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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 社團接力成發
國樂社成發。（攝影／林俊廷）

969 期

上週國樂社、吉他社、舞研
社、國標舞社等7社團接力成發。
國樂社「星夜琴話」
國樂社1日晚間於文錙音樂廳舉
辦「星夜琴話」成發，吸引65人
至現場欣賞演奏，活動中安排6
首曲目，除了極富大自然風情的
「阿美族舞曲」、「山遊」；敘
述旅途過程艱辛、甜美的「征」
之外，還特別安排韓劇《來自星
星的你》主題曲「My Destiny」，
以及歌手江蕙系列組曲，優美的
演奏中不時出現新意，極具巧思
的呈現讓觀眾驚喜連連。
國樂社社長歷史二林妤謙表
示：「很感謝每位觀眾，這次成
發除展現社員學期成果外，也獻
給本社即將畢業的樂團首席，希
望藉此傳達祝福之意。」英文二
陳浚豪說：「現代人多數聽流行
音樂，較少欣賞純音樂在心裡和
腦海中帶來的景象畫，這次成發
（ 攝影／吳國禎）
很享受其中。」（文／李昱萱）
吉他社「思念總在分手後」
吉他社以「思念總在分手後」
為主題，於3日在L401舉辦學員成果展，吸
引近120人參與。19組表演輪番上陣，用演奏
█網路
曲、自創曲、流行歌曲等不同形式呈現，過程

女宿粽情意喜迎端午

活動看板
█淡水

█臺北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6/8( 一 )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6/8( 一 )
8:00

資管系
網路報名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樂士浮
驚聲 2 樓川堂 生錄

6/8( 一 )
19:00
6/9( 二 )
12:00

吉他社
吉他社 40 屆畢演
覺軒花園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樂士浮
驚聲 2 樓川堂 生錄 2: 名揚四海

6/9( 二 )
13:30

文錙中心
牧羊草坪

黃河母親揭幕儀式

6/9( 二 )
19:00

吉他社
覺軒花園

吉他社幹部成果發表

6/11( 四 )
10:10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麥可傑
文錙中心
克森 - 流行音樂天王音樂歷
驚聲 2 樓川堂
程全紀錄
影片欣賞 - 塑料成癮 /
海事博物館
ADDICTED TO PLASTIC TA
海博館 4 樓

6/11( 四 )
12:00

文錙中心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爵士浮
驚聲 2 樓川堂 生

6/11( 四 )
19:00

詞曲創作社
覺軒花園

全創成發

6/11( 四 )
19:00

烏克麗麗社
I201

烏克麗麗社期末成發 永烏止
盡

6/11( 四 )
19:00

古箏社
文錙音樂廳

古箏社成發－箏重

6/12( 五 )
12:00

影視之窗影片播映 : 音樂人
文錙中心
驚聲 2 樓川堂 生 KJ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6/9( 二）
12:20

主辦 / 地點

西洋音樂社3日晚間於覺軒花園舉行「我被
______ 了」期末成發，現場貼滿社員的創意
海報吸引觀眾的目光，逾80人入場共襄盛舉。

活動名稱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北區大
專校院「個案輔導暨實務研
習會」（網址：http://enroll.
tku.edu.tw/）
「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
面試報名（網址：http://
enroll.tku.edu.tw/）

6/8( 一 )
12:00

6/10( 三 )
12:00

中，主持人不時穿插分享笑話，與觀眾有說有
笑，現場氣氛輕鬆愉悅。
活動承辦人電機二黃靖凱表示，以離別後的
懷念與感動為成發主軸，讓每個學員都站上舞
臺詮釋主題，展現練習成果。德文一蕭閔文表
示，整體表現不錯，其中最喜歡歌曲「找自
己」的演出，感到青春的熱血與活力。（文／
陳照宇）
舞研社「第二人生」
舞蹈研習社於上月31日在淡海市民活動中心
舉辦第四十四屆成果發表會，主題為「第二人
生」，並首次與實驗劇團合作，將戲劇融入舞
蹈，希望能帶給觀眾追逐最初夢想的動力。社
員及職業舞團帶來10組精彩表演，共吸引近4
百位校內外舞蹈愛好者觀賞。
成發負責人會計二林靚分享：「本社首次在
校外舉辦成果發展會，面對壓力和困難，是社
員共同努力才使得活動圓滿落幕。希望日後能
夠將舞蹈表演帶到更遠的地方去。」資傳一管
崢妮表示，從決定參加成發那一刻開始，整個
學期變得忙碌而充實，每一個排練的日子都感
受到社團的嚴謹和專業，收穫良多。（文／李
宜汀）
國標舞社「模仿遊戲」
國際標準舞研習社於上月30日在學生活動中
心舉行成發《模仿遊戲》，吸引近百人參與這
場魅力四射的盛會。共有8組、20位的表演者
演出，以國標舞的rumba、chacha、samba、jive
為主，結合拉丁舞科與流行街舞元素，讓觀眾
更耳目一新。
社長航太三趙家銓表示，活動籌備雖然緊
湊，但全體社員努力完善規劃，充滿熱誠地投
入許多時間，並在舞臺上展現魅力，為成果展
劃下完美的句點。（文／陳品婕）
西音社「我被 ____ 了」

活動名稱

蘭陽校園主任室 住宿學院成果展 ~ 樂『宿』
5 樓聯合辦公室走廊 蘭陽，吾居吾『宿』

本週我最 靚
國企四蕭宇
晴：祝所有大四
畢業生畢業後都
順利，學弟妹也
要好好珍惜在淡
江的時光！

舞研社成發。（攝影／朱樂然）

音樂文化社「戀音」
「動人心弦鳴圖展，以歌會友樂開懷」音樂
文化社4日晚間於覺軒花園舉行「戀音」期末
成發，將覺軒花園貼上春聯、掛上燈籠，營造
出新年的氣氛，吸引逾50人入場聆聽。
揉合抒情與搖滾，流行與自創曲，以五月天
的「擁抱」開場，接著「夜空中最亮的星」
、「愛你」等21首歌曲，都讓臺下觀眾沉醉其
中。其中，臺式搖滾「墓仔埔也敢去」更引起
大家共鳴，一同哼唱。社長日文四林佩縈表
示，這次特別將現場佈置成過年氛圍，希望即
將畢業的社員能永遠把社團當作自己第二個
家。公行三許育榕表示，特別喜歡「其實你不
是那麼勇敢」與「If I were a boy」兩首歌曲，
對主唱高亢的嗓音印象深刻。（文／秦宛萱）
鋼琴社「旅行 ‧ 履行」
鋼琴社於4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第五十一屆
期末音樂會-「旅行˙履行」，悠揚鋼琴聲渲
染淡水夜晚。社長航太二劉信心表示，音樂會
像一列太空列車，載著大家旅行，家人、朋
友、情人也如同音符般豐富我們的人生之旅。
音樂會由魏曼作品「銀波」揭開序幕，表演
間穿插輕快舞蹈為古典夜晚點亮流行元素。其
中「Shimmery Star」結合鋼琴與電吉他，運用
兩種截然不同的樂器呈現，指導老師戴權文演
奏的「西班牙民謠」獲得滿堂喝采；機電四葉
子毅則彈奏「奉獻」一曲獻予戴權文感謝其指
導。法文四顏琬認為，原來有這麼多同學琴藝
出色、簡直臥虎藏龍，更對於「月光奏鳴曲
第三樂章」的精湛演奏感到印象深刻。（文
／陳岱儀、盧逸峰）

國標舞成發。（攝影／盧逸峰）

西音社成發。（攝影／何瑋健）

音樂文化社成發。（攝影／

廖子涵）

鋼琴社期末音

樂會。（攝影

／盧逸峰）

社團學習實作成果星翻轉＠黑天鵝

體育處溫馨茶會送畢業運動代表
體育事務處 4 日在五虎崗碑舉辦「運動代表隊畢業生歡送茶會」，體育長蕭淑芬（前排左四）
與畢業運動代表領隊、教練歡送畢業運動選手。（攝影／李建旻）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運動代表
隊選手即將畢業，為感謝他們的付出，體育事
務處於4日在五虎崗碑舉辦「運動代表隊畢業
生歡送茶會」，現場人數逾150人。代表隊領
隊及教練向19組運動代表隊頒發紀念品，以表
揚為校爭光辛勞。體育長蕭淑芬表示，代表隊
選手為本校在「104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上獲得全國第九名、甚至在非體育類學校排名
第三，僅次於臺大、清大，亮眼成績感到十分
光榮，但對於即將離校，又感到萬般不捨。她
更期許畢業生離開母校後，繼續發光發熱。
在此次全大運為本校拿下8金4銅的擊劍校隊
的畢業生參與活動，前擊劍校隊隊長管科四王

畢業ＭＶ《四分之四》出爐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104級畢業MV
《四分之四》於3日在網路發表，同名歌曲由
國企四黃薔作詞、國企四王玉樽作曲。畢籌
會會長統計四董家翰表示：「希望透過這支
MV讓畢業生一同回憶大學四年的青春，把
它們收進人生行囊，更堅定地邁向下一個人
生旅途。」
這支由課外組監製、畢籌會拍攝的MV，
劇情描述一群好友在畢業前夕回憶校園生
活，從大一青澀地邁開腳步、大二盡情享受

法文四游曼青演唱歌手柯泯薰的「贈予」揭
開序幕，接著由6個樂團賣力表演一連串24首
歌曲，另有樂團結合中西樂器，不僅將現場的
氣氛炒熱，更帶出一波又一波高潮。社長運管
三辜柏鈞表示，這次主題讓社員發揮想像力，
大聲說出自己想說的話。也感謝西音社成員共
同完成這學期最後活動，希望接下來學弟妹也
能一起努力。大傳三郭容茜表示，對「調澀盤
Palette」樂團印象特別深刻，喜歡他們的創作
及表演時歡樂的氣氛。（文／秦宛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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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校內活動、大三迷茫思索未來，到大四面
臨畢業的別離，選擇勇敢面對夢想的情境。大
家熟悉的宮燈教室、覺生紀念圖書館等場景全
都入鏡，每到中午吃飯時間就人潮洶湧的大學
城一景也被收進其中。參與MV拍攝的電機三
黃國恩表示：「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外語大樓榕
樹旁拍攝的場景，後來這棵榕樹因褐根病倒
塌，但願透過這支MV為大榕樹留下紀念。」
另外，今年度畢業紀念冊的主題則由公行
三陳雯提出的「初夏104°F」雀屏中選。她表
示：「初夏表示畢業生處於年輕、有活力的階
段，F除了代表華氏溫度Fahrenheit，更象徵著
Finally、Finish。」

熱情粽夏溫暖住宿生
【記者呂瑩珍、蕭婷予淡水校園報導】為讓
住宿生提前感受端午佳節氣氛，住輔組於1日
舉辦「熱情粽夏」活動，同時預祝大家期末考
all pass。住宿生持兌換券至活動地點兌換，即
有北部粽、南部粽、素粽、紅豆甜粽4種口味
可選擇。
大傳三李書瑀表示，每年宿舍送的粽子都很
搶手，大家踴躍領取，「7點多到現場竟剩北
部粽，幸好本來就選北部粽，可惜室友想吃南
部粽和紅豆甜粽，也只能選擇北部粽一解思鄉
之情。」西語一莊汶錚表示，即使在外念書，
透過此活動讓人感受家的溫暖，宿舍真是個窩
心的大家庭。

炎麒分享：「特別感謝去年返校幫忙的學長姐
們，擊劍校隊像是我另一個家！」擊劍校隊隊
員企管四荊琳表示，大學4年充滿擊劍校隊的
回憶，希望畢業後能跟學長姐一樣回來指導學
弟妹，回饋校隊。

啦啦隊大專盃獲得殿軍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最重要的全
上（完成所有動作）我們達到了！」本校競技
啦啦隊於上月31日參與103學年度大專校院啦
啦隊錦標賽，在一般男女混合團體組中的24隊
突破重圍，獲得第四名殊榮，且在一般男女混
合5人組中拿下第五名。
今年目標以氣勢壓住全場，表演內容除秀出
招牌「225金字塔」，在底層部分增加新元素
「側空側翻旋轉」技巧奪人目光，賽後亦有人
爭相詢問新招式。水環四何瑋翔分享：「比賽
前反覆模擬比賽可能發生的錯誤，並在練習過
程引導學弟妹建立信心，因此『全上』次數比
以往多相當多，雖然遺憾成績不如預期，但表
現對得起教練也獲得觀眾掌聲。」

【記者陳岱儀、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課外
1至3日晚間安排「課外星人大會」，每場邀
活動輔導組上週於黑天鵝展示廳舉辦為期6天
請3位社團資深學長姊分享社團經營初衷與理
的「星˙翻轉」103學年度社團學習與實作課
念，並在社團裡尋找方向，發揮自我價值。此
程成果展，1日開幕式，校長張家宜、學務長
外，2至4日中午舉辦「星接軌」課外能力系列
柯志恩、總務長羅孝賢及社團學習與實作召集
講座，邀請FCare我的開心農場企業股份有限
人黃文智等校內師長共襄盛舉，並在會中頒發
公司總經理林富裕、DV籃球部落臺灣區總經
績優社團認證獎、優秀社團TA獎及資深服務
理鄭駿餘、木製公仔品牌WOODMAN創始人
講師獎。張校長表示，本校將社團學習與實作
阿潘，分別主講「用文化讓世界說台灣話」、
課程納入畢業必修學分已邁入第四年，相信即
「誰說我沒有影響力」、「潮流我說的算」。
將進入職場的應屆畢業生能在工作上實踐課程
壓軸「星企大戰」活動企畫書競賽，共68份
真諦，創造淡江軟實力。
企畫書參賽。公行一A以「流浪到淡水」拔得
活動執行長統計四王建傑表示，「星˙翻
頭籌獲金星獎；公行進學一則以「鬥陣瘋伙
轉」為一種CIRCLE之概念，盼能將4年經驗
人-台北捷運五環卡打車踩線團」獲得夜光明
及成果轉化為前進的動力。展區自入口處左
珠獎。
方開始，第一站「誕
生」至最後一站「星際
大戰」各代表社團不同
階段的學習歷程。各站
展牆分別闡述社團的經
營管理、介紹認證長職
務、五大能力互動遊戲
區等，更列出求職面試
常見問題供參考。保險
三沈柏翰說：「此次的
展覽讓我對於社團經營 校長張家宜 ( 持北極星服務團標示者 )1 日於「星 ˙ 翻轉」103 學年
的方向更加了解。」 度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成果展開幕式和與會者合影。（攝影／吳重毅）

香港城市大學交流服務學習

全校足球公開賽
馬來西亞同學會奪冠
【記者王子承、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由體
育事務處主辦「全校足球公開賽」於上週比賽
結束，最後由「馬來西亞同學會」獲得冠軍，
第二、三名則為「畢業聯盟」和「鳩都打橪爆
你隊」。
體育活動組組長陳逸政表示：「足球為世界
上最多人從事的運動，但臺灣的足球風氣有
待提升，因此舉辦此比賽，盼能更加推廣足球
運動。今年比賽的隊伍有別於以往，組隊不設
限，甚至在4強賽事中，出現臺生、陸生組成
的隊伍對上港、澳生組隊的情況。」
對於獲得冠軍，馬來西亞同學會隊長企管三
程宇霆驚喜地表示，原目標為進入4強賽，能
拿下第一真是出乎意料，希望將冠軍殊榮作為
禮物送給即將畢業的學長姐。回憶起冠軍戰，
程宇霆表示，得知「畢業聯盟」隊是強敵，因
此比賽中注重防守反擊。感謝全體隊員與守門
員企管二黃維信的出色發揮才能獲此佳績。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香港城市大學「城青優權計畫」服務志工交
流活動3日於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香港城市
大學項目主任賴加俊及羅敏妍與19名學生志
工蒞校交流。國際副校長戴萬欽致詞表示，
很歡迎香港城市大學蒞校，本校服務學習種類

多元，包含社區服務、海外服務隊等服務性團
體，若未來有機會兩校因社會服務而結盟將別
具意義。學務長柯志恩簡介本校服務學習分享
者背景，並鼓勵志工除了交流活動外，還可多
欣賞淡水風景體驗臺灣風情。
交流活動，由3位老師分享本校服務學習課
程內容外，綠螞蟻服務隊、部落服務隊等4服
務隊也分享服務經驗；香港城市大學團隊介
紹城青優權計畫服務內容及研究成果，雙方交
流氣氛活躍。4日至本校「服務學習課程」服
務之校外機構：關渡自然公園、樂山療養院實
際服務。香港城市大學電腦科學二陳思宇說：
「從交流中得知臺港兩地因環境與服務隊性質
皆不同，藉分享互相借鏡，繼續為社會付出，
受益良多。」（文／李昱萱、攝影／王政文）

戴立綱談媒體工作甘苦 百人搶聽

知名主播戴立綱2日應學生動新聞社之邀，
在化學館水牛廳分享媒體業的工作甘苦與自身
主播經驗，吸引逾百人前往聆聽。
戴立綱說明媒體「隨時都要準備往新聞現場
衝」特性，工時、休假都較不穩定，但也因
此培養出更強的抗壓性。他以自身經驗分享，
「做談話性節目為吸引觀眾目光，說話方式會
較有情緒，但只要一站上氣象播報臺，我一定
是本於自己專業，播報最正確的氣象資訊給大
眾，絕不聳動報導、譁眾取寵。」
戴立綱也對同學提出建言，「應把握大學時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期，多學、看、聽、想，未來才掌握得住機
會。」統計四姜信霆說：「看到戴主播不同於
電視上的一面，且分享許多媒體實務運作，獲
益良多。」（文／蔡晉宇、攝影／朱樂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