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今年耶誕節
活動又開始囉！本次由資工系等29系共同主辦
「耶到了-夢醒的咳嗽」活動，從今日（9日）
開始持續到21日，分別有「耶誕市集」、「耶
太美，校園變裝舞會」以及「耶夜笙歌，校園
演唱會」活動。
　書捲廣場中擺放4.5公尺高的耶誕樹，現場
會提供小卡片給大家填寫並且掛在耶誕樹上，
還有裝置藝術；其中「耶誕市集」將在海報街
上擺攤，今日（9日）中午12時會有開幕式，

有美食有遊戲，還可以抽獎，還有特殊兌換
券，可以在11日（週三）晚上的「耶太美，變
裝夜店舞會」中換取神秘小禮物，請以最美
最酷炫的耶誕裝扮出席，和大家一起度過歡
樂的夜晚。最後21日的「耶夜笙歌，校園演唱
會」，將邀請藝人羅志祥、林宥嘉、滅火器等
大咖藝人現場演出，與大家共度特別的耶誕
節，有興趣的同學歡迎前往參加。

 音樂性3社團 古典新創曲瘋校園

李振聲演繹古典吉他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共鳴箱古典吉他
社於2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李振聲古典吉他
講座音樂會」，在社團指導老師戴權文的引
薦下，邀請機電系校友、美國印地安那大學
音樂博士李振聲以音樂講座帶領大家了解吉他
的演變與歷史，社長土木三林哲緯表示，希望
能藉此豐富大家對吉他音樂的認識。李振聲以
《Luis Milan: Pavana No.1》一曲開場，他以平
易近人且不失專業的方式介紹古典吉他及其音
樂，且很高興回母校表演。日文一陳威廷直
呼：「顛覆對古典吉他的印象，原來古典吉他

可以很溫柔，也可以很震撼」。

西音大道新人賽下一團奪冠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4日晚上的舞
臺是屬於西洋音樂社的！在覺軒花園的第五屆
「西音大道」中，有「芬妮的貓咪哭了」、
「二十包超值袋」等14組新生樂團全力演出，
角逐前3名、最佳人氣、最佳造型等大獎，本
屆增設「西音俠的祝福」獎項，以鼓勵新人樂
手的演出，一連串精彩的表演使現場觀眾在快
歌時high到最高點，在抒情歌時如癡如醉，最
後由「下一團」、「Give me a choice」、「雞
淡豆腐」分別奪得前三名。評審之一詞曲創作
社社長中文三劉人瑋說：「透過比賽的方式，
不但可以幫助新生融入社團，也可以在練習中

時間 活動內容（地點）
12/09
12:00

耶誕市集（海報街）

12/11
19:00

耶太美，校園變裝舞會
（學生活動中心）

12/21
19:00

耶夜笙歌，校園演唱會
（學生活動中心）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社團
負責人座談會於5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校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本校的三環五育、三化
與八大素養等淡江精神，都與社團活動息息相
關，提醒社團幹部運用在社團經營中，一同將
社團發展得更有聲有色！
　西洋劍社、天文社、學生會、美術社、古箏
社、僑聯會皆反映校內社團使用場地不足。張
校長回應，場地使用的狀況可再向各處室了
解、協調，並提議可前往蘭陽校園活動，以解
決面臨場地的飽和使用問題；柯志恩也提議，
在學校周邊租賃大樓，以增加社團活動空間的
可行性。
　天文社在書面建議事項及現場反映，因淡水
區光害嚴重而無法觀星，蘭陽校園代表熱情邀

　總務長羅孝賢表示，將來淡水區會有輕軌
建設，因此校園空間有新的整體規劃，「20日
下午2時舉辦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增建說明會，
並說明本校10年發展計畫的整體空間、學生運
動環境改善、電梯增設等問題，歡迎大家參
與。」另外，會和里長溝通後先改善大學城的
水圳垃圾和機車停放問題；而宮燈外照明會再
檢視研議；各樓層教師休息室可索取白板筆等
用品或撥打事務組校內分機2231將立即處理。
　關於增加獎學金的名額和金額，學務長柯志
恩回應，獎學金是全面性地，且依據補助機構
的規定而有所不同，目前校內外共提供2百多
項獎學金申請，歡迎自行上網參閱。
　另有提到考試小表增加多元管道發送，教務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2/9(一)

8:00

英文系

FL207

英詩朗誦比賽
報名表與比賽細則請至系
辦拿取

12/9(一)

8:30

大傳系

網路報名

德國電影「惡魔教室」賞

析報名（http;//enroll.tku.

edu.tw）
12/9(一)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日文系忘年會表演舞蹈排
練

12/9(一)

19:00

住宿輔導組

美食廣場
全員團員中(松濤館住宿
生憑劵領湯圓乙份)

12/10(二)

8:20

覺生紀念圖書館

U203

汰舊期刊轉贈
(http://blog.lib.tku.edu.tw/
po)

12/10(二)

10:00

插花社

黑天鵝展示廳
霧裡看花展

12/10(二)

10:00

教育學院

黑天鵝展示廳
教育週

12/10(二)

12:10

課程所

ED302
學分學程說明會

12/10(二)

19:00

住宿輔導組

環翠軒
「貧民窟教室」影片欣賞
參加者可獲精美小禮物

12/10(二)

19:20

弦樂社

文錙音樂廳
期末音樂會—結海琴緣

12/10(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五級白帶總複習（上）

12/11(三)

10:00

教育學院

驚聲國際會議廳
「教育與未來想像--建
構淡海國際教育城」論壇

12/11(三)

12:00

戰略所

T1201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招
生說明會

12/11(三)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日文系忘年會表演舞蹈排
練

12/11(三)

19:00

電影社

L201
電影欣賞:偶然與巧合

12/12(四)

18:30

覺生圖書館

U301
掌握商情、洞悉財經（
http://enroll.tku.edu.tw）

12/12(四)

19:00

攝影社

L412
人像攝影

12/12(四)

18:10

衛保組

體育館B1劍道館
健康動一動－燃脂皮拉提
斯

12/12(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五級白帶總複習（下）

12/13(五)

10:10

大傳系

O502
《南方小羊牧場》電影座
談會

12/13(五)

9:00

課外組

驚聲國際會議廳
102淡江大學五虎崗論壇-
課外活動發展學術研討會

12/13(五)

19:00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廳
鋼琴與雙簧管的二重唱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於3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102學
年度第1學期「全校一、四年級及研究所班代
表座談會」，校長張家宜主持、3位副校長及
教學行政相關單位與班代表約2百人出席，與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張校長並頒發15位102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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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代誌
學生

914期
中華民國102年12月9日

德文一馬旆怡和張君貌：

本週我最靚
「 淡 水 早 晚 溫 差
大，披上圍巾請注
意保暖。」

水環三 
劉醇和

　 「 這 個 世
界 上 就 是 要
人 與 人 互 相

幫助，我希望愛永不停止的傳下去，形成一
個良善的循環。」水環三劉醇和笑著說。受
到《善的迴力鏢-助人為快樂之本》這支小
短片的影響，劉醇和始終相信「愛，是會回
饋的。」他希望藉由自身行動，影響身邊的
每一個人，透過一個小小的舉動，將愛心放
大，把愛傳下去，讓人間自有真情在，處處
有溫暖。
　劉醇和從大一開始便投入了志工服務的行
列，連續兩年持續參加「春季北區大學校際
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回想做公益的初
心，劉醇和表示「我只是想讓這個世界變得
更美好。」一個單純的想法，在他的心田中

身體力行公益傳愛

就貸生加退選後收退費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加退選
後就貸生收退費辦理時間即日起至103年1月8
日止。補繳、退費單於9日前由各系所轉發同
學親自簽收，財務處會計組專員劉玉霞表示，
請同學簽收後務必儘速至出納組B304、臺北
校園D105室、蘭陽校園CL312辦理；補繳費者
亦可利用信用卡及ATM轉帳方式繳費。加退
選後學雜費補繳或退費名單，財務處已E-mail
至學生學校信箱，或可至財務處網站（http:// 
www.finance.tku.edu.tw）查詢。未完成補繳費
者，將無法辦理102學年度第2學期預選課程，
畢業生亦不得領取證書。出納組另開放夜間及
假日協助辦理補繳、退費，淡水校園10日至13
日下午6時至8時止；臺北校園10日至13日下午
5時至7時、14日上午9時至下午4時止。

年度優秀青年獎牌，並
稱許淡江優秀青年，是
心靈卓越人才的表現。
　除了會前的書面提問
外，會中14位班代先後
發言，提出將英文檢定
的畢業門檻改為多語的
檢定、教室設備管理與
清潔問題、無線網路訊
號不穩定、校內交通環
境，以及運動場地的不

足、電梯和獎學金增設、學雜費調整等問題，
各單位主管一一回覆。張校長指出，英文是世
界語言因此對英文有基本要求，目前通過英文
畢業門檻有60至70%，是否改為強勢國家語言
檢定此方案可再研議。

騎車勿搶快 注意行車安全

悄悄埋下了行善的種子。「我覺得能者多勞，
透過幫助弱勢團體，心中會湧現出許多感動與
熱情，那就隨著心的方向，持續下去，將感動
分享給其他人吧！」劉醇和懷抱著知足、感恩
的心，以實際行動參與公益，他笑著說：「每
次義賣都會得到民眾的鼓勵，這會讓我更有動
力繼續做下去。」並肯定地表示，「義賣活
動，我會持續做到大四畢業！」
　就這樣，善的種子在劉醇和的心中悄悄地發
芽。劉醇和與朋友們以「四海遊農」團隊共同
參與「102年第五屆青年壯遊臺灣尋找感動地
圖實踐計畫」，以愛臺灣的鄉土情，及滿是熱
忱的服務心，透過志工招募的活動計畫，號召
青年學子下鄉務農，並學習友善大地的方式，
將人文與土地關懷化為實際行動，回饋給我們
土生土長的這塊大地。分別前往北、中、南三

區的農家，在分擔農務之餘，也體驗
農家生活，「脫下鞋，赤腳踩在鬆軟
的泥土上，彎下腰，拔除水稻田中的
雜草，當額頭斗大的汗水滴落土壤，
你才會發現勞動的辛勞，以及每一粒
米飯的珍貴。」劉醇和表示，「一開
始只是單純想幫助老農分擔農務，而
後漸漸了解到土地及環境保育的重要
性，以及飲水思源，回歸自然的感恩
之心。」
　每一個舉動的背後都隱藏著一份單純的信
念，「因為想幫助人，想讓世界變得更美
好。」劉醇和把握身邊的資源，將理想付諸於
行動，並笑著說，「服務當中，一個微笑，一
句感謝，都是我持續做公益的動力。我相信人
間是有愛的，希望善心的回饋能持續下去，影

29系聯合慶耶誕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為維護學生交
通、校園、居住等安全，生輔組教官楊偉華呼
籲，請全校同學相互提醒晚上10點過後，不要
使用五虎崗周邊球場活動，以維自身安全及周
邊安寧；且避開危險季節勿前往無人海岸地
帶。本學期車禍事故的統計人數中，受傷的有
27人，死亡1人，近期在竹圍的自強街路段發
生死亡車禍造成憾事，生輔組承辦人員魏玉
文，希望同學騎機車勿搶快、蛇行且避開危險
路段，並依規定行駛以保平安。

義賣失物師生搶購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生輔組於5
日、6日在商管大樓學務處聯合服務臺前的穿
堂，舉辦102年度遺失物品拍賣。這次拍賣物
品在淡水校園所拾獲且公告超過半年以上無人
認領的遺失物，如隨身碟、書本、衣服、手
錶、生活用品等多種品項，最低標價40元起，
因此吸引很多師生前往搶購。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上月30日在各
界的見證下，淡江校園獅子會進行創會授證儀
式，代表正式成為國際獅子會分會，學務長柯
志恩、軍訓室主任陳國樑等校內師生、120餘
位的獅友等共襄盛舉。創立會長歐研碩三黃逸
仁帶領本校50位獅子會員，遵守國際獅子會之
憲章及精神，一同為社會貢獻己力。這些成員
是由教官、系主任和教師所推薦的學生。黃逸
仁表示，將於明年申請成立正式校內社團，期
待有更多願意奉獻的同學加入，「由衷希望讓

更多人瞭解社會服務的意義，在每個人心中種
下社會服務的根苗，進而發揚光大。」
　淡江校園獅子會於今年10月經由新北市福和
獅子會會長鍾怡芃及陳國樑共同規劃、籌備推
動和各區獅友幫忙順利成形，透過校園獅子會
的成立能與國際獅子會的合作，使學生擁有更
多服務社會的機會。柯志恩表示，淡江學子有
幸加入以服務助人為宗旨的團體，對形塑善良
品德的與健全人格的涵養有莫大助益，不管是
國際或校園獅子會，皆承載著希望。

淡江校園獅子會授證成立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樸毅志工社於
上週在商管大樓門口舉行舊衣舊書募集活動，
希望集合大家的愛心，在寒冬中將溫暖送給需
要幫助的人，募集到的衣服將會捐給心怡基金
會，而書籍則是捐給陽光基金會，活動負責人
資圖二林聖雅表示，透過收集大家已經不會用
到的衣服和書籍，捐給需要的人們，不僅可以
幫助他人，更讓資源得以再次被使用。

募二手物關懷弱勢

品德之星

長葛煥昭說明，目前因應節能減碳已減為發放
2次。而畢業證書上是否貼照片等問題，葛煥
昭指出，畢業證書上無照片是101學年度第二
學期時有班代提出刪除的會議結果，盼班代能
確實佈達訊息。
　對於無線網路訊號不穩定，資訊長黃明達
說明校內有近3百座網點供校內3萬人師生的使
用，若有網路不穩請立即電話反應地點及問
題。在學雜費調整方面，財務長陳叡智指出，
本校已有6年未調整學雜費，近年水電、健保
等費用調漲，以及為確保學生的受教權益才調
整學雜費，關於學雜費調整訊息請見「校務
資訊公開專區」。（網址：http://info.tku.edu.
tw/use_layout.aspx）

「請問校長...」班代表座談會意見交流
　3日的班代表座談會中，校內教學行政相關單位與班代表約2百
人出席。有班代提出，將英檢畢業門檻改為多語與師長進行交
流。（攝影／鄧翔）

社團負責人建議暢言

　西洋劍社於3、4日在體育館舉行西洋劍新
生盃，讓新進社員藉由正式比賽來增加學習
經驗。本次競賽以男女分組，採積分制定出勝
負；而比賽過程中，學長姐也適時提供指導，
增添許多刺激性與趣味。西洋劍社社長企管三
荊琳說：「近年西洋劍社員不斷增加，比賽是
學習的動力之一，也是個驗收學習成果很好的
機會。」初學的日文一唐永璞分享，西洋劍很
酷，但在訓練後明顯感受到體力增強很多，很
開心可以加入這個社團，「今天的比賽，我
認為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會繼續努力學習
的。」（文／沈彥伶、攝影／賴意婕）

西洋劍新生盃激烈交鋒

使技巧更加進步。」西音社社長國企四聶崑淮
表示：「許多參賽樂團在10月時就開始卯足全
力準備，希望在這次的比賽中有最好的表現。
『西音大道』的目標是讓新生得到一個正式的
舞臺對外表演，也希望觀眾能感受到他們演出
的熱情！」

四枝筆講座獻唱心暖歌迷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於5
日晚間7時舉辦「四枝筆Four Pens—音樂講
座」， B119教室外排滿120餘人前來參加，吉
他社社長航太三陳曦表示：「希望藉由親身經
歷過從大學玩吉他、組團至創作的四枝筆樂
團，來分享音樂之路，讓同樣擁有音樂夢的同
學對未來藍圖有更好的規劃。」
　穿插著樂團表演以及經驗分享，四枝筆的吉
他手Bibo談起創作詞曲的經驗，「我們不停的
摸著合弦進行嘗試，將它們排列組合直到最有
感覺的那一刻，我認為一定要先創曲再填詞，
避免歌詞限制旋律的發展，而歌詞創作，最好
將生活融入其中才最具味道」中文一張雅筑分
享：「我很嚮往能自己作曲，透過這次講座
我更加確立了該如何培養吉他練習。」在活動
最後，英文一閻雨石等人表演四枝筆的歌曲，
「我們為了這次表演準備了一週多，有機會能
在四枝筆面前表演讓我收穫很大！」

　星相社2日在黑天鵝以「梅林的魔法書」為
概念展出「西洋神祕學展-梅林的魔法書」，
會中有各式塔羅牌、占卜用書及器具，牆上的
「星座人體對照圖」，描述各星座的身體哪些
部位最容易出毛病，最受觀眾感興趣；另外還
有占星講座、免費占卜等讓大家體驗占卜。前
來占卜的產經一李佩珊興奮的表示，只要有10
張發票就能能免費占卜非常值得。化學二鄭鈞
澤說：「去年有來看展，今年再看一次還是覺
得很酷！」（文／鄭文媛、攝影／鄧翔）

星相社展梅林魔法書

柔道社社友回娘家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柔道社於上月
30日在SGB1舉行社友回娘家活動，盛邀歷屆
幹部、社員回柔道社與現任社員練習、對打；
除給予指導外，也一同話當年，拿出昔日交流
用的社員留言本與各式各樣照片，彼此分享經
驗、回憶，增添感情。柔道社社長運管二劉臻
表示，很感謝學長姊們返校交流，協助解決在
柔道學習上的困擾與問題。

響更多人，而不間斷。」
　對於專研於水資源環境工程的劉醇和而
言，「水環系本身跟環境有關，因此在未來
希望能用一己之長，持續幫助需要的人。」
（文／黃怡玲、攝影／鄧翔）

約可赴蘭陽校園觀星。
　春暉社、商管學會希望能將場佈插旗的範圍
擴大。柯志恩回應，會研議可允許插旗區域範
圍。學生會反映體育館收費過於昂貴。蕭淑芬
表示，與各大專院校相較便宜，若借用單位願
意主動清潔場地，則可評估取消清潔費用，努
力讓師生有收費更低廉的場地使用。

樸毅
志工社

　吉他社5日邀請四枝筆樂團來校講座，
熱情的歌迷擠滿教室，四枝筆樂團感動獻
唱。（攝影／賴意婕）

今起 翻海報街嗨
（製表／吳雪儀）

　機電系校友、
美國印地安那
大學音樂博
士 李 振 聲
於2日在文
錙音樂廳以
平易方式演
奏古典曲目。
（攝影／鄧翔）

　5日的社團負責人座談會中，提出場地使
用等問題，與師長進行交流。（攝影／盧逸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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