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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組籲生結伴同行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日前，中部某大學校園發生女同學遭陌生男
子襲擊一事，安全組組長曾瑞光呼籲，同學們行經校園偏僻處務必結伴同行；
校內遇見可疑人物請通報教職員、校警或報警處理。建議隨身佩戴哨子，遇
歹徒時具嚇阻效果，也能引起路人注意；若遇歹徒襲擊，請冷靜應對、勿正
面衝突。校園各路口、館舍門口設有監視器，在校園各館舍、廁所及校內道
路等地遇突發狀況，可利用「緊急求救系統」求援。校內保全人員、工讀生
與校警於晚間 10 時起至隔日早上 6 時進行巡邏，請同學們務必注意自身安全。

彩妝週妝點耶誕 人氣 Youtuber 綺綺改造素人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妝」扮你的耶誕節，搖身變成冬季美人！
彩妝社於 4 日至 8 日在海報街舉辦「彩妝週－妝點耶誕」，邀請「我的心機
My Scheming」、「艾杜紗 ettusais」等知名彩妝、保養品牌前來擺攤，讓同學
們體驗彩妝魅力。彩妝社亦設置九宮格投擲、套圈圈、記憶卡片及瘋狂心臟
病等闖關遊戲，考驗大家對彩妝知識和流行時尚的了解，成功過關即可領取
保濕乳、粉底液等獎品，讓冬季的海報街人潮絡驛不絕、熱鬧滾滾。
7 日，邀請到臺灣人氣美妝 Youtuber 朱綺綺和知名彩妝師 Kelly 前來分享彩

妝技巧，亦在場為同學進行妝容改造，成果亮麗十足。6 日舉辦的「打造專
屬水潤美肌」講座，則是由「MedPartner 美的好朋友」團隊以專業醫師的角
度解說青春痘成因、正確治療與保養方式，並帶大家認識常見的保濕成分和
保濕正確觀念。
中文二謝孟真說：「現場攤位有簡單保養，有專人替我們做肌膚檢測，讓
我們了解肌膚狀況及適用產品，活動不僅學到彩妝技巧，也得到保養知識，
真的很棒！」

1054期

班代表會議 逾百師生座談
（攝影／劉芷君）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生活輔導組
於 5 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106 學年度第一
學期「全校一、四、五年級及研究所班代表座
談會」，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座談會由校長
張家宜主持，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
胡宜仁、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及相關教學與

行政單位主管和班代
表、學生議員逾百人
出席與會。
會中頒發 106 學年
度優秀青年獎，張校
長恭喜獲獎同學，並
表示：「淡江致力培
養心靈卓越的人才，
除了學業之外，積極
參與社團、校內外活
動，這些優秀同學是
標桿學習的榜樣。今
天的班代會是全校師生互動的機會，且班代作
為校方與班級溝通的橋梁，同時傳達各項教學
與行政意見，讓學校更加進步。」
同學在會中踴躍發言，在教學方面，公行進
二宋亦晉提問教學評量是否保密個資，同時教
學評量不佳教師的改進機制；公行進四侍傳偉

希望恢復進學班期中、期末排考制度；全財管
一吳玟蝶提問寒暑假參與國內外課程及自行赴
國外大學交換修習學分，能否進行學分抵免。
校長張家宜回應，教學評量分數過低的教
師，會調換授課課程或工作，同時給予教師新
教學建議。淡江重視教學，希望師生能多加溝
通，雖然教學評量不適合公開給全校學生，但
是學校很重視這份調查，希望同學們也認真填
寫。資訊長郭經華回應，資料絕對保密。教務
長鄭東文回應，考量進學班同學工作因素，因
此採行自行排考、彈性較大，也會努力尋找最
佳方式；至於赴他校修習課程須要與校內課程
大綱相符，同時對方學校也要提供分數，系上
同意即可承認學分。
在行政方面，大陸碩一林宸誼希望期中後退
費到銀行帳戶；經濟四宋威頤認為可以提升線
上系統效能，避免訊息傳遞落差；歷史四林煒
軒說明文學館教學設備老舊，希望麥克風能無

線化；會計三鍾佳臻提問教學平臺是否還會繼
續使用；松濤館學期末閉館時間太早，影響進
學班期末考；五虎崗籃球場雨天濕滑，能否搭
建雨棚；資管四許以誠提出英文官網出現空白
或缺少最新消息，造成資訊搜尋不便。
財務長陳叡智回應學雜費退到郵局免手續
費，總務長羅孝賢也說將再與出納組商討，考
慮和其他銀行合作；同時解釋加蓋雨棚不符合
安全建築規定。資訊長郭經華表示，107 學年
度起全面使用 iclass 系統，但在教學資源平臺
的所有資料不會刪除，可以繼續使用，資訊處
重視各項業務、持續提升技術。遠距組組長王
英宏說，考量保管、成本和無線麥克風易受干
擾 等 因 素， 目 前 設 備 採 行 逐 年 替 換 方 式
更新，若使用有任何問題，
請撥打遠距
組報修電話。住輔組組長丘瑞
玲
說，本學期期末閉館時間在星期
日中午，若有特別情況可提出申請。

社團學習二哩路闖觀 課外組領生攀樹趣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
組於 2 日舉行「社團學習二哩路—闖觀」，以
「瘋闖觀、找知音、齊登山」行動，帶領轉學
生聯誼會、親善大使團等共 14 個社團揹水上
觀音山，總計逾 80 位學員參與。
二哩路主要讓社團幹部們學習感受、連結及
認識淡水週邊環境。課外組約聘人員許晏琦
說：「揹水上觀音山是在地行之有年的善行，
此行藉由分組合力將飲用水分送至沿途的休息
區，除了與山友們分享，亦是淡江社團為社區
盡一份心力，期待大家從中了解團隊重要性，

（圖／課外活動輔導組提供）

進而凝聚彼此向心力。」
種子課輔社副社長、教科二張載晴開心地
說：「這行讓我感受到與夥伴同甘共苦後的喜
悅。爬山真的很累，前方山路像是看不見盡
頭，但大家一起努力前進，讓過程變輕鬆了，
還有餘力和山友們打招呼。再加上攻頂的瞬間
剛好雲霧散開，是旅途中意想不到的禮物。」
校園尋品德：一起 Love Tree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由課外活動輔
導組主辦的「校園尋品德—一起 Love tree」活
動於 3 日在牧羊草坪熱鬧登場，逾 30 人共襄

大專盃女排聯賽＠淡江 本校順利晉級複賽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中華民國大專
校院 106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於上月 30 日和
本月 1 日在本校紹謨紀念體育館 4 樓進行為期
兩天的北一區「一般女生組預賽」賽程，總計
有淡江、東吳、高醫、高雄第一科大、元智 5
校競賽。本校贏得 3 場勝利、成功打入 24 強，
順利晉級複賽。體育長蕭淑芬說：「同學們的
表現十分出色，第一場對上去年獲得亞軍的東
吳大學也能調適好狀態，在接連幾場比賽中保
持穩定、發揮戰力拿下勝利，我相信淡江女排
實力足以和冠亞軍匹敵。」

（攝影／吳冠樑）

中文二汪九如
校園話題 物

本校女排在應戰東吳大學隊後勢如破竹、連
贏 3 場，賽況精彩，現場熱血沸騰，尤其親朋
好友們在場邊熱情呼喊、為女排加油。此次本
校女排教練楊總成意外成為焦點，出賽過程中
賣力指揮，宏亮的嗓音搭配力道十足的示意動
作，引人為之注目！楊總成說：「女排表現非
常棒！成功打進前 24 強，但我們把目標放的
更遠，期望明年能拿下冠軍！」校女排隊長、
國企三簡亞婕說：「這是我們首次合作，在
第一場還沒熟悉彼此默契，但後來慢慢抓到感
覺，大家合作無間才能搶下複賽入場券。」

美聲獻唱 收服台北愛樂

【記者丁孟暄專訪】「唱歌是我一生中最
熱愛的事情！」中文二汪九如神情真摯，說
到唱歌兩個字眼裡彷彿閃爍著光芒。她曾榮
獲 102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聲樂獨唱女
高音第九名、2016 台灣盃中文歌曲大賽青少
年組 6 位得主之一；目前持續接受台北愛樂
合唱團邀請演出，到臺北國家音樂廳、臺灣
各地戲劇院及大禮堂各地演出。從小到大、
平凡不過的「熱唱」，就這樣唱出了興趣，
使她心靈淨空，成為生活調劑。
「偶然看到了一場聲樂比賽，好奇嘗試看
看。」升上高一的那年暑假是汪九如接觸聲
樂的起點，當時的她並非音樂班，跟著師大
音樂系副教授鄭仁榮開始學習聲樂。起初，
她沒有想得太複雜，只是憑著一股喜愛歌唱
的熱情，在初學聲樂僅兩個月就參加了「台
北市 102 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順利從普
通班組脫穎而出獲得第一名，晉級全國賽。
學習聲樂才不過半年的她，旋即於隔年 2
月參加「102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
深知能力不足仍與來自全國各地的聲樂好手
同場較量，最終拿下全國賽第九名。她沒有
因此受挫、感到灰心，反而積極地參加各項
音樂比賽，「總覺得自己好像可以更邁前一

步，且每一次比賽都是督促我進步的壓力及動
力，使我不會輕易鬆懈。」
汪九如在大一時參考鄭仁榮建議、進而加
入「水流之音聖樂團」，第一次參與合唱的
她仍偏愛獨唱，她開朗地說：「可是每次演出
都有演出費和車馬費，可以賺很多零用錢！」
不過，無論獨唱或合唱，汪九如認為每一次的
演出都是很寶貴經驗，她很珍惜。今年暑假，
一位在水流之音聖樂團中的成員很欣賞她的聲
音，因而引薦她加入「台北愛樂合唱團」，經
團內試唱審核，成功入團。
擁有豐富舞台經驗的汪九如說，現在參與演
出還是會很緊張，「但我只要一走進鎂光燈
下，就會全心致志的表現每一個音符、小節，
用心詮釋原創者的作品，同時思考也變得很專
注。」她於是回想起第一次到臺南演出的經
歷，演出來到尾聲，現場觀眾全體起立為他們
鼓掌，不怯場的她形容，「整個禮堂呈現一層
一層的人海和掌聲雷動，當下我非常感動，全
身起雞皮疙瘩，而且我還哭了！真的是個很難
忘、美好的經驗。」
「假如有唱不上去的音，當下我不會特別難
過，可能我神經比較大條吧，因為我知道明天
就會變好。」她很享受練習聲樂的過程，抱持
著十分樂觀、輕鬆的心態去應對，並且勇於嘗
試，讓音域漸漸變廣，相信總有一次會成功。

（攝影／麥麗雯）
喜愛唱歌、個性豪爽的她曾經想就讀音樂
系，但看到多位從奧地利維也納、德國柏林
等知名音樂學院留學回來的成員，在音樂事
業發展狹小，讓她對於臺灣的藝文環境感到
侷限。中文系的她思考，未來或許能將文學
與音樂相結合，嘗試作詞、作曲，「不過我
也不知道以後會怎樣，反正就一直唱下去，
因為我就是愛唱歌！」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 w/

盛舉。活動邀請到攀樹師杜裕昌教
導大家保育樹木、正確修剪相關知
識，並在攀樹開始前，協助大家
將耐重 250 公斤的固定索綁在強壯分
枝上，讓活動得以順利展開。
杜裕昌於今年榮獲 TWTCC 臺
灣攀樹錦標賽 ISA 大師挑戰賽男
子組第三名、雙繩腳鎖男子組第二
名等獎項。活動總召、國企四簡瑜亭
說明，這次活動推廣品德教育和尊重
生命，藉由攀樹帶領大家面對恐懼及
自我挑戰，「很開心大家開始注意生命
教
育，也很意外學員們平時會觀察樹木，參與過
程比想像中活躍。」活動組組長、資工三吳
文皓開心地說，了解愛護樹木是尊重生命的
表現，且在 3 層樓高的樹上彈烏克麗麗非常新
鮮、有趣。「攀樹對我來說是一項挑戰，除了
要有體力，還要克服恐懼。因為爬到高處樹幹
坐穩時，瞬間會有點害怕。但是一拿著琴彈
奏、看著遠方，感覺相當有成就感。」

（圖／課外活動輔導組提供）

福青社推蔬食引迴響

福智青年社於 5 日起，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為期 4 天的「福青蔬食週」，以蔬食、淨塑兩
個主題劃分為 4 站，以通關方式讓師生透過沙
灘現況了解環境污染的狀況，以及藉由蔬食名
人榜呈現蔬食好處，總計發放 600 份免費蔬食
便當、吸引逾 800 人參觀。
活動總召、經濟二蔡佳勳說：「蔬食展為全
校師生帶來許多生活、環境相關議題，藉此機
會呈現真實現狀，盼引起大家關注。」他說，
平常有實踐環保、蔬食理念的人，在參觀會場
也會發現「原來不只有我在身體力行，還有
一群人跟我一樣耶！經由一群人鼓舞著另一群
人，世界也會有小改變，這也是我們樂見的。」
參展的電機三葉庠亨說：「展覽讓我認識到
吃肉、使用塑膠製品，對於自己、他人以及
環境的危害，中午提供健康豐盛的免費蔬食便
當，也讓我了解到原來蔬食可以這麼好吃！」
（文／陳昶育、攝影／麥麗雯）

（攝影／黃耀德）

活動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11(一)
插花社
插花社成果展
9:00
黑天鵝展示廳
12/12(二)
課外組
社團行銷大賽頒獎典禮
12:10
同舟廣場
12/13(三)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作坊： 「托福點題衝刺
13:10
L102
班：說」-TOEFL檢定應試技巧
12/13(三)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作坊： 「時在好重要」
15:10
I304
大學生活規劃及時間管理技巧
12/13(三) 音樂文化社
音樂講座：音樂X新媒體
19:30
L304
學發組 學習策略工作坊： 「粵說越好」12/14(四)
澳門文化及粵語學習技巧
I304
10:10
12/14(四)
海博館
影片欣賞：海灘1890
10:10
海博館四樓
12/14(四)
學發組
TA社群成果分享
12:00
I501
學習策略工作坊： 「我與秋田的冰
學發組
12/15(五)
雪奇緣」-日本秋田國際教養大學
I304
10:10
文化交流與遊學經驗分享
12/16(六)
海博館
影片欣賞：海灘1890
10:10
海博館四樓

淡江盃國標舞賽好靚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跟著熱
情四射的音樂節奏，展現舞動活力吧！
國際標準舞研習社於 2 日在學生活動中
心舉辦「第 22 屆淡江盃全國大專國
際標準舞公開賽」，本校與來自臺
大、 成 大、 東 吳、 中 興 等 11 校、85 組
同場競技，本校國企二王鋑峯、英文二
吳韻賢榮獲大專新秀雙項 CR 第 6 名佳
績，大會亦邀請 6 名職業拉丁舞者擔任
評審，吸引約 150 人參與。淡江盃是
為各大專院校國標舞社團所舉辦之校
際比賽，選手在場舞蹈表現國標的
力與美。本校國標舞社社長、本
次競賽執行長的國企二王鋑峯
說：「很開心淡江盃圓滿落幕，看見各校良性
競爭，也讓喜愛國標的同學有所收穫。感謝各
位參與賽事，期待下回淡江盃更加盛大，讓更
多人看見亮麗的舞姿。」 （攝影／劉芷君）

社團大聲公

蘭陽女籃聯隊
「為了讓喜歡打籃球的學妹不用再去占
位、搶場地，所以我們成立了社團，現在有
固定使用球場的時間。」本學期新創社團
「蘭陽女籃聯隊」提供喜歡運動、熱愛籃球
的女孩們多一個社團選項，社長觀光二洪睿
璞說明，在學姊們的建議與資創系系主任武
士戎的協助下，「我們終於創立社團，讓想
練球的女生，不用再擔心沒有場地。」
蘭陽女籃聯隊早在 105 年度新生盃中嶄
露頭角，奪下冠軍，在今年正式登記為校
內體育性社團，社團以球隊為導向，注重
平常的基礎訓練，更多了聯誼性質的社團
活動，並舉辦友誼賽，對內增進社團融洽，
對外以球會友。洪睿璞表示，只要對於籃
球有興趣都可以加入，即便是沒有基礎的
人，都可以一起訓練，精進自己的技術，
也需要同學協助社團事宜，當球隊經理。
「態度大於技術」是洪睿璞逾 10 年打球
經驗所領悟的道理，認為不論資質的好壞，
只要不斷的練習，一定能精進球技，關鍵
在於不放棄的熱忱。
洪睿璞補充，在成立社團的過程中雖有
遇到挫折，但想起自己加入校隊時，學姊
給予的鼓勵與關心，就會讓她想為學妹堅
持下去，期望社團的成立，可以讓社員更
喜愛籃球，進而凝聚大家的情誼，找到一
群重要的夥伴。（文／秦宛萱、圖／蘭陽
女籃聯隊提供）

編輯／張瑟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