 21 時親洽兩處辦公室，
或電松濤館分機 2395、2396；淡江學園 2626-6911 分機 0214、0216、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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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20 日

  

1028期

本校射下大專飛鏢冠軍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社團寒假不放
假，特訓讓技能變更強！吉他社、合唱團、聆
韻口琴社、詞創社、競技啦啦隊、溜冰社、跆
拳道社、劍道社、西洋劍社等二、三十個社團，
於寒假期間舉辦訓練，除增進團隊合作、專業

等能力外，更活絡社員彼此間的情誼。

吉他社 寒氣中增進琴藝
　吉他社第 31 屆寒訓吉他營「吉吉護法現身」
共 4 天 3 夜在陽明山福音園舉行，邀請教學經
驗豐富的陳冠宇等 3 位老師蒞臨指導，吸引逾
60 位對音樂有興趣的同學報名參加。透過大
班課及小班課的音樂課程，讓同學們在演奏技
巧、詞曲創作有所精進。社長財金三林芷柔表
示，「透過這次吉他營，許多同學在演奏上都
有所進步，這也達到我們辦營隊的目的，讓大
家更了解吉他的美妙。」

合唱團 全方位歌舞青春
　合唱團為期 5 天的「哈利波特」寒訓營，
共有近 50 人參加，除了以大地遊戲來增進團
員感情外，還分成了聲樂、指揮、肢體、表
演 4 種練習項目，邀請社團老師林坤輝等 6 位
老師，藉由分部訓練讓團員更深入了解發聲技
巧與合唱演出，並有指揮與舞蹈練習。團長保
險二廖柏雅分享，「在準備活動時，工作人員
常被我挑東挑西，但他們依然留下陪我一起努
力，才讓這次寒訓如此成功。」

口琴社 希望全國音樂賽掄魁
　為加強全國音樂比賽練習，聆韻口琴社「寒
假口琴訓練營」有 20 人參與，早上各分部各
自訓練，並請到資深社員來分享吹奏與比賽經
驗；晚上，在社團老師帶領下進行合奏。社長
管科二詹巧歆表示，「這次因為 4 天場地都不

同，讓社員來回奔波疲累，但大家依舊拚盡全
力練習。」她更鼓勵社員，「希望這次能刷新
上次第二名的成績，順利掄魁！」

詞創社 學習創作歌曲
　詞創社舉辦 3 天從早上 9 時到晚上 11 時
的寒訓，在密集訓練中，邀請樂團「Vast & 
Hazy」指導，吸引逾 80 位社員參加。主要學
習寫歌、錄音、歌曲與戲劇的融合與發表方
式，並穿插遊戲與實作讓社員更融入了解。社
長大傳三熊芷萲鼓勵，「要多去嘗試創作歌
曲，寫下內心的旋律，並發表讓更多人聽到，
這也是詞創社一直以來的社團宗旨。」

啦啦隊 為大專盃暖身
　競技啦啦隊有近 50 人參加寒訓，訓練各種
技巧的結合，以預備姿接續延伸至 360 度上下
翻轉，並練習空拋、金字塔等招式，還有跑步、
倒立、柔軟度等肌力體能訓練。社長德文二黃
辰瑜鼓勵社員，「就快要大專盃比賽了！在寒
訓時，大家的練習絕不會白費，除了更加精進
實力，也明白自己不足之處，希望大家在比賽
前再衝刺，以最完美的狀態出賽。」

溜冰社 技巧與默契俱精進
　溜冰社有 30 位社員參加為期 5 天的第 51 屆
寒訓「動物很有事」。在溜冰技巧上，強化社
員平時的基礎，以及學習新的平地花式的動
作，並透過遊戲的方式，在玩樂和競爭中不斷
的進步。除了在教室學習溜冰的相關知識外，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4 位同學聯手，11 日擊敗國立體育大學，
射下「106 年大專明星院校飛鏢對抗賽」冠軍！隊長水環三張家銓興奮地說，
選手們都充分表現運動家的拼勁與精神，我們將繼續努力，贏得更多佳績。
中華民國競技飛鏢協會首創遠距連線對戰，在新北、高雄、臺東 3 地同時開
打，國立體大、輔仁大學、本校都派出 2 支隊伍參賽。本校 B 隊張家銓、物
理碩二潘昱中、童瓏承與數學四林炯志，一路過關斬將，冠軍戰棋逢國立體
大 A 隊，雖輸掉首盤，但隨後連下 3 盤，在 5 戰 3 勝的賽制中以 3 比 1 獲勝。

（圖／張家詮提供）

飛鏢高手在淡江

　【記者廖吟萱、簡妙如、周怡霏淡水校園報
導】上週開學後，海報街又熱鬧了起來，許多
社團大張旗鼓，進行為期 5 天的招生活動！沒
有登記到海報街攤位的，也在各教室舉辦活
動，吸引有興趣的同學參與。
　海報街攤位中，星相社的免費塔羅占卜，從
13 日起一連 5 天，總有人等待體驗，可見玄
妙的占卜受到同學們的青睞。星相社社長歷史
二鄭惠文表示，本學期有許多的占星課程，將
引領同學們一同探究神秘領域。
　同進社則在招募攤位提供 VR 體驗活動，戴
上 VR Box，體驗者可看見以 360 度拍攝方式
所呈現的世界各地同志遊行活動，同進社社長
國企二蘇柏睿表示，透過 VR 體驗同志大遊行
現場，讓陌生或沒機會參加的同學身歷其境，
同時對同志文化族群有更深的了解與認識。
　14 日，創意氣球社配合情人節，在書卷廣場
擺放熱氣球造型的氣球裝飾，吸引同學目光，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在寒冷的寒假
期間，淡江學生持續遞送溫暖至偏鄉，令人感
動！今年共有 28 隊前往全臺各地服務，更遠
至中國貴州、柬埔寨金邊等地區送愛。

資圖系學會 帶隊快樂閱讀
　資圖系學會同學們到蘇澳永樂國小舉辦「歌
詠樂讀 - 我要成為神奇寶貝大師」營隊，融入

系上所學專業知
識， 在 3 天 課 程
中，帶領 39 位學
童藉由圖卡，以
人、事、時、地、
物來說故事，也
安排認識圖書館
類型等活動。
　課程中更有寓
教於樂的大地遊戲，譬如「故事拼圖」，服務
員把故事切成片段，讓學童拼湊出完整的故事
面貌，藉此了解並增進孩子們的閱讀能力，也
讓學童在遊戲裡認識何謂圖書十大分類。
　服務員們還發揮資圖系專業，按照編索書號
整理國小圖書館。隊長資圖三楊岱妮表示，此
次出隊的服務員多是初次出隊的大一生，雖在
籌備期遇到許多問題，但經過這次經驗，他們
更了解服務本質，也增進了成員間的凝聚力。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  第十一次出隊
　第十一次出隊的柬埔寨服務學習團前往柬埔
寨金邊，舉辦「我寨這裡柬單愛」營隊，相較
以往，今年營隊服務對象為 19 歲至 20 多歲的
工廠工人，因此必須等學員們晚上下班後才能
進行課程。主要教導可幫助他們的技能，譬如
簡單電腦軟體操作、商業中文會話等，更透過
中文歌曲的唱跳、認識京劇臉譜顏色的意義等
活動，來引發學員對中文的興趣。
　團長運管四賴永彬分享，「我們帶給他們中
文、word、excel 等，在我們看來稀鬆平常的
技能，但他們卻認為這些非常珍貴，看到為生
活努力學習的態度，我非常感動。」

中投校友會 神奇寶貝出奇招
　臺中南投地區校友會今年前往南投縣魚池鄉
新城國小舉行為期 4 天的「新城傳奇 - 神奇
寶貝大師的奇幻冒險之旅」育樂營，以神奇寶
貝為主軸貫穿整個營隊，並藉由故事、遊戲，

　【記者楊喻閔專訪】「我是臺南人，但很多
人以為我是淡水人。」以研究淡水史、古蹟維
護著稱的歷史系榮譽教授周宗賢，當年正因著
創辦人張建邦的一句話，「學歷史或教歷史應
該由近而遠，從自身所處出發，能夠更有親切
感，更能理解所學。」當時年輕的他深受感動
與啟發，便開始鑽研淡水史的漫漫長路。
　「淡水的歷史，上溯至原住民、西班牙統治
時期，下至日治時期；淡水見證臺灣與世界諸
列強近代交流史，擁有豐富的古蹟，在臺灣史
中與臺南有相同重要的地位。」定居淡水近
20 年的周宗賢，溫柔和藹地細說他在淡江 46
年，投入研究淡水的歷程。除數十篇相關論文
外，10 年前即已出版的《淡水：輝煌的歲月》
一書，更述說淡水 400 年風華，並曾主持淡水
許多國定與縣定古蹟修復案。
　「在參與修復實務時，總會遇到許多趣事與
巧合。」其中，讓周宗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發
現受聘於臺灣巡撫劉銘傳，來淡水協助建造礮
臺的德國人巴恩士之墓。「30 幾年前，我在
研究臺灣清朝時期建造的礮臺時，就知道巴恩
士，但當時不管如何翻查史料，甚至到德國博
物館一一查閱有功勳的德國將領名字，都一無
所獲。」

　直到 2003 年，在維護淡水外僑墓園、確認
墓主名字時，周宗賢赫然發現巴恩士的名字，
他欣喜若狂地撫著墓碑，「我找 20 幾年！終
於找到你了。」幾乎放棄尋找巴恩士的周宗賢
說，「當下簡直不敢相信，像這樣死灰復燃的
巧合居然降臨在我身上。」原來巴恩士在為臺
灣建造礮臺後，年紀輕輕就命喪淡水。
　有收獲也會有挫折與遺憾，讓周宗賢遺憾的

是關於淡水平埔族的研究，「20 幾年前，我
在竹圍還找到幾個姓『台』的淡水平埔族家
庭，但可惜的是他們都漢化許久，幾乎都不會
說平埔族語。」他也曾得到在基隆尚有原先居
住在淡水的原住民資訊，「但那時我剛接任系
主任，研究就先擱置了」，周宗賢難掩懊悔地
說，「當時應該去搜尋，也許還有可能找到，
現在要找，可能就更難了。」
　一直將古蹟維護實務經歷帶入課堂的周宗
賢，早年以幻燈片呈現修復現場的林林總總，
後來改以紀錄片，讓學生更動態地接觸。並帶
領學生參觀淡水各大小古蹟，他獨一無二的導
覽解說，讓同學身歷其境地深入了解淡水。
　「畢業十幾二十年的學生回來看我，最愛聊
的就是戶外參觀的事，尤其在紅毛城尚未對外
開放時，我就拜託了認識的管理員讓我們進去
參觀，這讓學生印象深刻。」他調侃自己，「最
近幾年老了、走不動，比較沒帶同學實地參觀
了，要交棒給年輕的老師來做。」
　將一生投入研究淡水，周宗賢表示，「找史
料是最困難的，但也是最有成就感的。」教書
46 年的他，注重師生感情，一手帶出許多優秀
的學生，像美洲所所長宮國威、歷史系助理教
授李其霖等都是他的學生，「看著學生能夠努
力做著自己熱愛的工作，我就感到很欣慰。」

校園話題   物

歷史系榮譽教授周宗賢 古蹟維護中 見證歷史的感動

　周宗賢以研究淡水史、古蹟維護著稱，所
著《淡水：輝煌的歲月》述說淡水400年風華。
（攝影／何瑋健）

社團寒訓充電 技能升級

社團繽紛樂

讓他們了
解時間管
理的重要
性。此外
也教導學
童繩結、
野外植物
辨識、急救包紮等童軍技能。更以繪本《生命
樹》為教材，讓學童學到愛與生命的意義。
　隊長管科二賴稚豐分享，「其中有個來自他
校的小孩，起初她顯得孤僻，但到了營隊後期，
在服務員協助下，她融入大家，讓服務員們很
有成就感。」他也提到今年因過年提早，使得
籌備期較短，感謝熬過辛苦集訓的每個人。

親善大使團  西餐禮儀有一套
　親善大使團赴基隆市深美國小服務，舉辦
「寒假禮儀營」，藉由課程讓小朋友學習西餐
禮儀、美姿美儀、國際禮儀等等，並融入「禮
貌儀態、國際視野、自我探索、團隊合作、成
果發表」五大核心概念。此外，還特別設計了，
「彼得潘」的課前劇，能在上課前吸引活潑好
動的學童的目光，讓學童們專注於課程。
　已有 3 次服務經驗的隊長財金三胡軒慈表
示，這次服務是讓她最感動的一次，因為深美
國小校方非常注重學童的禮節，給予服務隊員
們許多照顧，另外，看到服務員為了營隊的積
極付出，讓她感動又感謝。

也吸引許多人自拍。氣球社社長歷史四簡子涵
表示，「這個裝置藝術是社團幹部的發想，我
們看到網路上有人做熱氣球造型的展品，因此
想試著挑戰，除了應景外，也希望能吸引同學
注意我們社團。」
　彩妝社於 15、16 日中午在海音咖啡旁的木
桌招募新社員，吸引了不少對於美妝有興趣的
學生駐足詢問。彩妝社社長大傳三張庭瑋表
示：「本學期推出豐富的課程、講座及社課贈
品，由於入社人數限制在 70 人，有興趣的同
學請快入社。另外 22 日（週三）舉辦的 cool
快閃活動會，我們 20 日（週一）中午在商館
前小木桌發放入場券，歡迎大家來參與。」
　烹飪社則在 16 日招募新血，喜愛享受美食，
自己 DIY 的同學紛紛報名。想運動健身的、
過年吃太多想減肥的同學，則往體適能有氧社
報名，希望社團活動能引領自己雕塑身材，培
養運動好習慣。

愛心不放假    隊寒假服務送暖有感28

學生大代誌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2/24( 五 )
13:25

遠距組
I501

「開放式課程教學與推動經驗分
享」研習活動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活動看板

淡江時報招新血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時報》
招考文字記者和攝影記者囉！想體驗新聞工作
嗎？來這裡，可以透過文字與攝影，記錄淡江
大小事。
　從大一下學期即加入《淡江時報》社的現任
文字記者中文三陳品婕分享，「近兩年的時間，
我從原先不熟悉撰寫新聞稿，到現在能在新聞
現場即時寫稿，對文字的敏感度增進不少；在
《淡江時報》學習到的經驗不僅僅是寫稿，完
成各種專題與專訪的挑戰後，所得到的收穫，
遠遠大於自己的預期。」
　產經四何瑋健為現任攝影記者，他表示，「我
是大二下學期開始參與《淡江時報》工作，兩
年期間和充滿熱忱的伙伴一同工作、接觸更多
第一手學校新鮮事、訪問不同的教師和學生，
從中認識到自己發展的方向。而報社的工作節
奏緊促，每一週都有新聞要發行，所以每一週
都會有新的挑戰，當你投入其中，你會突然發
現自己不知不覺間已經大四。」感覺時光飛逝
的他呼籲同學們不要猶豫，快報名就對了。
　凡全校大一、大二、研一同學，不限科系，
只要對新聞採訪寫作、新聞攝影有想法、有熱
忱，都可報考淡江時報，讓你可透過鏡頭和寫
作記錄校園生活，累積傳媒實戰經驗。
　 報 名 自 即 日 起 至 3 月 17 日， 請 至 傳 播 館
Q301 報名，或上淡江時報網站（網址：http://
tkutimes.tku.edu.
tw/）報名，錯過
得等明年。
　3 月 8 日、15
日 中 午 12 時 10
分將在商管大樓
B428 辦有兩場說
明 會， 歡 迎 同 學
們聆聽。

請下載甄試報名表

還到溜冰場實際練習與八里的自行車道進行路
溜。公關資管二魏嘉祥回憶，「大家住在一起
的 5 天中，感情都聯繫了起來，不論是技巧或
是默契，都進步很多，讓我們繼續加油吧。」

跆拳道社 攀岩訓練協調性
　跆拳道社與銘傳大學跆拳道社合辦寒訓，前
往新竹萬瑞森林遊樂區，實際體驗訓練手腳協
調性的攀岩、垂降與漆彈，及訓練平衡性的雙
索等山訓活動，除訓練體能外，也培養默契。
營長機電二許力文認為打漆彈真能增進跆拳技
能，「除了平常練跆拳道外，希望能以更有趣
的方式帶入學習，是十分有趣的經驗。」

劍道社 調整強化基本動作 
　劍道社在本校體育館劍道館特訓 7 天，約有
20 位社員參加。寒訓分早午晚 3 場次，一場
練習 3 小時，主要調整基本動作與比賽技巧。
社長日文三莊偉達說明，「由於同時要兼顧校
隊，在練習上有一定要求，希望以最快速方式
提升社員實力，經過寒訓後，社員的劍道技巧
都有所成長，尤其新加入的社員進步最多。」

西洋劍社 準備全大賽
　西洋劍社為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做準備！寒
訓為期 7 天，希望能做最充足的訓練。主要以
核心肌群操練與馬克操訓練肌耐力與靈活度，
並實際以西洋劍做訓練，練習鈍刀、銳刀、軍
刀的對打演練。社長資傳三黃家禎分享以非慣
用手的對打，「我們需要重新熟悉感覺與技巧
上的運用，就算原本厲害的人在不熟悉中，也
容易敗陣，這是很特殊的經驗，收穫滿滿。」

網球社 跑跳式訓練體能
　網球社共 35 名社員參加寒訓，針對體能精
進，以跑動式體能訓練為主，並將訓練帶入遊
戲競賽，讓社員在玩樂中了解各種訓練技巧。
此外，也傳授難度較高的網球技巧，像高壓殺
球等。社長經濟三蘇博駿分享，「我們也與北
科大網球社進行友誼賽，社員們在實戰中的表
現優秀，著見訓練時大家的努力。」他也感謝
社員的積極參與，「藉由 5 天寒訓，讓大家充
分練球、練體能，更增進彼此的默契。」

（圖／溜冰社提供）

（圖／西洋劍社提供）

海報街各攤位熱情招生。（攝影／閩家瑋）

（圖／合唱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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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招生熱情滿滿 搶人大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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