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週，四維體育推廣教育基金會於國立體育
大學舉辦的第十九屆第二次臺灣大專網球排名
賽，網球校隊資工碩一賴祥瑞（左）和機電一
林瑞德（右）勇奪雙打金牌，且進入個人組前
16 強以及 8 強。2 人均感謝教練暨體育專任講
師張嘉雄和范姜逸敏指導，「謝謝教練為我們
的付出。」賴祥瑞表示，能代表學校比賽且獲

獎感到很高興，「為了本次比賽，除了固定的
校隊練習外增加晨練時間。」對於未來網球隊
的期許，林瑞德說：「希望能進入大專盃得冠
軍！」（文／姬雅瑄、圖／體育事務處提供）

國際大使團復古變裝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大使團於
23 日的「BACK To 70’s」耶誕派對中，大家
均以復古造型出席，如同回到 70 年代，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佩華、境外生輔
導組組長陳珮芬皆到場參與盛會。主持人以中
文和英語雙語主持，帶動熱烈的氣氛，一連串
精采的表演節目使現場尖叫聲不斷，包括復古

管樂社音雄聯盟期末音樂會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於 19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音雄聯盟期末音樂會，
管樂社社長資管三胡宸瑋說道，「這次的名
稱和演出曲目有很大的關係，特別演奏電玩
『LOL』的主題曲呼應主題，最特別的是，我
們將〈東方〉一曲在全亞洲首次演出，就在這
次的期末公演中。」因此，在選曲除了用心外，
且以多元的曲風呈現，以西方樂器融合太魯閣
族傳統歌謠〈狩獵的歌〉，整場演出大受好評，
並於 28 日受邀至 2013 嘉義市國際管樂節於文
化中心音樂廳參加演出。

雅滬國樂社愛樂流行期末音樂會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雅滬國樂社於
26 日舉辦「愛樂流行」期末音樂會，約百人
蒞臨聆賞，在寒冬中享受國樂盛宴。本次表演
〈春〉、〈青花瓷〉、〈三寸天堂〉等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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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一 )

10:00

福智青年社

黑天鵝展示廳
真相蔬食展

12/30( 一 )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期末心得分享

12/31( 二 )

20:00

合氣道社

SGB1 武術教室
期末社員大會

1/2( 四 )

20:00

合氣道社

SGB1 武術教室
授帶典禮 + 期末歐趴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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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我最靚

資管三盧盟元

校園話題人物

走旅德國打工出書

迎耶誕 校園濃濃歡樂 FU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21 日晚間學
生活動中心湧進 2 千人，「耶夜笙歌」校園演
唱會的舞台加上五光十色的燈光效果，活力四
射地將活動揭開序幕。「亞洲舞王」羅志祥，
在尖叫聲中登場，以金髮的韓風造型帶來〈愛
瘋頭〉一曲，演唱中還用同學的手機與粉絲自
拍，讓全場瘋狂不止。
　「那我懂你意思了」樂團，以一曲〈很幼稚
嗎〉獨特的唱腔唱出青春熱血氣息；接著「八三
夭」的〈東區東區〉電音舞曲，瞬間炒熱全場
氣氛；而艾怡良用經典老歌〈Last Christmas〉
慶賀聖誕節的到來、「滅火器」樂團用台語唱

出搖滾精神、俏麗的「Popu Lady」女子團體
以〈戀愛元氣彈〉歌聲融化全場同學的心；最
後由知名藝人林宥嘉壓軸登場，爆汗激烈演唱
〈自然醒〉的搖滾曲風結尾。活動總召資工二
陳奕甫表示，本次請到大咖藝人，希望讓同學
們成群一起度過最棒的耶誕節。
　物理三嚴友志與班上同學一同前來，他興奮
地表示：「這次的耶誕活動請到羅志祥、林宥
嘉、Popu Lady 等藝人，羅志祥魅力大到連男
生們都為他尖叫，還很幸運地搶到 Popu lady
的海報。整體來說，活動幾乎沒什麼冷場，是
我上大學以來參加過最棒的活動了！」

中文一楊佩珊、林韋丞：
「祝大家在新的一
年中，許個好心願，
並祝期未考順利。」

衛保組測 BMI 鼓勵運動

學生社團成果發表豐收 寒冬秀活力

　高中畢業那年的暑假，你在做什麼呢？資
管三盧盟元，在當時選擇是前往德國的農場
打工，他憑藉著自己的力量從頭開始規劃，
並詳細記錄為期 47 天發生的點點滴滴，將
準備的過程和方法，以及在當地體驗到的風
俗民情，食宿交通等內容集結成冊，書名為
《18 歲勇闖德國農場打工去》，於去年 5 月
由博客思出版社出版，初版共發行 2 千本，
截至目前已銷售超過 1 千本。
　高三下那年，盧盟元順利推甄至本校資管
系，但眼看還有長達半年的暑假時間，他便
想到善用時間來圓夢，「其實就是用便宜的
方式出國旅行。」因此，經過多方的查詢後，
於是選定 WWOOFing 這個網站，他分享此
網站是提供全球農場打工的機會，讓雇主與
員工有一個交流的平臺，員工也能以工作換

取免費的食宿。他選擇了一個位在德國的農
場，「還記得小時候曾經和爸媽一起出差到德
國，所以在心裡留下很深的印象，因此也想趁
這個機會再深入了解當地的文化。」
　出發前的 2 個月，盧盟元便將資料都準備得
相當完善，包含和農場的聯繫、行前的注意事
項、票券的預訂、交通方式。「在國外，才發
現自己懂得東西其實很少。」這是盧盟元 47
天過程中最大的體悟，他也認為在國外的小
孩，相較於臺灣是比較獨立的。媽媽相當鼓勵
他把旅程中每個細節都記錄下來，無論是以文
字或攝影的方式，還養成寫日記的習慣。
　這趟旅程回到臺灣之後，盧盟元身邊許多親
朋好友，都紛紛向他詢問出國的細節和方法，
於是和媽媽討論之後，便決定將所有的文字筆
記和照片，整理成冊。在尋找出版社的過程

中，其實並不如想像中順利，但仍很幸運地找
到博客思出版社願意替他出版，對於能夠出書
這件事，他笑著說：「不敢相信！」透過和出
版社來來回回數 10 次的討論，他也從中學習
到許多書籍的編排技巧，對於現在即將面臨的
畢業專題也有一定的幫助。
　「善用年輕，勇敢追夢並不難！」這是盧盟
元近期受邀到臺中新社高中分享的主題，也用
這句話鼓勵和他有著一樣夢想的人。第一次站
在臺上面臨臺下 1 千多位的同學，他坦言：「很
緊張也很興奮。」慶幸的是，演講中幾乎所有
同學都很專注地聽他分享，「是最令我開心的
事。」盧盟元認為，這趟旅行經驗，真的變得
更獨立，視野也更加開闊。
　雖然並沒有再出書的計畫，目前的他正積極
地學習德文，希望畢業後，有機會能夠前往當 地進修。（文／林妤蘋、攝影／梁琮閔）

北極星服務團 TA 受聘

即起票選校園 10 大壞行為

網球校隊賴祥瑞 林瑞德           雙打奪金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衛保組與膳食
督導團於 24 日在商管大樓三樓前舉辦「健康
密碼 1824」，約百人前往了解 BMI 的健康知
識。衛保組校護邱鏡伃表示，活動目的在於讓
大家了解 BMI 的重要性及如何計算，「1824
是 BMI 的健康口訣，只要數值介於 18.5 至 24
之間，均屬正常體重，現場贈送健康 BMI 捲
尺，希望大家能隨時注意均衡飲食，並保持運
動習慣，以維護健康的體能。」公行二游絜茵
表示，參加活動後更了解 BMI 和身體健康的
關係。

　【本報訊】校園中是否有些不當行為讓你難
以忍受？你可以利用選票來「揪」出這些壞行
為，和大家一起來塑造更清新與充滿尊重氣氛
的校園文化。學務處舉辦「校園十大不當行為
票選活動」，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選出校園不
當行為，同時可提出對不當行為者之呼籲或張
貼你曾經在校園中看到友善、有品的行為。即
日起至 103 年 2 月 27 日止，凡參與網路票選
活動者有機會獲得未公開販售之淡江大學紀念
品 1 份。關於活動詳情及票選連結請見「校園
十大不當行為票選」網站。（網址：https://
sites.google.com/site/tkumorality/）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課外組於 25
日舉辦「淡江大學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北極星
服務團 TA 受聘典禮」，校長張家宜、社團學
習與實作召集人黃文智、學務長柯志恩、課外
組組長江夙冠、社團講師等人共同出席。會中
頒發社團指導老師和社團 TA 聘書，並播放這
一年來的活動回顧影片。張校長致詞表示，社
團學分化即將邁入第三年，將持續改善以能成
為全國標竿，讓社團課程結合理論及實務，以
彰顯淡江的精神。黃文智希望社團發展越來越
成熟，能因應各種外界的挑戰，「北極星 TA
很優質，歡迎同學都能加入。」柯志恩談到：
「希望課外活動能確實落實淡江精神，感謝
社團老師及社團 TA 共同學習與支持。」社團
TA 經濟三陳映亘說道，「很喜歡和夥伴一起
朝目標共同努力的感覺。」

　美術社和烹飪社以「手作」和大家度平安
夜！ 24 日的「可愛手工聖誕襪 DIY 搭配蜜糖
吐司」中，美術社以不織布進行手工聖誕小物
針線教學。縫製出紫色雪人的資圖二黃沛穎大
讚活動很有趣，還可隨意做出屬於自己風格的
聖誕掛飾。而烹飪社的蜜糖吐司教學，大家則
發揮創意，以冰淇淋、餅乾裝飾屬於自己的蜜
糖吐司，烹飪社社長企管三陳建羽分享：「蜜
糖吐司的製作真的不難，透過本次活動，想讓
大家都能嘗試做出獨特風味的蜜糖吐司，也希
望在寒冷的平安夜大家能聚在一起維繫感情、
甚至結交更多情誼。」（文、攝影／蘇靖雅）

開場舞、性感熱舞及聖誕歌曲演唱，
華語班外籍生更特別獻唱中文耶誕
歌曲，使舞會達到最高潮。蟬聯 2 年
境外生歌唱比賽冠軍得主資工二陳
佩 倪， 也 特 地 獻 唱〈ROLLING IN 
THE DEEP〉等歌曲；令人期待的交
換禮物及抽獎活動，使會場的國際交
流更加熱絡。
　國際大使團社長英文四蕭安愉表
示，藉由這次的復古聖誕派對，促進
臺灣生與境外生的交流，也希望各位
來賓玩得開心，有一個難忘的異國風

情夜晚。

淡江 BeatBox 社派對同歡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23 日淡江
BeatBox 社舉辦「夜誕樹下 Xmas Party」，近
150 人 參 與， 活 動 由 Ken+PEZ 進 行 DJ 秀，
LUXY 駐場 DJ 郭正男 Afro、百萬大歌星第三
名 Mouzik Beatbox、老莫等超強卡司接連進行
口技表演，世新大學街頭音樂社也前來同歡，

熱鬧非凡。淡江 BeatBox 社社長機電三吳明哲
形容此次活動，「以『夜店』形式慶祝聖誕節，
想給淡江人一個最厲害的聖誕趴！」

職場達人社交換禮物分享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職場達人社也
不惶多讓，為使社員感情更為融洽，24 日晚
間以冬季會感到溫暖的禮物為主題，舉辦「聖
誕老公公」交換禮物派對，社員帶著期待興奮
的心情抽獎，並現場拆禮物。職場達人社社長
資圖二郭玲雅形容社員對獎品喜好不同，「過
程中有人驚喜，有人憤怒。」交換禮物創意度
高，有餅乾糖果、紙膠帶、滑鼠等，最受歡迎
禮物是 USB 保暖器，寒冬也可以暖呼呼。

西洋劍社學長姐返校交流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西洋劍社於 20
日在星星牛排館舉辦耶趴，參加的人除了學生
外，畢業學長姐也回來參與同歡！這次活動執
行人之一日文二蔡富綿表示，學長姐分享的內
容讓人深受感動，這樣溫馨的季節，希望大家
不是只有歡樂，而是能找到在家的歸屬感。

學生議會新選 5 議員
　【記者劉芷均淡水校園報導】第三十二屆
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結果於 13 日出爐。本次參
選人數共 10 名，當選人數 5 名：經濟三謝志
健、保險三張耕華、英文三陳依柔、政經一劉
庠寬以及觀光一蘇資閔。本次選舉總投票率
為 4.4%，以商管學院 4.3% 最高；張耕華以得
票率 29.8%、226 票成為本次最高票當選者。
張耕華感謝大家的支持及鼓勵，「很高興這次
能拿到最高票，在未來的路上，會繼續努力向
大家學習，並服務同學。」選舉委員主席大陸
碩二白凱任指出，因本次選舉規模非三合一選
舉，所以投票率較低，白凱任希望各院當選代
表議員，努力為各院學生爭取權益，「期許大
家共同合作監督學生會，同時替學生發聲。」

將流行音樂以傳統樂器表現，頗有一番風味。
運管二潘嘉宜覺得古典樂〈春〉讓她印象深
刻，可從音樂中感覺到綠葉萌芽轉變到春意盎
然、生機勃發的氛圍。而資圖二鄭沛表示，〈噶
瑪蘭〉一曲演奏地栩栩如生，似乎可以看到公
主和龜山將軍從熱戀到被迫分開的情景，「能
體會到他們之間悲傷的愛情故事。」

詞創社搖滾制服趴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詞曲創作社 26
日晚間舉辦「搖滾不死，詞創不老」成果發表
會中，以棉花、白色保麗龍板製造下雪氣氛，
60 人身穿高中制服熱情搖滾覺軒花園。
　先由大一生表演蘇打綠〈好想你〉後，再由
大二社員演唱〈熱情你和我〉，最後前詞創社
社長中文三謝汶權以〈永遠不回頭〉掀起高
潮，表演中甚至有 4 位熱情粉絲衝上臺同唱，
嗨翻全場。詞創社副社長物理三蔡佩珍笑說：

「我們還設計『回不去獎』遊戲增添樂趣，大
家都說玩得好開心！」

實驗劇團愛是期末公演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實驗劇團上週
舉辦「愛是」期末公演，以〈愛情生活〉及〈紅
木屐與猛男 T 恤〉的戲劇，帶給觀眾一個充滿
文藝氣息的戲劇夜晚。〈愛情生活〉是敘述都
會男女的寂寞，舞台上的浴缸實景、演員真實
的演出讓觀眾思考著愛情到底是什麼？而〈紅
木屐與猛男 T 恤〉則是描寫夢的緣分、現實、
破裂與相遇，留給觀眾想像的空間。觀眾中文
二李芳圓看完戲後表示，「演員的演技讓人十
分投入，整體戲劇效果也很棒，劇情更是觸及
我的日常生活，讓我有許多感觸。」
　對於這次的公演，〈愛情生活〉導演西語三
張朝瑞表示，想傳達的是現代人愛情觀裡的寂
寞，「愛情沒有是非對錯，也藉這齣戲讓觀眾
思考它的本質。」而〈紅木屐與猛男 T 恤〉導
演歷史三馮祥有則說，導演這場戲的初衷，是
提醒觀眾不要忘記做夢與愛人的權力。實驗劇
團團長教科三林瑋雯分享：「2 位導演都是新
手，此次公演對他們來說別具意義。除了演員
熱情投入、用心玩戲，也希望觀眾在戲裡得到
屬於自己的感動。」

　21 日晚間在學生活動中心的「耶夜笙歌」演唱會中，知名藝人
羅志祥出場時，同學趕緊拍下動感畫面。（攝影／陳嘉娜）

　國際大使團於 23 日的「BACK To 70’s」耶誕派對中，
大家均以復古造型出席，且與境外生互相交流同歡。（圖
／國際大使團提供）

　「Popu Lady」 樂
團， 演 唱〈 戀 愛 元
氣彈〉，大家均感
染 熱 血 氣 息。（ 攝
影／余浩鉻）

　實驗劇團期末公演的〈紅木屐與猛男Ｔ恤〉
戲劇中，詮釋夢境緣分。（攝影／余浩鉻）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淡江讚美社於
19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笛確是愛，耶誕音
樂晚會」，並邀請關渡基督學院講師簡雅姍一
起同歡。晚會一開始先由社員演出〈跟著星星
走〉短劇表演，精湛演技獲得熱烈掌聲；而簡
雅姍吹奏出一系列精采動人的詩歌，曲間與聽
眾分享自己人生的經驗故事，最後則由幹部們
以天使裝扮獻唱，並送上聖誕小禮物，和大家
度過美好的耶誕節。

讚美社彌賽亞歡慶耶誕

美術社烹飪社手作過耶誕

耶夜笙歌羅志祥勁歌 學生樂翻

網球排名賽
臺灣大專

　讚美社 19 日的「笛確是愛」成果發表中，
用音樂和短劇與大家共度耶誕節。（攝影
／蘇靖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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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茂祥化身聖誕老人送愛心糖

　化學四劉茂祥 25 日化身成聖誕老人在淡水
校園向全校校師生發送糖果，分享關心和愛。
從大二至今當了「自雇」聖誕老人 3 年感動不
少師生和廠商，贊助他持續發揮愛心。
　劉茂祥表示，能夠和別人分享喜悅和愛是讓
件很快樂的事情，尤其是在聖誕節慶日，更是
有意義的事情。他說道：「畢業以後，也不會
放棄當聖誕老人，將持續送愛活動。」（文／
余浩鉻、攝影／吳佩穎）

等人

917-4-原.indd   1 2014/1/6   上午 11:4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