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撞球校隊
於上週參加中華民國撞球總會主辦「102年大
專校院撞球聯賽」抱回女子團體組冠軍、女子
一般組九號球雙打亞軍和男子一般組九號球雙
打亞軍的佳績。隊員保險三林怡廷開心地說：
「能在這次團體賽中勝出，感謝共同努力的
隊友及球隊的支持鼓勵，希望以後能有更多出
賽機會！」隊員英文三朱慧恩分享：「撞球對

我來說不只是撞球，而是包含了許多智慧的應
用。比賽時思路要隨時改變，才能因應不同的
球型。這次比賽獲得亞軍，也是促使我進步的
動機，希望下次比賽能奪冠！」

謝昕璇鼓勵以小搏大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曾經到雪梨
參加世界最棒工作競賽進前3強的謝昕璇（綽
號Cc），於4日晚間7時在B713主講「壯大夢
想，遊歷世界」的旅行系列講座，她以「去
想，做不到；去做，意想不到」和大家分享，
共近2百人參與，現場座無虛席。
　謝昕璇首先分享世界最棒工作比賽的經歷，
她所爭取的工作是月薪5萬的野生動物保育
員，在陸地上抱著草蟒自我介紹，至海中挑戰
與海獅一起游泳，雖然最後沒有得到該工作，
她表示：「那2週的比賽，已經讓我知道，靠
近夢想的滋味了！」
　接著，她剖析個性特質是可以決定個人的未
來，再者是執行力、異想天開（想像力）、過

　【記者趙巧婷、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劍道隊於7日、8日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 
學年度劍道錦標賽，在全國50校的高手環伺
下，抱走男、女子一般組團體得分賽雙冠軍、
男子一般組團體過關賽第一名、男子公開組
團體過關賽第二名、女子一般組團體過關賽第
三名；個人賽方面，男子三段以上組第一名是
日文三安良岡龍太朗、女子段外組前3名分別
為：日文三劉鈺婷、土木二曹立嫻和企管四陳
鳳儀，男子初、二段機電二黃詩為是第六名，
共獲5金2銀2銅、第六名佳績。

　劉鈺婷表示：「練習時的挫折不禁使自己懷
疑是否能在場上為校盡一份力，但很開心平時
的練習是有成果的，能有如此好的成績，歸功
於教練和學長姐的指導與隊友的齊心協力，未
來也會更加努力！」
　另外，本校教職員工參加「大專院校102年
度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獲女子團體組亞軍，
球員之一的體育長蕭淑芬開心地說：「今年女
子組獲得有史以來最好的成績，真的很開心，
也因為這次的機會讓我們得以晉級明年的甲組
競賽，將會提升球技取得更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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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2/16(一)

8:00

體育事務處

網路報名

免費游泳週報名至19日
17:00止（http://enroll.tku.
edu.tw/）

1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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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6(一)

19:30

微光現代詩社

L413
林達陽詩人座談會

12/17(二)

12:10

課程所

ED302
午餐約會在綠建築-認識
課程所

12/17(二)

19:00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廳
古典 經典~鋼琴五重奏

12/17(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正面打：二教前方、後方

12/18(三)

11:00

茶藝社

H109

茶憶

回顧茶與歷史─英式下午
12/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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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8(三)

18:30

烹飪社

美食廣場
戀上白色戚風-北海道戚
風蛋糕手作

12/18(三)

18:30

彰化宜蘭校友會

學生活動中心
彰化宜蘭校友聯合耶誕趴
「Back 2 love」

12/18(三)

19:00

電影社

L201
電影欣賞：聽媽媽的話

12/18(三)

19:00

學生動新聞社

Q201
人物特寫採訪討論

12/18(三)

20:30

體適能有氧社

SG246
夜光聖誕趴

12/19(四)

11:00

茶藝社

H109

茶憶，回顧茶與歷史─陸

羽泡茶
12/19(四)

12:00

未來所

ED501
從微電影相信談起

12/19(四)

13:10

諮輔組

L204

性平講座座談：愛自己

（一）從了解性別開始
12/19(四)

16:10

諮輔組

L206

愛自己（二）從了解關係

看起
12/19(四)

18:00

衛保組

SGB1劍道館

健康動一動-塑身有氧舞

蹈

12/19(四)

18:30

覺生紀念圖書館

U301

站在巨人肩膀上‧學位論

文不一樣-告訴您「博碩

士論文何處尋？」講習
12/19(四)

18:30

讚美社

文錙音樂廳
笛~確是愛 耶誕音樂晚會

12/19(四)

19:00

攝影社

L412
花式黑卡

12/19(四)

19:00

烏克麗麗社

G315
與強尼老師過聖誕

12/19(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正面打:迴轉摔前方;後方

12/20(五)

11:00

茶藝社

H109
茶憶，回顧茶與歷史─客
家擂茶法

12/20(五)

18:00

西洋劍社

體育館B1
耶誕趴

大代誌
學生

915期
中華民國102年12月16日

本週我最靚

保險三谷口侑以

校園話題人物

　漫步在漁人碼頭的情人橋上，是否曾聽見
橋下餐廳的甜美歌聲隨風而來？保險三谷口
侑以將情感注入在歌聲裡，唱出她對音樂的
熱愛，目前進入選秀節目《Nubia華人星光
大道3》前10強。中日混血的她，在10歲時
回臺學中文，她從未接受任何音樂訓練：
「我很喜歡唱歌，覺得生活中沒有音樂是件
很無趣的事。」
　自國中時被班上同學推選參賽後，就開啟
她的歌唱生涯；為了有不一樣的生活經歷，
在推甄進入本校升大一暑假時，谷口侑以到
民歌餐廳駐唱，在駐唱的過程中建立自信，
從代班到正式歌手，不敢在人群中唱歌的
她，逐漸累積舞臺經驗，培養出穩健臺風，
「在國中參賽時，面對觀眾是會怯場的，當
時只是心血來潮想試試駐唱，沒想到真的入
選了，駐唱的舞臺就像個人演唱會，可以唱

走自己路 進華人星光大道10強

蕭敬騰週三來了

女性成長開講                吸引師生眼球

很爽！」
　因此，她開始和朋友參加各式歌唱比賽，如
本校金韶獎校園賽、《超級歌喉讚》選秀賽
等，谷口侑以靦腆地分享：「其實我沒有任何
計畫，只是憑藉衝動和熱血往前行，我想著，
星光大道有4場甄選總會進一場吧，所以打算
若第一場失敗，就繼續報名第二場。」就是這
樣積極的態度，讓她在選秀節目中嶄露頭角，
擁有甜美的外型與輕柔的嗓音，成為節目中被
看好的選手，還被知名歌手黃韻玲評為：「谷
口侑以的口氣是很好的！」她笑說：「大家都
說我很淡定，可是其實心裡非常的緊張，根本
不敢看鏡頭。」
　順利進入15強，她卻跌入了撞牆期，「突然
覺得自己不會唱歌了，怎麼唱都唱不好！那時
還碰上期中考週得重感冒，身體很糟、課業不
行、歌也唱不好，只能在家崩潰大哭。」雖然

如此，她還是努力地尋找解決辦法：「因為我
想要再努力看看，至少知道自己認真過。」她
感謝比賽帶來的改變，逐漸在歌唱中找到信
心：「我現在敢看鏡頭了！在一次次的比賽中
學習，不要畏懼評審的眼睛，現在可以很自在
地享受這個舞臺。」除了比賽，她還會認真經
營粉絲專業，常在粉絲團分享心情點滴，「這
是我和歌迷交流的園地，曾經有歌迷特地從高
雄到臺北聽我唱歌，並帶來自己的手作卡片，
那一刻真的很感動，每個歌迷的鼓勵，對我來
說都是一種肯定。」
　談起未來的方向，她感謝地說：「很感激媽
媽的支持，媽媽是不樂見踏入演藝圈的，可是
因為我喜歡，所以放手讓我去做。」未來想朝
創作歌手的目標發展，「我想嘗試各種不同種
類的曲風，找到自己最適合的歌路，只要繼續
唱，總有一天會被看見。」因為相信自己，谷

口侑以用歌聲唱出屬於她的態度。（文／李
亞庭、圖／谷口侑以提供）

捐血

撞球隊抱回         女子團體冠軍 

校慶高球賽增情誼

霧裡看花迸出赤子心

住宿生揪團吃湯圓

美術社6作品入2014桌曆

安全組：防盜隨時注意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號外！號外！
知名歌手蕭敬騰將於週三（18日）下午14時40
分在紹謨體育館7樓，參加體育事務處與管科
系舉辦的公益籃球賽，與本校男子籃球隊進行
友誼切磋。活動當天將有競技啦啦隊、熱舞社
等社團炒熱活動氣氛。各位粉絲們注意囉，當
天將於活動前，以排隊領票的方式進場觀賽，
要參加的同學們要搶要快！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上週耶誕活動
襲捲淡水校園，海報街熱鬧耶誕市集吸引師生
參與，而書卷廣場的耶誕布置讓大家紛紛拿起
相機拍照留念。最吸睛的「耶太美，校園變裝
舞會」於11日晚上還沒到入場時間，排隊的人
龍從學生活動中心延伸到了宮燈教室。大家發
揮巧思裝扮成鋼鐵人、還有聖誕老人等造型，
舞臺上由知名DJ游強主持和現場同學互動炒熱
現場氣氛，而後有第24屆金曲獎最佳新人獎葛
仲珊，以《打破他》饒舌歌曲將氣氛帶到最高

點，最後由「頑童MJ116」饒舌團體，讓原本
寒冷的天氣，瞬間熱了起來，用他們的歌聲為
這場舞會畫下完美的句點；同時，極限舞蹈社
也受現場氣氛感染，在舞臺旁展現舞技，吸引
大家的目光。活動總召資工二陳奕甫說：「感
謝這次學校的協助，才能讓本次活動順利進
行，希望大家可以玩得開心。」和朋友一起參
加舞會的公行二簡均俸說：「這是我第一次參
加這種活動，覺得很好玩，期待下禮拜的『耶
夜笙歌』校園演唱會。」

耶誕驚喜 市集變裝趴襲捲校園

境外生球類賽汗水交流

　華僑同學聯誼會於7、8日舉辦「第三屆境外
生球類大賽」，淡水和蘭陽校園約有350位境
外生一同揮灑汗水。2天中有羽球、籃球、足
球及趣味競賽等77支隊伍分組對抗。活動總召
國企三江德發分享，活動籌備期曾遇到與各國
境外生在語言溝通上的困難，但也讓彼此學習
了解他國文化的不同。最感動之處，莫過於比
賽進行中看到各國境外生組隊一同努力爭取榮
譽的畫面，有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文／林
佳彣、圖／華僑同學聯誼會提供）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體育事務處於
上月25日在臺灣高爾夫球俱樂部，舉辦校慶盃
高爾夫球賽，校長張家宜親臨開球，與中華民
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定川等共40多位
教職員及校友一同打球。當天氣氛相當融洽，
藉由互相切磋球技，拉近彼此的感情。體育長
蕭淑芬表示，淡水難得的好天氣，大家出席踴
躍盡興而歡，彼此增進情誼。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諮輔組與美
術社合作，舉辦「幸福彩繪～心懷希望」徵
圖活動，共有61幅作品表現生活的小確幸。
最後以臉書按讚人數、專業老師評審等合
評比後，選出財金一李佳臻等6位作品將刊
登在2014桌曆。其中，按讚人數最多的李佳
臻，在心型畫框中以線條藏著happiness等字
樣，表現尋找幸福」意涵。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近日，商管大
樓頻繁出現不明人士，利用下課時間潛入教
室，竊取同學財物，尤其以坐在門口附近的同
學最容易受害；且在操場上體育課、從事體育
活動時，同學經常集中放置個人物品，但因無
人在旁看守，也偶有財物不見等事情發生。總
務處安全組組長曾瑞光提醒，同學應多加留意
自身財物，儘量把貴重物品隨身攜帶、妥善保
管，以期能降低遭竊的機率及風險。

劍道隊102大專盃佳績
　　　團體賽 　　個人賽

男子一般組團體
得分賽第一名

男子三段以上組
第一名：安良岡龍太朗

女子一般組團體
得分賽第一名

女子段外組
第一名：劉鈺婷

男子一般組團體
過關賽第一名

女子段外組
第二名：曹立嫻

男子公開組
團體過關賽第二名

女子段外組
第三名：陳鳳儀

女子一般組
團體過關賽第三名

男子初、二段組
第六名：黃詩為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 學年度劍道錦標賽於
7日、8日連續2天在本校紹謨體育館7樓盛大舉
行，共有50所大專校院、近5百人參與，賽況激
烈彼此「竹劍」相接以求最好的成績。（攝影
／余浩鉻）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插花社上週在
黑天鵝展示廳的「霧裡看花」展覽中，藉由各
式爭奇鬥艷、創新、優雅典緻的插花作品中，
搭配現場的故事場景：在森林中打開潘朵拉的
盒子，取出希望之心到天國實現願望後，並從
地獄中看見恐懼，最後迷霧漸漸散開，在糖果
屋中明白赤子之心是一切的答案，引領參觀者
經歷奇妙的旅程，插花社社長資管二詹芳綺說
明：「此次花展搭配的故事是由希臘神話及聖
經中取材。」法文三張瀞文表示：「不同於一
般靜態的花展，具有故事的動態方式呈現，不
僅新鮮有趣，讓我更看見插花之美！」

　9日晚上7時住輔組的「全員團圓中」分享美
味的湯圓，大家揪團在美食廣場享用並交流情
誼，場面備感溫馨。會計二許雯淳說：「今年
是第二次在宿舍吃湯圓，可以與同學聯絡感
情。」（文／鄧晏禎、攝影／蔡昀儒）

人的勇氣（傻勁）等，整場演講中，她穿插親
身的故事經歷，讓全場的歡笑聲此起彼落。最
後，她以「放手一搏便能以小博大，當你真正
想做一件事時，全宇宙的人都會來幫你，因為
你擁有無比的熱忱。」與在場與會者共勉。
　本次演講是由國際青年交流團與國際經濟商
管學生會（AIESEC）聯合舉辦，國際青年交
流團團長英文二黃亭瑄表示，本團的宗旨就是
鼓勵大家能說走就走，勇敢到國外闖盪，恰巧
與謝昕璇的旅遊宗旨相符，「期待未來能與
AIESEC有更多合作的機會。」

女聯會講座水適能保健婦女健康
　水中運動也能治療病痛及健身？女教職員聯
誼會於10日舉辦「婦女健康講座」，邀請水適

大專盃劍道賽在淡江

搖滾吧飛 寒冬音樂暖心相伴
　實驗音樂社和烹飪社於6日晚間在郵局旁空
間，共同舉辦「搖滾吧，飛（Buffet）」音樂
活動，邀請游曼青、陳文綺和PiA樂團透過歌
聲和美食和90人分享音樂故事，臺上與臺下互
動熱烈，氣氛輕鬆愉快。實驗音樂社社長企管
四蕭順升表示，本活動是鼓勵大家盡情去闖去
飛，藉由跨社團合作來表達理念，將持續與不
同社團合作，希望給大家驚喜。保險二黃詩峻
說：「雖然戶外活動天氣很冷，但是現場提供
茶點，再配上美好的音樂，真是最棒的週五夜
晚！」（文／夏天然、圖／實驗音樂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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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球聯賽
大專校院　 淡 水 校 園 很 耶

誕，書卷廣場的耶
誕樹裝飾吸引路過
學 生 拍 照 留 念 。
（攝影／余浩鉻）

　11日晚間的「耶太美，校園變裝舞
會」擠爆學生活動中心，並且大家爭
奇鬥艷打扮參與，其中有同學扮成軍
人造型和以紅色主題盛裝出席。（攝
影／吳國禎）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烏克麗麗社於
7日在淡水校園進行「烏克逃走中」，約20人
跑遍校園闖4關累計積分，玩家不但要解任務
還要避免獵人的追捕，最後積分最高者獲得馬
叔叔簽名的四弦琴。烏克麗麗社活動長土木二
陳柏勳表示，「設計此次動態性的活動，希望
能促進社員身心健康，也希望未來能成為社團
具有特色的活動，延續下去。」參加遊戲者公
行三邱悅表示，「逃跑的感覺很刺激！闖關也
很有趣，把社課學到的東西設計到關卡中，讓
我覺得很好玩。」

闖關得馬叔叔簽名琴逃走中
烏克

公行三潘怡廷：
「耶誕燈飾使淡水
校園很有過節的氣
氛！」

2百人聚結海琴緣成發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弦樂社於10日
晚間7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結海琴緣」期末
成果發表會，吸引約2百人齊聚聆聽，沉浸在
幽美的琴韻之中。弦樂社社長資工二黃冠智表
示，這次所選的曲目大部分都和船、海有關，
安排古典樂曲和《女人香》等熟悉的電影配
樂曲目，再配合故事情境設計活動，取「情」
的諧音，希望讓聽眾有耳目一新的感覺。「這
次的音樂會中，希望呈現弦樂團努力練習的成
果，並能讓更多的淡江人認識音樂，進而喜歡
上音樂。」

（攝影／羅廣群）

世界最棒工作
水中運動保健

能協會理事長柳家琪，以「在水中除了游泳運
動外，還能做些什麼？」為題，帶領聽眾一同
拓展水中新「視」界，校長張家宜、體育長蕭
淑芬等近40人參與。
　柳家琪從水適能的定義、效益至器材搭配圖
片、影片解說，除了理論分析外，豐富且生動
的肢體語言，讓聽眾也忍不住動起來。大傳系
編纂徐靜分享，「現場介紹蛙掌手套等輔助用
具，在現場試穿戴後覺得很棒，加上影片示範
動作，迫不急待想嘗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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