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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Christmas 社團接力慶耶誕
吧研社成發，紅、綠色調調酒
過耶誕。（攝影／吳國禎）

953 期
耶誕大禮送你去香港

上週淡江校園熱鬧歡騰，聯合
校友會、宿舍自治會、國際大使
團等社團舉辦活動歡度耶誕。
舞夜魅影 3 百人浪漫共舞
【記者巫旻樺淡水校園報導】
由彰化校友會、新北校友會等8個
校友會聯合舉辦「x'msak舞夜魅
影」舞會於23日學生活動中心舉
行，現場有近3百人盛裝打扮，憑
精美邀請卡入場參與。活動主打
「終結孤單」，發送神秘面具，
讓陌生男女在耶誕佳節相互認
識、浪漫共舞。除了舞蹈表演炒
熱氣氛外，更安排華爾滋舞蹈教
學，讓沒參加過舞會的同學更能

融入其中。電機一林宜謙開心的表示：「第一
次參加這種舞會有些害羞，但真的很好玩！」
中投閃光誕 百人歡慶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21日，台中南
投地區校友會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中投閃光
誕」耶誕晚會，逾1百人共襄盛舉，並提供各
式點心讓大家享用。活動總召企管二林宛咨表
示：「有別以往本次開放自由報名組隊演出，
藉此增進大家感情。」
11組表演者輪番帶來多首歌曲與舞蹈，氣氛
熱鬧歡騰，法文四游曼青也組隊演唱「小酒
窩」等歌曲，與大家歡度佳節。參賽者化材一
陳同學說：「知道有此機會就馬上報名表演團
體舞蹈，活動很有趣。」化材一江彥霖則建
議，帶團康部分仍有待加強。
住宿生手做薑餅屋
【記者謝雅棻淡水校園報導】22日宿舍自治
會在舊工館舉辦「跑跑薑餅屋活動」，邀請宿
舍住宿生動手自製薑餅屋，活動吸引95人熱烈
參與。活動總召管科二江美玲表示：「藉此讓
耶誕節未有行程的同學一起同樂，帶給他們如
家一般溫暖的感覺。」活動中，同學以糖霜及
繽紛糖果裝飾出專屬的薑餅屋，另外，到宿治
會臉書粉絲團打卡按讚還能獲得拐杖糖。德文
一曾筱婷說：「與室友一起參加很好玩，自己
DIY很有成就感，明年有機會也想再參加。」

韋禮安 耶誕獻唱 7 百人狂歡
等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
19日晚間，活動中心湧進近700人
一同歡度16系系學會聯合舉辦的
「Oh yeah！Oh耶」校園演場會，
（ 攝影／余浩鉻）
由藝人鯰魚哥主持。歌手家家
率先登場，以動人的歌聲熱力開
唱、歌壇新人陳盛宇用溫柔的嗓
音，獻唱「不管別人怎麼說」，饒富生命力的
歌詞，鼓舞同學不退後、不讓步、不可以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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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立即擄獲現場觀眾的心。壓軸登場的是知
名歌手韋禮安，為因應耶誕節他戴上麋鹿髮
箍，演唱「慢慢等」、「還是會」等多首好聽
歌曲，讓現場觀眾直呼：「好可愛！」最後，
邀同學一同合唱「因為愛」為演唱會畫下完美
的句點。大傳一張詩言開心地說，「看到這麼
多精采的表演，真是值回票價！」
此外，還邀請到本校俄文系系友、老虎牙子
有氧大使代言人劉伊心來到現場，和觀眾
共飲老虎牙子，更抽出現金500 元 、 拍
立得、發熱衣等多項豐富獎
品。最
後由德文一賴怡鈞拿
到香港雙人來回機票
大獎。

迪士尼趴 卡通人物齊聚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24日，國際大
使團舉辦「Disney Voisland」活動，吸引近百
人裝扮跳跳虎、米妮等「迪士尼」卡通人物參
與盛會。活動總召德文二馬旆怡與英文二張得
齡表示，「希望透過這年度盛會增進大家情
x'msak 舞夜魅影舞會，舞蹈表演炒熱氣氛。
誼，享受過節氣氛。」活動除安排表演節目，
（攝影／張令宜）
亦準備「迪士尼恐怖箱」、「許願池」、「嘴
上足球射門」等7道遊戲，其中「許願池」仿
效國外街頭藝人表演，投擲一枚硬幣，表演者
立即開始動作，趣味性十足。扮成愛莉絲與史
迪奇的日文一李琦容、德文二陳怡彣開心地
說：「活動主題很可愛，下次還想參加。」
吧研成發派對 紅綠調酒過耶誕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吧檯研習社
於22日在覺軒花園舉辦「成果發表暨聖誕交換
禮物派對」活動，提供結合耶誕節「紅」、
「Disney Voisland」活動，
「綠」色系調酒及點心，吸引近40人前往共襄
卡通人物裝扮吸睛。（攝影
／吳國禎）
盛舉。吧研社社長化材二葉乃丞表示，感謝同
學的參與及社員對活動的付出。昏黃的燈光與
燭光映照在多彩的調酒盆中，音樂聲與低淺輕
笑的聊天聲交錯，不僅社員展現所學技能的舞
臺，更營造出「溫馨小酒吧」的氛圍，跳脫以
往酒吧喧鬧嘈雜的印象。土木一馬瑞貽說：
「活動很棒調酒也好喝，氣氛十分放鬆。」
耶誕花飾義賣 愛心送弱勢童
跑跑薑餅屋活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買束花過耶
誕吧！插花社、星相社與新聞研習社一同於 動，住宿生 DIY 薑
餅 屋。（ 攝 影 ／
23、24日在商管大樓前舉辦「耶誕愛心義賣」 謝雅棻）
活動，所得總計近3千元將捐贈給弱勢兒童基
金會，幫助北北基地區弱勢
兒童。結合應景的耶誕鴨造
型花飾及2015年星座運勢小
卡，成功吸引不少同學駐足
購買。插花社社長會計三陳
郁萱表示：「除讓大家感受
耶誕氣氛，也能對新年有新
展望。」航太四程昱傑說：
「 小鴨造型的花飾十分療 24 日中午在文化休憩區，德瑞克領隊社進行「聖誕大瘋催」快
癒，伴我度過歡樂佳節。」 閃活動，幹部穿著聖誕服裝跳著輕快舞步並發送糖果，帶給校園歡
樂的節慶氛圍，吸引不少同學駐足欣賞。（文／范熒恬、攝影／張
令宜）

450 社團人歲末大團圓

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學
分學程說明會（第二場）

古箏社
古箏社成發 失戀工作室
文錙音樂廳
詞曲創作社
假面搖滾
覺軒花園
鋼琴社
期末音樂會「童話旋律」
文錙音樂廳
社團人齊聚學生活動中心團圓，
現場氣氛嗨翻。（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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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禮安（演唱者）頭戴麋鹿髮
箍演唱，聽眾舉起手跟著歌聲一
起搖擺。（攝影／余浩鉻）

12 社團帶動中小學成果發表

跆拳道社與文化國小學
生合作表演跆拳道。（攝
影／吳重毅）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重要的不
是獲得，而是付出了多少愛！」課外活動
輔導組於24日在驚聲大樓前廣場、文錙音樂
廳舉辦「第十屆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成果
展」，開幕邀請學務長柯志恩、課外組組長
江夙冠等50人共襄盛舉。柯志恩表示，各社
團費心準備將所學回饋鄰近中小學，服務精
神令人感佩，期許大家持續把愛傳出去。
本次共有美術社、網球社、體適能有氧
社等12個社團參與帶動中小學，15項分項計
畫，並前往9所學校服務。驚聲大樓前廣場，

本週我最 靚

英文三張令宜、中文四
黃怡玲、法文三周雨萱：
跨年即將倒數～出去玩
吧！

跆拳道社與文化國小學生合作表演，現場觀
眾看得目不轉睛，聆韻口琴社與淡水國小學
生的表演也讓大家聽得如癡如醉。
分享會中，各社團以影片、簡報分享服務
過程與收穫，氣氛溫馨愉快，並獲頒服務證
書。
跆拳道社社員水環二陳宜婷表示，「分享
會讓我們互相學習，未來想嘗試與其他社團
合作，帶給小朋友更多元的課程。」

張校長為 27社團TA 授聘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
報導】課外組於25日在商
管大樓會議室舉行「103
學年度社團學習與實作
課程講師及TA受聘典
禮」，由社團學習與實作
召集人黃文智主持，校長
張家宜頒發聘書，學務長
柯志恩、課外組組長江夙
冠等嘉賓與會。
張校長於致詞中表示，校際間學術領域的
競爭激烈，所以除學業能力外，課外活動經
驗成為外界篩選人才的考量，而授課老師人
選是決定社團實作課程成效的關鍵，也能協
助學生保持就業競爭力。期許社團課程能不
斷精進，增加未來競爭力。
校內外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共20位講師、
北極星服務團共27位TA獲聘。活動除介紹社
團實作課程外，也讓課程講師與社團TA初步
認識以培養默契。103學年度社團課程執行總
監、產經四洪瑋婕說：「從張校長手中接過
聘書，更期許未來能成為優秀社團TA，除此
之外，也與社團講師有初步了解和認識，對
於下學期社團課程的合作感到期待，希望能
創造一個不一樣的課外活動環境。」

25 日校長張家宜（左五）、學務長柯志恩（左四）、課
外組組長江夙冠（左一）與社團課程講師、社團 TA 等在福
園前合影留念。（攝影／黃國恩）

決戰宮燈盃 24隊激辯原住民升學優惠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健言社20、21
日在宮燈教室主辦「第九屆宮燈盃全國公私立
大專院校辯論賽」，來自臺灣南北的大學、高
中校友共24組前來挑戰！辯論題目為「我國應
廢除原住民升學優惠條款」，最終由台中女中

校友隊及政治大學分別抱走冠、亞軍。健言社
社長公行二楊智傑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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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次辦比賽經
驗，本次活動順利許多。」

【記者陳怡如、蔡晉宇、盧逸峰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足球隊參加103學年度大專校院足球
運動聯賽，獲得北一區一般男子分區盃組第二
名並拿下晉級複賽門票。

足球隊教練陳逸政說：「近年來各校實力增
加不少，進複賽算是達成第一階段目標，期許
隊員們能同心協力，闖進最後8強決賽。」
隊長機電碩一吳柏翰表示，對於以一球之差
拿到第二雖有些許遺憾，但是能有此成績感謝
隊友的努力。相較於去年，雖然今年隊上加入
許多新血，但他們配合度高、態度認真、團隊
默契好，成為比賽強大助力。未來會更加努力
帶領大家贏得好成績。
本校棒球隊參加103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運
動聯賽、一般組一區預賽，於循環小組賽以三
連勝、分組第一之姿進入排名賽，並在排名賽
中打出第四名好成績，順利晉級全國總決賽！
棒球隊指導老師謝豐宇讚許，左投手電機二
林增豪表現出色，但球隊本次比賽表現欠佳，
尤其守備狀況不穩。他強調，守備是棒球比賽
的基礎，在關鍵時刻失誤、將導致敗北，未來
應加強操練，全面提升球隊的穩定性，明年的
全國決賽以前進8強為目標，奮力一搏。
隊長機電三陳俊臣認為，有鑒於這次比賽經
驗，未來將利用寒訓及開學後零星時間調整守
備問題。他充滿信心地表示，雖然接下來的訓
練會更辛苦，但堅信只要全隊上下一心，相信
能順利過關斬將、直指冠軍。

大專盃足球棒球賽 本校雙晉級

陸生鐳射對戰紓壓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陸友會20日下
午在六度空間舉辦「陸生野戰訓練營」真人鐳
射對戰活動，50餘位陸生分成4隊，展開激烈
對決。
過程中，每支隊伍憑藉溝通、策略、團隊合
作，保衛自己的基地，同時攻擊對方基地，並
以隊員協力獲取最多分數為目標，奪取勝利。
來自福建廈門的活動負責人國企二方晗表示，
此為本學期最後一場活動，意在透過遊戲讓大
家紓解壓力，輸贏不是重點，開心最重要。
來自浙江寧波的英文一陳魯寧說：「和這麼
多人一起玩動作類遊戲很有趣，下次還想嘗試
更大的場地。」來自福建廈門的數學二林楚璿
說：「第一次參加陸友會活動感到很充實。雖
然與大家互不認識，但在遊戲中嬉鬧在一起，
非常棒。」

下課十分鐘搖滾福園
下課時間，一起ROCK！西音社24日從早上9
時至18時每節下課，在福園前舉辦「下課十分
鐘」樂團表演，吸引大批同學駐足欣賞。西音
社社長運管三辜柏鈞表示：「第五年舉辦音樂
快閃活動，除了讓社員有更多舞臺表現，也為
將於31日在淡水捷運站舉辦的跨年聯合成發暖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團圓心更近！
課外組上週於學生活動中心首次舉辦「社團
人團圓日－歲末感恩分享會」，逾450位社團
人共襄盛舉，適逢當日是冬至，課外組還貼心
地準備5百碗熱呼呼的湯圓供同學享用。課外
組組長江夙冠表示：「約翰藍儂說過：『一個
人作夢，夢只是空想；但當一群人一起作夢，
夢就會成真』，希望大家反思這半年來是否已
達到期許，並給身旁共同努力的伙伴一個擁
抱。」
分享會中，弦樂社以情境式演奏拉開序
幕，產經系學會表演熱舞展現活力，舞台魅
力十足的詞曲創作社演唱數首創作，二齊校
友會則以絢爛的螢光舞讓氣氛沸騰。最後樸毅
志工社以雙人組合演唱為活動畫下溫馨句點。
表演之外，抽獎獎項也令人驚喜，獎品包含
地燈、護貝機、推車、音響等社團人辦活動
必備物品，現場江組長還加碼捐現金2千元當
獎品玩起互動遊戲，最後由二齊校友會獲得。
土木二陳昱瑋說：「看到其他社團伙伴的表演
及心情分享，讓我想起這半年當幹部的點點滴
滴，也提醒自己要向前走，並珍惜與伙伴的情
誼。」

身，屆時歡迎大家來看我們表演。」
8組樂團及1組吉他社團接力登場，在下課時
間，將恰逢耶誕佳節的氣氛帶到高點！國企三
葉俐妏開心地說，「看到一群同學齊聚表演，
有過耶誕節慶的熱鬧氣氛，很有趣！」（文／
周雨萱、攝影／姜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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