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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劍道賽本校奪 2 金 3 銀
本校於13、14日舉辦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3學年度劍道錦標賽，本校劍道隊再獲佳
績，喜獲2金3銀！在來自全國45所學校高
手較量之下，在團體賽中一舉奪下團體得
分賽一般組男、女子雙冠軍，以及團體過
關賽一般組男、女子雙亞軍。個人賽中，
女子段外組由土木三鄭伊廷及土木三曹立
嫻分別抱走第二、第六，男子三段以上

組由日文四安良岡龍太朗獲得第五，男子
初、二段組由航太三余昀浩獲得第六。
張校長於錦標賽開幕式致詞表示，本校
承接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劍道委員會第二
年，從劍道比賽過程可以看見「以禮而
始、以禮而終」的精神，而本校劍道隊也
一直在競賽表現上追求進步，希望所有選
手可以相互切磋，以劍會友。對於比賽，

（文承一版）活動有別於以往，更結合童軍
團40週年團慶活動，由總務長羅孝賢帶領師
生前往書卷廣場的斥堠工程展，沿途並進行7
大校園燈飾的介紹：文化休憩區入口「雙株迎
賓」、會文館與傳播館間「流星走廊」、傳播
館前「燦爛星空夜」、五虎碑「愛心滿懷」、
全家便利店前「銀瀑星海」、小麥前「星空大
道」、文學館與商管大樓間斜坡「奼紫嫣紅迎
賓來」及八大童軍圖騰。最後一齊欣賞童軍團
帶來的拜火舞儀式，由師長們共同點燃營火，
登上「40塔」並合影留念。大傳三潘雅娟表

Merry Christmas
童軍展國際化 張校長肯定
歡度淡江童軍團40週年團慶，上
週於黑天鵝展示廳的「Scout Papa去
哪了」童軍展熱鬧登場，活動吸引
正德國中、八里國中、萬華國中、
雙園國小等童軍團到校參觀。
16日的開幕式由校長張家宜、行
政副校長胡宜仁、中華民國童軍總
會副秘書長李永霑、台北市童軍會
總幹事黃鴻章等貴賓以火把點燈為
（ 攝影／黃國恩 )
活動揭開序幕，張校長致詞時表
示，童軍團推動社區服務的態度、
講求團隊合作的精神與國際化特質皆與本校理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念不謀而合，期盼日後持續蓬勃發展、在臺灣
淡水校園
與世界童軍區塊更佔重要地位。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本校童軍團主任委員黃文智感性地表示，歷
12/22( 一 ) 視障資源中心 冬至佳節愉快來呷暖呼呼ㄟ
時2年籌畫、多次籌組會議，十分感謝學校支
湯圓
B125
14:00
吧檯研習社 KEEP CALM & X'MAS IS
12/22( 一 )
持、童軍前輩的鼓勵，讓活動能圓滿順利。
COMING
覺軒花園
19:00
12/22( 一 )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
展覽內容多樣，透過動態露營版的大富翁遊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成發
文錙音樂廳
19:00
「屍控。2014 淡江建鬼」售
建築系
12/23( 二 )
戲，以及可自製耶誕禮物的手作講堂讓觀展者
建築系館飛機廣場前 票（限量 150 張）
7:30
更有參與感，靜態則有「剛毅書櫃」，展出40
烏克麗麗社
12/23( 二 )
烏克好聲音
I201
19:00
年來所發行的團刊珍藏，入口處擺放來自世界
雅滬國樂社
12/23( 二 )
出鬼入神魔音傳腦
文錙音樂廳
19:00
各國的明信片祝福，也象徵童軍團邁向國際化
淡江大學第 10 屆帶動中小學
課外組
12/24( 三 )
文錙音樂廳 社團發展成果展【讓愛傳出
生生不息。（文／卓琦、攝影／余浩鉻）
13:00
驚聲大樓外廣場 去】

活動看板

視障資源中心
B302A
學發組
I501
戰略所
驚聲大樓 12 樓走廊
教科系
海報街
卡波耶拉社
XB3F
境輔組
驚聲大樓 10 樓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廳

聖誕交換禮物暨期末座談會
學生學習社群期末成果分享
會
歡樂聖誕 party ！
績效團隊專案競賽
卡波聖淡慶功小成發
「我的家鄉，我的愛」暨「出
國 high 學習」分享會
詩情樂意─中提琴、雙簧管
與鋼琴之對話

本週我最 靚

中文三林欣
侶、陳羽睛：
遇到狀況可按
緊急求救系統
求救。

歐研四蔡承勳

「對方辯友，您方主張停建核四，卻無法
解決將來可能缺電的狀況，是要將臺灣2300
萬人的未來陷於危機之中嗎？」臺上辯士一
番犀利地質詢，不僅讓對手頓時啞口無言，
也為自己代表的反方拿下這場辯論比賽勝
利；沉穩申論搭配高舉資料的手勢加強氣
勢，讓臺下裁判頻頻點頭。他是蔡承勳，目
前就讀歐研所碩四，是個擁有敏銳思緒、快
速反應能力的優秀辯士。
蔡承勳接觸辯論始於高中辯論社，成長於
大學時期，他表示，「並沒有辯論天份，
能有今天實力靠的是一次又一次比賽的磨
練。」對辯論的熱愛，讓他在大學時期幾乎
是有比賽就參加，連在南部的比賽也不辭辛
勞前往，只為了把握住每一次練習機會。經
過20多場大小賽事的洗禮，訓練出他清晰的
思維及邏輯思考能力，接連陸續獲獎，2007
年獲得大法盃亞軍、性教育盃冠軍、2009年
北社盃亞軍、去年更與本校健言社代表臺灣
參加海峽兩岸盃競賽，獲得優秀辯士殊榮。
由於在大賽中優異的表現，蔡承勳近年來
除了在臺上當選手外，更多時候獲邀坐在臺
下當起裁判，不僅在校內上週剛落幕的宮燈
盃，甚至成大公共事務盃、輔英盃，都可見
其評分身影，實力深受辯論圈肯定。也是本

音樂饗宴滿校園
16 日 弦 樂 社「 琴
空 萬 里 」。（ 攝 影
／黃國恩 )

管樂社「英倫 x 音倫」18 日於學生活動中心
演出。（ 攝影／王政文 )

【記者范熒恬、陳安家、陳怡如淡水校園
報導】弦樂社16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琴空萬
里」期末音樂會，吸引逾80人欣賞。由樂藝管
弦樂團副團長張正木擔任指揮，演奏曲目如電
影《悲慘世界》、《美國鼠壇》主題曲等及耳
熟能詳的動畫電影《阿拉丁》組曲。25位演奏
者結合爵士鼓等現代樂器呈現另類風格，帶來
豐富聽覺饗宴。此外，適逢耶誕節，特別演奏
耶誕樂曲，炒熱現場氣氛。弦樂社社長國企二
林妤臻表示，希望透過平易近人的音樂傳達弦
樂理念，與夥伴長期努力獲觀眾肯定十分感
動。英文三林于琪說：指揮的氣勢及演奏者認
真陶醉的表情，皆讓人感受其對音樂的喜愛。
聆韻口琴社第42屆成果發表會「鬼影琴拿
手」於17日在文錙音樂廳盛大舉行，此次上、
下半場共演出15首曲目，並與多種樂器合
奏，帶來一場精采多姿的音樂盛宴！上半場
的〈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與鋼琴社合
作，賦予這首電影獅子王的插曲新的感受，下
半場的〈美國巡邏兵〉則是新生一同合奏，壓
軸的〈小手拉大手〉加上烏克麗麗和木箱鼓，
除了增加音樂的豐富度，更表現出口琴社以家

學生議員選舉 陳欣 蔡易修 高資淳當選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第三十四屆學生
議會議員選舉結果於日前出爐，本屆有效當選
人數3名，分別為會計一陳欣85票、中文三蔡
易修73票、資工三高資淳53票，本屆議員選舉
投票率1.4%，針對投票率偏低，選委會主席歷
史四李泓毅說，先前選舉風波造成同學對議題
感到疲乏、話題性與宣傳熱度不足都是可能因
素，未來選委會將持續檢討改進。
3位當選者皆感謝同學選票支持，初出茅廬
便獲選的陳欣表示：「鑑於近日校園內多起性
騷擾案，盼宣導性平程序SOP，更建立一個廣
被信任的小組，協助受害同學與學校溝通。」
蔡易修欣喜之餘也認為，「更應該戒慎恐懼接

下來的言行須符學生代表身分。」
另外，學生議會也於12、13日舉辦議事推廣
營，吸引約50人參加，12日下午前往立法院及
臺北市議會進行參訪。李泓毅提到：「在立院
時，隔著議場玻璃窗觀摩立委蔡其昌質詢行政
院長毛治國的情形，非常刺激！」
13日則邀請學權專家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附設
進修學院校務主任柯志堂授課，談及教育部修
改自治組織輔導辦法調整架構，及如何維護學
權精神與立場。活動總召土木四徐任筌說，
「透過營期中交流，讓對議事有興趣的同學更
加瞭解相關運作、加以探討學生角色於校園民
主的定位。」

辯才無礙 提攜後輩不遺餘力
校目前在學的辯士中，唯一有過裁判經歷的
辯士。
談到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比賽，蔡承勳表
示，那當然是生涯初登板的那場比賽，「前
一天練申論稿到凌晨3、4點，結果隔天依然
表現不好，這段記憶難忘到不可思議！」他
笑著說。這樣的自身經驗同時是他給新進辯
士的建言：「別害怕屢戰屢敗，要秉持『屢
敗屢戰』精神，時間久了會看見進步。」
不僅言語上的鼓勵，蔡承勳更用實際行動
來指導新進辯士，每當校內健言社在比賽
前，他都會從中給予協助，熱心的表現連健
言社指導老師黃文智都說：「承勳是很有想
法的辯士，在討論中常提供出奇不意的論
點，對學弟妹的指導上更是不遺餘力。」
曾指導過臺北薇閣中學、復興實驗中學等高
中辯論社，現在更遠至臺南南科實中擔任辯
論社指導老師，談到為何願意不遠千里南北
奔波只為了上一堂社課，蔡承勳說：「南部
辯論資源較不足，既然有能力，又能將以前
受學長姐指導的那份感恩回饋給更多的學弟
妹，何樂而不為。」
「辯論是目前改變我人生最重要的事。」
對蔡承勳而言，辯論不只是個社團活動，更
影響了他的人際交往、人脈累積、人生方

也很感謝賽前隊友們的集訓，培養出良好
默契。（文／周雨萱、陳怡如、攝影／吳
重毅）

壯闊斥堠工程 學生嘖嘖稱奇

952 期

12/24( 三 )
18:00
12/25( 四 )
10:00
12/25( 四 )
12:00
12/25( 四 )
13:00
12/25( 四 )
18:30
12/26( 五 )
12:00
12/26( 五 )
19:30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這兩屆比賽中選
手、教練皆對本校場地安排硬體設備多
加讚賞。本校劍道隊整體成績依然亮
眼，也值得表揚！劍道隊隊長余昀浩表
示，雖因學長姐畢業讓戰力頓時減少，
但靠著新血們賽前的集訓努力，才能取
得如此佳績。獲得女組段外組第二名劍道
社社長鄭伊廷表示，對於獲獎感到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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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來淡江念研究所是辯論圈學長推薦的、
現在出來創業做網路行銷的夥伴們也是在辯
論圈認識的，甚至連客戶不少也是透過辯論
圈好友接洽上的，他說：「若當初沒接觸辯
論，就不會認識這些人，人生可能也截然不
同了。」取之於辯論，回饋於辯論，蔡承勳
未來計畫持續投入心力在辯論資源較不足的
地區，讓更多的晚輩從辯論中發掘出屬於自
己的一片天。（文／蔡晉宇，攝影／盧逸
峰）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7 日 聆 韻 口 琴 社
「鬼影琴拿手」。（
攝影／吳重毅 )

庭為宗
旨的溫馨聯繫感。教學長歷史二林弘智表示，
大家都在忙裡抽空練習，從起初的稀稀落落到
當天成功的演出，很滿意也感動！
管樂社18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期末音樂會
「英倫Ｘ音倫」，吸引逾百人聆聽。以英倫風
為主題，由50餘位同學輪番演奏〈桉樹苗進行
曲〉、〈海豹搖籃曲〉等7首進行曲及組曲。
最特別的是在〈花之谷〉曲子中還加入協演老
師鄭伯鑫的短號獨奏。全場演出精采，獲觀眾
熱烈掌聲。管樂社團員西語二蕭百翎表示，此
活動也為本社明年嘉義管樂節的演出提前暖
身，希望屆時大家能夠到嘉義欣賞。

陳映如談居家收納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有鑒於現在大
學生的居家清潔、收納能力日益不足，學務處
主辦，如來實證社協辦有品書院系列活動「愛
屋及屋-Cleaning man」講座，17日登場，邀
請對於馬桶刷的認識勝於睫毛刷、對檸檬酸的
了解超過玻尿酸的生活魔法家陳映如蒞校，暢
談居家收納清潔小撇步，近30人參與。
陳映如表示：「生活中許多難以清洗的汙
漬，只要用對清潔方法，就能將其清除。」
如：用去光水對付原子筆漬、用熱水沖洗果汁
漬、口香糖黏在衣服上則是先用冰塊將其冷凍
結塊，即可輕鬆刮除。收納方面，她分享善用
小盒子區隔衣櫃空間，讓種類一目瞭然，既美
觀又方便拿取。經濟四王健軒說：「正好有件
原子筆劃到留下汙漬的衣服，講座提供原子筆
漬的清除撇步對我相當實用。」

示：「這次的點燈活動比起以往更加豐富有
趣，開場的火棍舞表演特別讓人印象深刻。」
而令大家嘖嘖稱奇、運用4百多根竹子、總
重破1百公斤的繩子，僅靠雙手不分日夜搭
建、耗費多日完成的斥堠工程「40塔」，壯闊
的外觀吸引不少同學駐足參觀、攀爬，聯合報
更以〈全台最大耶誕堡壘 淡大點燈〉為題進
行報導。日文四鄭涵方說：「滿久前就看到童
軍團的同學在辛苦搭建，能順利完成很厲害，
實際走起來和眼睛所見一樣穩固。」（文／范
熒恬、卓琦、圖／馮文星提供）

部落服務隊勝出 獎金圓夢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 課外活動輔
導組12日於Q306、O306舉辦第二屆圓夢計畫
發表會，共分熱血公益、夢想創業兩大主題，
各有7支隊伍參賽，最後分別由部落服務隊、
NeverSolo Studio奪得特優獎項，並獲得2萬元
獎金及獎狀。
會中邀請彩揚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課程設
計陳美珠等6位校內外評審進行評選；熱血公
益組以計畫可行度、架構完整度等評分標準；
夢想創業組針對獲利明確度、面對可能競爭者
及風險的策略等標準評選，最終選出共2名特
優、2名優等及6名佳作，頒發2萬、1萬、4千
元獎金。另選出前3名網路影片人氣獎，頒發2
千至5百不等獎金。
部落服務隊計畫前往鎮西堡部落服務，與當
地青年合作打造文化空間；NeverSolo Studio
則規劃建立發掘素人音樂的平臺，不僅發表音
樂，也提供音樂教學媒合服務。部落服務隊組
員公行四曾彥儒表示，很開心獲獎，過程中因
組員未有部落服務經驗，經與師長再三討論才
能完成計畫；將把獎金投入部落圖書空間與建
造文化空間。NeverSolo Studio組員資傳碩二趙
辰懷表示，希望獲取青年創業競賽經驗，之後
打算將獎金投入現已開始運作的公司中。

日本茶道大師關宗貴蒞校交流

日本文化研究社於15日邀請日本裹千家茶道
名譽師範關宗貴來校與社員交流茶道，其豐富
深邃的涵養與智慧，令在場學生相當欽佩。社
長物理二羅少東表示，因關宗貴老師是我們的
師祖，能親眼見到其示範，感到榮幸且是很棒
的經驗。
關宗貴示範並教導同學重操日本傳統茶道技
藝，過程中師生依禮互贈和菓子，更安排同學
扮演客人來增加臨場感。日文四楊哲奇表示，
遇到經驗豐富的老師雖難免有壓力，但今日所
學良多。（文／姜智越、攝影／張令宜）

溫馨陪你提前過耶誕

尋寶社寒冬擁抱愛
頭戴耶誕帽，身穿耶誕衣，「同
學，祝你耶誕快樂！」尋寶社於
17日在校園舉辦「把愛傳出去」
活動，社內全體總動員發放溫馨小
卡、暖暖包和糖果，讓同學提前感
受耶誕氣氛。社長法文三董芝安表
示，「藉此活動讓社員了解每個人
都有能力給予他人溫暖。」參與這
次活動的歷史二陳聖文認為，「透
過每句道謝、每個擁抱，能讓校園
處處充滿正面能量，能使往來路上
學子在寒冬感受溫暖，讓我體會這是以愛之名的簡單快樂！」（文／周雨萱、攝影／吳國禎）
耶誕市集 防風手套好暖手
上週海報街人聲鼎沸，原來是由16系系學會聯合舉辦
的「耶，淡蛋，誕在哪？」創意市集，近16個甜品、
手工藝品、手套等攤位進駐校園。「告白淡江」攤
位，讓近百人寫下真心告白小卡掛在耶誕樹上；也吸
引逾3千人至臉書粉絲專頁拍照打卡兌換抽獎券與彩
蛋。最夯的尋覓兩枚彩蛋活動，有近4百人參與，換
得飲料。總召理學院學士二張代均表示，有別以往，
此次集結各系負責人意見，在耶誕前辦市集，讓同學
提前過節。喜歡手工藝品的大傳二李昱萱說，「創意
市集商品總類多，手工精細，希望能多舉辦類似活動。」（文／陳羿郿、攝影／余浩鉻）
烹飪社 法式耶誕樹幹蛋糕
耶誕將近，在寒冬來塊暖綿綿的蛋糕，無疑是最
佳享受！17日，烹飪社在美食廣場邀大家動手做樹
幹蛋糕，吸引近24人參加。樹幹蛋糕誕生於法國，
外型如放進壁爐焚燒的耶誕木，以巧克力蛋糕為主
體，加上糖漬黑櫻桃製成巧克力慕斯內餡，外層抹
上巧克力奶油霜，撒上糖粉再以櫻桃作為點綴，蛋
糕就完成了！在等待出爐前，有趣小遊戲讓同學增
進情誼。德文四張蓉蓉表示，活動很用心，學習到
做蛋糕的小撇步。（文／陳羿郿、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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