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足球校隊獲                  冠軍入複賽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高雄校友會於
上月 27 日舉辦「湯圓晚會」，吸引會內逾 2
百位熱情參與，而指導老師、秘書處機要秘書
黃文智當天也到場與大家同樂，一塊吃湯圓。
高雄校友會會長經濟二洪士庭表示，本次活動
以「Cartoon Network」為主題，藉此成為串聯
每個人的共同回憶。活動當天在「走秀時間」
分別展現灌籃高手、玩具總動員、多啦 A 夢等
動漫主角的特色。接著，又以戲劇表演成功引
起全場哄堂大笑；有別以往，本次加入「LED
燈舞」，帶給大家全新視覺效果。
　最後傳承活動中，各家的大四生以一顆湯圓
傳予大三、大二，以及大一學弟妹，將活動氣
氛炒到最高點。首次參加的土木一吳佳穎分
享：「學長姐用心準備的表演很有梗，舞蹈也
很到位，整體活動備感溫馨。」

西音社 跨年成發

北區一組
大專盃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學生議會上
月 27 日舉辦「議事推廣研習營」，由學生議
會議長戰略碩一陳彥甫，及學生會會長歷史三
吳承翰，帶領學生自治組織內成員及對議事有
興趣的同學，前往臺北市議會、立法院參訪。
除聽取簡報外，在臺北市議會參觀時還進入議
場，觀摩臺北市政府民政科接受質詢之過程。
　而上月 27 日晚間在鍾靈中正堂則由歐研所
助理教授鄭欽模以「三權分立」為題，講述民
主政治發展歷程與現況、三權分立發展沿革、
及公民運動的講座；他鼓勵同學去挑戰不合理

的地方，為自己權益站出來、讓社會更進步。
　陳彥甫表示，本次研習營除了讓參加者學習
議事規則外，也能在旁聽質詢、聆聽演講的過
程中學習到政治素養，並在觀摩市政府與市議
會質詢中，學習到各組織如何互相監督、合作
中以求進步的過程，盼參與的同學利用難得的
機會中增長經驗。
　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李意婷說明，本校有學
生會、學生議會，與學生評議會學生自治組
織，是國內大專院校中少數具三權分立架構學
校，希望藉此研習更深入了解三權分立精神。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西洋劍社
於上月 28、29 日參加「第 17 屆輔大盃擊劍邀
請賽」，與 38 組全國中小學、高中、大專院
校等擊劍好手一較高下。此次共 19 位社員分
5 組團體參賽，其中以企管三荊琳、數學四黃
絢昇、國企一林旻甄、畢業社友陳欣敏所組成
的「淡江女子鈍劍」團體 A 組，獲得季軍。
　西洋劍社社長荊琳表示，輔大盃一直以來都
是學長姐帶領學弟妹們參賽，「此次參賽帶領
學弟妹們拿到第三名很開心，希望傳承由上帶

下的精神，將會繼續努力，以能拿到更好的成
績。」
　黃絢昇認為，「這次的輔大盃參加的隊伍比
以往還要多，和隊友們一起努力拿到第三名真
的很開心，每次的練習就是等著上場比賽的那
刻擊敗對手的瞬間，我們會繼續努力練習，為
學校贏得更多獎牌！」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於 23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
辦第 20 屆「詩籤：大吉」成果發表音樂會，
全員演奏輕快的舞曲開場後，接著學員個別上
臺表演展現多元的表現力，緊接著是全員合奏
〈愛的主場秀〉，節目的尾聲由社團指導老師
戴權文展現精湛的技巧，最後全員以〈卡農〉

在寒夜中撼起一波高潮。社長土木三林哲緯表
示：「本次音樂會之所以名為『詩籤：大吉』，
是因為與微光現代詩社合作，我們在入場前讓
大家抽一支屬於自己的籤，前 50 名贈予精美
書籤」（文、攝影／蘇靖雅）

　鋼琴社於上月 30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愛
琴海」期末音樂會，共演奏 20 首曲目，並結
合口技、吉他、小提琴等樂器，讓表演內容更
豐富多元；在演奏最後一首曲子〈超技練習曲
第六號幻影〉後，全場安可聲不斷，簇擁著機
電三葉子毅繼續演出，他演奏自創曲〈海風〉
為音樂會畫下完美的休止符。
　鋼琴社社員中文一大友由紗表示，有此機會
上臺演出感到很開心，會再繼續努力練習以參
加下一次的演出。鋼琴社社長保險二黃偲涵表
示，想讓觀眾有彷彿置身在愛琴中的體驗，悠
揚的享受一場音樂會，而期末音樂會也是一個
舞臺，讓社員們展現辛勤練習的成果。（文／
盧逸峰、攝影／劉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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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瑞克領隊社
　德瑞克領隊社將讓有領隊夢想的同學實
現帶旅行團的機會。德瑞克領隊社社長電
機二黃國恩表示，平時除邀請業界旅遊社
的領隊進行經驗的傳授外，更與旅遊社合
作進行實務帶團，他笑著說：「在國中的
時候因為領隊的帶領，讓我非常的欽佩，
而高中時再度與該領隊結緣。為了圓夢且
希望能將有領隊夢的同學結合起來，因而
創立德瑞克領隊社，讓大家都能一同為了
自己的夢想發光發熱。」
　黃國恩提到，取名德瑞克社是有 2 個涵
義，一是取英文字 direct 之音，含有引領
指導之意；另一是「德瑞克」可拆為獲得
﹙德﹚、睿智﹙瑞﹚、克服﹙克﹚，讓大
家一起朝此領隊目標共同努力，「我們安
排的課程很豐富，從 PA 探索、團康實務、
童軍技能的教學、領車的技巧、野外求生
的方法、受傷包紮及防衛術的教學、在山
訓中如何善用器材以及舞蹈的教學等，朝
向全方面的領隊出發。」
　去年從 10 月開始為期一個月受訓後，德
瑞克社社員們已開始進行第一次帶團，「去
年 11 月我們帶領高二同學在新竹小叮噹科
學園區，進行 2 天的戰鬥營隊，整個過程
都在大家彼此互助合作之下，順利完成帶
隊任務，這 2 天中除了成長之外，更凝聚
了社員們的感情。」
　黃國恩企盼未來旅行社只要聽到「德瑞克
領隊社」，就確定來自這個大家庭的專業
能力，德瑞克領隊社是屬於他們人生中通
往夢想的一個培訓站，下一站，勇敢踏上
舞臺並抓住全場目光。（文／蘇靖雅整理）

健言社辯論爭霸戰 福智社蔬食倡環保

電機二謝宗穎、
公行二劉力瑄：
「2014 新年快樂，  
  積極完成訂下的
  新目標。」

　「帶著相機，搭上火車，記錄每一個車
站，我的鐵道之旅便開始了。」中文三盧逸
峰眼裡閃爍著光輝如此表示，截止至今，在
全臺 219 個車站中，足跡已踏上 181 個車站，
3 年內完成 8 次臺灣環島鐵路旅行。盧逸峰
對臺灣鐵路瞭若指掌，凡舉出任一車站便能
詳述其特色，每條鐵路車站的順序更是倒背
如流。升上大三暑假時，他將追火車之路延
伸至臺灣外的世界，赴日遊學更搭上該國 12
個縣市的火車。
　談及對於鐵道執著的緣由，盧逸峰說，
「童年時，火車便駛進我的生命之中。」小
時候的住家附近便有鐵路，除了將鐵路時刻
表做為習字工具，更把當時的鐵路路網完整
地背起來。外地求學的他在回花蓮老家的火
車上，會興奮地數著車站，每當車窗閃過飛

逝的車站，想細看車站的念頭，從此萌芽。
　他給自己的成年禮，是以鐵路環島的 7 日之
旅。他發現到臺灣的車站，都與地方文化有著
深刻聯繫，每個車站都有特別的故事和文化，
這才開啟他一次又一次的鐵路環島旅程。
　一般鐵道迷注重的是對列車的專業知識，而
盧逸峰認為車站更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說：
「車站與人的日常生活有更大的關係。」仔細
觀察車站的面貌，不僅是一個城鎮的玄關、旅
人的出入口，對在地人來說，更代表當地文化
情感及特色，保存著特別的故事。「有些車站
掩蔽於水泥叢林中，有些卻獨立於原野山谷之
上。有些車站熙來攘往，有些卻充滿悠閒的氣
息，這些都是需要親眼去看，才能感受到的。」
因此，他親自踩踏在每個月臺上，觸碰車站充
滿人情味的溫度與氣氛。

　他分享每個車站的不同：追分站充滿古色古
香氣息，是熱賣「追分成功」車票人氣車站；
新竹車站獨特的巴洛克式風格建築，從日治時
期保留至今，為臺灣現存最悠久的車站，見證
當地的歷史與文化；內灣車站旁的內灣老街及
吊橋都是熱門景點，充滿濃濃的觀光文化氣
息；集集線遺世獨立的終點站車埕站，以木造
而成，印證當地原是林業重鎮，可窺見獨特的
文化背景；已廢站的多良站位於山坡上，有著
得天獨厚的美景，被譽為臺灣最美的車站。
　每到一個車站，盧逸峰還以攝影記錄旅行。
他發現，身邊的人幾乎沒有這樣的經驗，甚至
未曾離開過自己居住的城鎮，所以向周遭的人
分享，成為他旅行的動力之一，並將鐵道攝影
作品及旅途感受分享於個人臉書上，不但能讓
更多人接觸鐵道、共同討論，也盼大家能離開

自己的日常生活，以鐵路為起點，展開一段
未知又嶄新的旅程。盧逸峰的夢想是希望藉
鐵道更深入了解日本各地的文化風情，並堅
定的表示：「鐵道之旅在我的生命中是永不
止息的。」（文／蔡佳芸、攝影／余浩鉻）

雄友會湯圓傳承

8 校友會共度耶誕

鋼琴社愛琴海安可回饋
西洋劍社                   獲輔大盃第三名

健言社 24 組來校搶宮燈盃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健言社上月
28、29 日在宮燈教室進行「第 8 屆宮燈盃全國
公私立大專院校辯論賽」爭奪戰，來自臺大、
政大、師大以及高中校友等 24 組前來挑戰，
辯論題目以同性戀及環評等議題進行對決，最
終由延平高中及桃園校友隊分別抱走冠亞軍。
健言社社長統計三黃柏維表示：「本次活動很
成功，一開放報名便有 32 隊參加，而宮燈盃
最大特色在於可跨校組隊，即便彼此因為上了
大學而分開的朋友，仍然可並肩組隊！」

福智青年社蔬食週 5 關講食安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福智青年社於
上週在黑天鵝展出「福智蔬食週」，這次以蔬
食為題，將展場布置成有機站、食品站、用品
站和蔬食站 4 個活動區，並為參觀的師生講解
食品安全的重要。本次活動總召日文四洪乃文
表示，這次活動的目的是讓大家了解蔬食的好
處，除了降低環境的影響外還能保護地球，亦
可使營養更均衡，「『救地球、幫自己、推有
機、不使用農藥』不單是口號，更應該落實在
生活中。」
　活動期間以通關後即可獲得免費限量蔬食便
當，吸引校內師生參與互動。國企四李尚芸在
聽完解說後表示受益良多的，且感動地說：「原
來化學藥劑在我們生活中無所不在，其中很多

是常會忽略的小細節，尤其是蔬菜的農藥使
用，應多加注意避免造成身體更多的負擔。」

　【記者余浩鉻、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足球校隊於上月 27 日勇奪 102 年大專盃足球
賽北區分區一組第一名、北區第五並晉級複
賽。足球校隊教練、體育副教授陳逸政說：「本
次出賽的隊員能有這樣的表現令人高興，但我
們仍舊不鬆懈也不輕敵，加緊準備以迎接下一
戰，希望在複賽中能有更好的成績。」足球校
隊隊長財金四王健宇表示，足球校隊每週會有
3 天的固定的練球和體能訓練，儘管碰到下雨
時會移至室內練習，每次練習完後大家都會檢
討每個球員的優缺點並加以改進球技。

　王健宇提到，整場比賽中是靠著教練的鼓勵
和大家的團隊默契一起努力，「最難忘的是在
世新大學對決的場次中，上半場已被對方先馳
得點奪 1 分，教練在中場休息時勉勵我們不要
放棄，讓意志消沉的隊員在下半場比賽中，拿
出拚戰精神，最後以 3 比 1 的成績勝出，將危
機化為轉機。」
　王健宇強調，團隊合作是這次奪得勝利的關
鍵，同時也要有永不放棄的精神，面對逆境要
保持信心，取得好成績固然是球隊的目標，但
發揮團隊合作精神更為重要。

彰友會服務護理之家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彰友會於上月
21 日前往至新北市晨恩精神護理之家服務。
總召產經二何承運表示，此次主要的成員是彰
友會寒假服務隊隊員，也是首次帶領年紀較長
的人做活動，除了有團康，更準備蛋糕花和紅
包燈籠，2 種手作藝品讓大家參與動手做。他
開心地說：「和過去帶領小朋友的經驗不太一
樣，但護理之家裡的阿姨、伯伯們也像一群大
朋友，看到他們玩得很開心也很有成就感。」
機電二洪碩成說：「看到阿姨和伯伯都很投入
的在活動中，也能感染到他們開心的心情，是
很特別的體驗！」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歡慶耶誕最後
一波！由員林、新北、桃園、嘉雲、中投、金
門、臺南、二齊共 8 個校友會，於上月 27 日
在學生活動中心，聯合舉辦「林北桃嘉中，金
南齊聖誕」，超過 3 百人一起共度佳節。
　本次活動除有社團幹部精心準備表演外，還
邀請校內社團一同帶來精采的演出，活動總召
產經二郭承翰說：「原先沒想到有這麼多校友
會一起舉辦，但最後能和淡海同舟的夥伴們一
起辦耶誕趴，很開心！」首次參加耶誕趴的日
文二朱芳緯說：「從現場布置就能感受到濃濃
的佳節氣息，真是特別的一晚！」

　【本報訊】西音社於上月 31 日跨年之夜
中，與輔仁大學搖滾研究社共同舉辦「Final 
Countdown」成果發表音樂會，在淡水捷運站
與約 5 百人次的跨年觀眾一起同歡。西音社社
長國企四聶崑淮表示，這是第四次舉辦的活
動，2 校共有 11 組樂團上臺輪番演出，從晚
間 6 時至 10 時演出創作曲、改編曲讓觀眾感
受跨年氣氛和 2 校的交流互動，「演出時天氣
很好，讓表演過程能順利進行。」

女聯會送暖獲頒感謝狀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7 日，
女教職員聯誼會受邀出席淡水區公所在福格大
飯店舉辦「102 年度寒冬送暖 ‧ 歲末關懷活
動」的表揚典禮，為感謝女聯會舉辦二手衣義
賣活動的捐款新臺幣 6 萬元，由淡水區區長蔡
葉偉頒發獎狀，並和淡水區的里長、模範社
區、低收入戶一同會餐。代表出席、受獎的女
聯會理事長蕭淑芬說：「當天氣氛很溫暖且很
溫馨，未來若有機會，也將會持續送出愛心。」

　 學 生 議 會 於 上 月
27 日 舉 辦「 議 事 推
廣研習營」中，前往
臺北市議會觀摩質詢
過程，了解監督、相
互合作的重要性，並
參訪立法院，大家在
立法院前合影留念。
（攝影／盧逸峰）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溜冰社與
臺北教育大學、輔仁大學、明志科技大學跨校
共同舉辦「元旦路溜」活動，於 1 日凌晨 1 時
至 6 時，大家從竹圍捷運站集合出發，一路以
直排輪溜到總統府前參與升旗典禮，共有 50
人共襄盛舉，沿路向路人祝賀「新年快樂」，
歡度 2014 年的到來。
　淡江溜冰社副社長保險三徐萱樺開心的說
道，元旦路溜是溜冰社的傳統，每年從淡水出
發到總統府前升旗，途中會經過腳踏車步道、

馬路、騎樓和上下坡等路況，「因此，我們的
路溜活動注重大家之間的互助，還有體力上的
鍛鍊也是不可或缺，日常就須做好體能訓練，
當順利到達總統府前並參加升旗，大家都很感
動，對於新生來說是項不可能的任務，一路上
大家都為彼此加油打氣，這就是團隊力量的展
現，也是我們路溜的意義。」
　淡江溜冰社社員資傳四林建妤表示，「連續
參加了 4 年，能繼續參加，印象最深刻的是新
生願意一起參與挑戰。」

冰
社
元
旦
路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齊奏詩籤大吉

　福智青年社上週舉辦「福智蔬食週」，
師生現場體驗及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攝影／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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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　溜冰社於 1 日凌晨從淡水竹圍站出發，以直排輪溜到總統府前，參加元

旦升旗典禮。（圖／溜冰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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