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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14 日

校 長 張 家 宜 致 詞。（
（ 攝影／馮文星） 攝影／馮文星）
熱舞社表演。（ 攝影／馮文星）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好話
連連。（ 攝影／林俊廷）

「淡大公車讚」抽獎
活動。（ 攝影／閩家瑋）

說幸福好話 點燈齊祈福

986 期
湯圓熱滾滾 寒冬暖呼呼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文
承一版）3 日至 8 日有許多同學在海
報街攤位上，舉好話牌照相，抽取
課外組準備的幸運籤餅並獲得祈福
卡。9 日晚上也在傳播館前舉行祈福
點燈儀式，讓冬雨綿綿的校園中充
滿溫暖的耶誕氛圍。
現場邀請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
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一、二級主

社團繽紛樂

管與許多師生共襄盛舉。
祈福點燈活動在滂沱的雨中由熱舞社的熱情
舞蹈揭開序幕，讚美社所帶來的歡愉詩歌，更
讓現場參與者感到溫馨與感動。
擔任主持人的學務長柯志恩開場致詞表示
「點燈」臺語音近添丁，又說：「小時候我們
認為幸福是件簡單的事，長大後才發現原來簡
單才是幸福。」她希望這溫暖的活動能一直延
續下去。
祈福活動由「祈福拼圖」帶來吸睛焦點，為

松濤住宿生排長龍 呷 圓 仔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熱騰騰的湯圓來囉！ 7 日松濤館自治會在美食廣場舉辦
「冬至湯圓晚會」活動，準備了紅豆、花生桂圓、鹹湯圓 3 種不同口味的湯圓，吸引
逾百位同學在美食廣場大排長龍。
自治會會長航太三李寧表示，「冬至湯圓晚會活動每年都會舉辦，希望能為同學們
的冬日送上一份溫暖。其中紅豆口味的湯圓最受同學們的歡迎。」大傳三楊綺彤表示，
「身為異鄉人，在冬日能吃到一份熱騰騰的紅豆湯圓心裡暖暖的，感覺不孤單了。」

彩妝社 部落客 77 涵教彩妝穿搭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第一次邀請部落客舉辦講座，對我們來說是個
新的里程碑。」也盼同學們聽完演講後，可以
更認識自己的身材，並藉由服裝搭配修飾自身
優缺點。
企管一陳郁庭難掩興奮地分享，「我一直很
期待 77 涵能夠來現場分享，也很幸運被選為
素人改造的麻豆，經過她的巧手，我的氣色看
起來更好了！」

星相社 寒風中義賣展愛心

國標舞社 聚 9 校大尬舞技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14( 一 )
職輔組
創造職場良性對話：聽與說的藝
8:00
網路報名 術 (http://enroll.tku.edu.tw/)
12/14( 一 )
職輔組
提升個人職場形象魅力以及競爭力
8:00
網路作答 (http://enroll.tku.edu.tw/，16 日 11:00 止 )
12/14( 一 )
職輔組
Line 原 創 貼 圖 達 陣 速 成 講 座
8:00
網路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12/14( 一 )
衛保組
健康促進活動—「健康小坊低卡年
8:00
網路報名 菜輕鬆做」(http://enroll.tku.edu.tw/)
12/14( 一 )
戰略所
2015高階決策電腦模擬營-政軍決策電腦模
8:00
網路報名 擬(http://enroll.tku.edu.tw/，16日22:00止)
12/14( 一 )
師培中心 全國師資培育大學暨師培中心 教師「iEARN」
8:00
網路報名 工作坊(http://enroll.tku.edu.tw/，14日17:00止)
12/14( 一 )
插花社
花花世界-花束製作教學(http://
8:00
網路報名 enroll.tku.edu.tw/)
12/14( 一 )
數學系
第四屆金融實習甄選(http://
8:00
網路報名 enroll.tku.edu.tw/，16日止)
12/14( 一 )
學教中心 105年度第1期教學助理專業成長
8:00
現場報名 社群申請(I407室)
12/15( 二 )
戰略所
國際關係與媒體就業學分學程說
12:00
T306
明會
12/15( 二 ) 女聯會 員福會
電影欣賞「我想念我自己」
12:00
Q409
12/15( 二 )
戰略所
國家安全與外交實務碩士學分學
12:10
T306
程說明會
12/15( 二 )
參考組
啟動你的APP學習開關Part 2–
18:30
U301
APP行動版電子資源介紹
12/16( 三 )
星相社
2016星座運勢講座
19:00
S104
12/16( 三 )
飄移版社
輪板體驗活動
19:30
溜冰場
12/17( 四 ) 海事博物館
影片欣賞：海底墳場－風暴過後
10:10
海博館4樓
12/17( 四 )
學發組
打造一個屬於自己的日語學習計
12:10
I304
劃-進階日語學習技巧
12/17( 四 ) 典藏閱覽組
論文上傳技巧
15:00
U203
12/18( 五 )
境輔組
「國際文化萬花筒」交流分享座
12:00
T10樓交誼廳 談會5
12/18( 五 )
中文系
第四屆秋水文章頒獎典禮
13:00
L304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寒風中的愛心
不滅！星相社舉行愛心義賣，於 7 日至 9 日在
商管大樓前擺攤，販賣以星座為主的手工自製
手鍊、福袋、刺青貼紙，並將全額收入捐給家
扶基金會。
星相社社長歷史二張雅淇說：「愛心義賣舉
辦很多屆，已經是我們社團的傳統了！雖然這
幾天風很大又飄著雨，但淡江同學都很有愛心
地捧場，其中天秤座手鍊是最熱賣的商品！」
歷史二張甯翔說：「手鍊很精緻，可以買到自
己星座的手鍊，又能幫助別人，感覺真好！」

【記者陳品婕
淡水校園報導】
由國際標準舞研
習社舉辦第十八
屆淡江盃全國大
專國際標準舞公
開賽，於 5 日在
學生活動中心上
演舞力大賽，互
尬舞技。參賽者
包含國立臺灣大
學、國立政治大
學等來自全國 9
大專校院，共 65
隊、近 200 位學生共襄盛舉。
在 10 組賽果中，今年淡江國標舞社成果豐
碩，共獲得大專單項 cha cha 組、Rumba 組和
大專雙項 CR 組冠軍，以及其他項目共 13 項
獎項。執行長國企二姚禹侃表示：「舉辦淡江
盃比賽已經來到第十八屆，參與比賽的人數越
來越多，我們學弟妹為了比賽非常認真地練
習，最後也得獎了，覺得很開心！」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16( 三 ) 搖滾來搖滾去研究社
撼動人心，搖滾之夜
18:00
學餐1樓

教科薑心餅心傳情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國際青年交流
團 9 日舉辦「歐洲打工旅遊分享」講座，邀請
企管四杜怡嫺及西語四王紫瑜分享至歐洲打工
換宿及旅遊的經驗。
杜怡嫺於今年暑假至法國體驗為期一個月的
打工換宿，幫忙澆花、粉刷餐桌等工作，並拜
訪西班牙、義大利等鄰近國家。演講中，她介
紹了法國人的生活習慣及各個國家的熱門景
點。她表示，「雖然法國人不太講英文，造成
語言溝通上很大的困難，但卻能體驗到不同的
文化，增進視野。」她也提醒，安全是打工度
假中最需注意的事，絕不能輕忽。
王紫瑜與朋友於今年暑假至法國、德國、義
大利、比利時及荷蘭體驗為期兩個月的自助旅
行。她表示，自己因文化習慣的不同，在義大
利弄壞了旅館內的瓦斯爐。也曾在義大利街上
遇見一位老爺爺主動帶著他們參訪小鎮景點，
可見義大利人的熱情。她說：「歐洲的扒手猖
獗，自助旅行中需注意絕不能讓背包離開自己
的視線。」
數學二石亞宗說：「學姊的分享既幽默有趣
又很仔細實際，聽完學姊的分享，有股想要拾
起行囊前往歐洲一探究竟的衝動！」

德文二溫守瑜

實驗劇團 獲邀校外義演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實驗劇團於 4
日至淡水國中義演。故事大綱為 6 個截然不同
個性的人們同時追求同一個目標，最後才發現
重要的是追求過程，而不是最後的結果。
團長法文三王學寬透露，「此次演出場地特
別選在室外，淡水國中同學可以自在地觀賞表
演。」也提到演員全部都是劇場新秀，核心目
標是讓新手演員可以有舞台展現、體驗排戲的
經驗。王學寬笑著表示，「雖然有些國中同學
可能看不懂戲劇的內容，但值得慶幸的是同學
們參與度都很高。」盼用更客觀的視角，帶領
國中生體驗表演藝術。
英文二林庭亘分享，「我的角色是社會化前
後的延伸，從中找到自己隱性特質是整個過程
中最值得玩味的地方。」

6音樂響宴 多樣形式展實力
詞曲創作社 非黑即白角力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自己的音樂
自己做！詞曲創作社於 3 日舉辦新生盃音樂競
賽，共 8 組新生樂團角逐最佳樂團等獎項。活
動以「非黑即白」為主題，分黑白兩隊輪流獻
藝，吸引逾百人為朋友及喜愛的樂團站台。
「亂緒」樂團因精湛的演繹，以「大風吹」
一曲橫掃最佳樂團、最佳吉他手、最佳貝斯手
等 3 項獎項，成為當晚最大贏家。「奶青半糖」
樂團榮獲最佳鼓手獎。「B-uni」樂團擁有龐
大粉絲團支持，一舉拿下最佳人氣樂團。
活動負責人西語三戴于萍表示，「本次活動
主要是提供新生一個展現的舞台，讓他們能體
會站在台上演出的氛圍。」西語三鄧亦筑分
享，每位表演者都勇氣十足，「真的是初生之
犢不畏虎，舞台魅力不輸給學長姊們。」

烏克麗麗社 應邀耶誕市集彈唱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烏克麗麗社於
4 日受邀至新北市經濟發展局所舉辦之耶誕市
集， 以「Last Christmas」、「Silent Night」 等
多首應景歌曲彈唱，吸引路過民眾駐足。社長
會計三趙瑞恩表示，「我們想帶給大家一個安
詳、和平的感覺，也希望觀眾能感受到耶誕節
的歡樂氛圍。」他分享，「台下觀眾與我們互
動熱烈，特別是可愛的小朋友。」也表示大家
一起努力完成一件事的感覺真的很不錯！日文
二王佳勻表示：「經過這次活動，我覺得我們
不只是社團夥伴，更像一家人！」

國樂社 古箏社 聽國樂猜電影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國樂社聯合古
箏社於 8 日邀請文化大學國樂系助教邱誓舷以
「聽國樂猜電影之淺談電影配樂」為題演講。
邱誓舷以「交響人生」、「功夫」和「不可
能的任務」等多部熱門電影片段吸引聽眾。接
著，舉國樂名曲「東海漁歌」運用在「如來神
掌」、「功夫」為例說明同一首歌曲，在不同
想像中的運用。他鼓勵同學培養演奏情緒，多
善用電影畫面聯想，更能詮釋出演出者想傳達
的情緒。最後，他回歸國樂本身，認為臺灣應
運用他國沒有的元素，如樂器嗩吶，走出屬於
自己的風格。並舉隨「海角七號」一砲而紅的
月琴為例，期望國樂能與國片結合。
古箏社社長保險二黃思嘉表示，以電影配樂
為題的演講，是希望讓每位聽眾都能接近國
樂，甚至喜歡上國樂。英文二鄭筱筠表示，「透
過講座發現原來那麼多的電影配樂都是國樂，
以後看電影時會多注意配樂這一環。」

琉璃 AQ 達人 彩繪璀璨人生

周大觀文教基金會近期頒發 104 年第十八
屆全球熱愛生命獎章，從 2341 位受推薦候選
人脫穎而出的 18 位，由總統馬英九召見、表
揚。本校德文二溫守瑜因「不畏疾病痛苦呈
現其勇氣與毅力」成為獲獎人之一，她也曾
榮獲 2009 年「高雄市 AQ（逆境智商）達人」
的肯定。
溫守瑜罹患俗稱「玻璃娃娃」的罕見先天
性遺傳疾病：成骨不全症，稍受碰撞就可能
導致嚴重骨折。面對先天性疾病，她表示，
「我的家人都是樂天派，很感謝在成長的過
程中，家人把我當一般小孩看待。」從小她
就跟著父母各地旅遊，過程中難免會有一些
關注的眼神，「小時候我很容易在意旁人的
各種眼光，情緒也因此受到波動。」但父母
親要她一定要習慣別人的眼神。
再怎麼樂觀的小孩，也會遇到傷害，她說：
「讀小學時，同學不僅會用好奇的眼神看我，
下課時間尤其難熬，別班同學會在窗外，指
著我說『她就是那個玻璃娃娃』。」同學的

言語讓溫守瑜感到難受，但「媽媽一直告訴
我，我只是骨頭比較不好。」家人的鼓勵成為
她正向思考的源頭，「別人只是好奇，沒有惡
意，我不可以因為身體的缺陷就怨天尤人。」
她以名列前茅的課業表現，印證母親說的「要
自己肯定自己」。
為降低骨折的機率，她說：「從小醫生就建
議我游泳，我爸爸就是我的教練。」學游泳的
過程和爸爸偶有爭執，她笑說：「怕水的我一
開始喝了不少水，有時候還邊游邊哭」，但她
知道這都是因為父親求好心切。溫守瑜接著
說：「在陸地上，我雖然不能像一般人行走自
如，但在水中卻是自由自在。」她印象最深刻
的是去帛琉浮潛看到好多美麗的熱帶魚。
雙手靈活的溫守瑜最喜歡繪畫，「畫畫能
帶給我快樂，我可以不受身體約束，盡情發
揮想像力。」並於上月在周大觀文教基金會促
成下，於中正紀念堂舉行創作展，畫作充滿大
膽、繽紛的色彩，她彷彿就是那活靈靈的熱帶
魚，「我希望觀賞作品的人都能感染我充沛的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105 級畢業歌
曲徵稿活動結果出爐，由保險四倪于涵填
詞、英文四吳瑞田譜曲的「匿名的感謝」
獲選，其搭配小提琴、貝斯等演奏，曲調
輕快。他們說明創作主旨，「在大學中，
也許是朋友、是戀人，在困頓或開心時相
伴左右。即將畢業的我們，還來得及傳達
內心的感謝給對方，讓我們聽這首輕快的
畢業歌曲，在鳳凰花開的季節裡，傳遞心
中那份感謝與真摯的情誼給對方吧！」
畢聯會長英文四吳怡萱表示，「下學期
會製作成 MV，籌備期是寒假，開學才會
動工，預計明年 3、4 月發表，請大家拭目
以待！」

上月 27 日溫守瑜在中
正紀念堂舉行畫展，畫
作充滿大膽、繽紛的色
彩。（圖／溫守瑜提供）
活力。」她表達未來很希望能結合自己的繪
畫，成為一位設計師。
溫守瑜有個疼愛她的姊姊，「在我 18 歲生
日時，姊姊送了一條豆子形狀項鍊給我。」
這是她最珍愛的禮物之一，「我希望自己能
如同姊姊的祝福一樣，像顆種子，經過風雨
的洗禮後，茁壯成熟！」溫守瑜熱愛生命的
堅強態度著實令人折服。（文／黃詩晴）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國際大使團 交流地球好聲音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9 日國際大使團
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地球好聲音」音樂比賽暨
華語特派員成果發表會。
活動吸引 30 餘位外籍生及其華語學伴參與，
共 8 組參賽，包含獨唱及對唱兩種形式。比賽
特色以臺灣同學演唱外語歌曲，外國學伴則用
中文演唱為主，展現語言的交流融匯。
中文四林蘇菲獨唱「bird set free」奪冠，法
文二陳韋嬙與中文四藍小米的法文歌曲對唱獲
得人氣獎的肯定。來自法國的中文四林妍海不
僅表演英文獨唱，也與學伴法文對唱，精彩表
演讓台下觀眾歡呼連連。
國際大使團團長資傳三張恩婧表示，「希望
藉由音樂的傳染力，讓大家認識不同文化與其
音樂風格。」參加比賽的電機二郭嘉昇表示，
「這次選擇的是國語歌表演，個人獨唱時有點
緊張。」他同時覺得學伴 Sophie 的吉他獨唱表
演很棒。

讚美社 史茵茵音為有祢

【記者李宜汀淡水校園報導】淡江讚美社於
8 日邀請獨立歌手史茵茵在文錙音樂廳舉行「音
為有祢」耶誕音樂晚會，美妙動人的音樂聲，
讓現場聽眾無不沉浸其中。
史茵茵以「Jesus Chirst is Coming to Town」
開場，並將生命故事分為 3 個章節，將音樂與
故事融合，與觀眾分享她的人生經歷。讚美社
社長西語碩二莊蕙瑜說：「我們很榮幸地邀請
到了歌手史茵茵，她不僅用心地製作表演的
PPT，更與我們分享她的生命故事，讓我們看
到了一個認真負責、有魅力的歌手。」

音樂文化社 烹飪社 好看又好吃
「 搖 滾 吧， 飛！」 在 覺 軒 花 園 以 好 聲 音
感動全場。（ 攝影／林俊廷）

校園內閃閃發亮的裝飾，瀰漫耶誕節氣息，
而此時的你有無想傳達的心意呢？教科系舉辦
的「薑心餅心聖誕傳情」活動，7 日在商管大
樓前擺攤 5 天，以薑餅人、馴鹿等形狀的手工
餅乾傳情意，吸引師生熱烈響應，截至 11 日
中午前總銷量逾 600 包。
早在 11 月底，該活動臉書粉絲專頁以餅乾
製作過程的影片、抽獎活動等吸引目光，總召
教科二李家由表示，活動有別以往的手縫娃
娃，改賣手工餅乾，每日銷量達 1 百多包，期
許此活動能一直傳承下去。
參與傳情的大傳三盧昱安表示，活動無論是
寄送者或收到禮物者都感到特別溫馨，尤其適
合在耶誕佳節。不過，校內類似活動較多，建
議各活動有獨特亮點會更好。（文／曹雅涵、
攝影／王政文）

杜怡嫺
國青團 王紫瑜 歐洲打工經驗談

（圖／黃維彬提供）

淡水校園

匿名的感謝畢業歌揭曉

外 籍 生 及 其 華 語 學 伴 賣 力 演 唱。（
攝影／閩家瑋）

█淡水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想
在耶誕夜晚呈現不一樣的自己，卻
（ 攝影／王政文） 又不知從何下手嗎？彩妝社於 7 日
邀請知名部落客「77 涵」來校舉辦
彩妝穿搭講座，不僅有彩妝和衣服
搭配教學外，還有有獎徵答，講座活動以由
77 涵親自操刀的素人大改造最受同學歡迎。
█網路
彩妝社社長中文二程思捷表示，「這是本社

呼應品德教育系列的說好話主題，師長們說出
他們事先寫於拼圖上的好話，張校長祝福淡江
「六六大順，心心相印，年年好運」；葛煥昭
希望淡江學術「躍升國際、躍進排名」；胡宜
仁期許淡江人「平安喜樂，祝大家中大獎」；
戴萬欽盼望「福星照耀淡大，人人吉祥、事事
亨通」；教務長鄭東文感激「有溫度的校園、
有熱度的師長、有氣度的學子」；柯志恩肯定
淡江「平安亮麗，幸福給力」；總務長羅孝賢
分享「施比受更有福」。集結師長們的祈福語
後，再一起拼出「幸福」二字，齊為淡江祈福。
點燈活動最後從海音咖啡店到舞台兩旁，約
百位同學點開手中的燈，在倒數計時中啟動點
燈，頓時燈火燦爛、彩帶齊飛為當晚最高潮。
現場還有「淡大公車讚」抽獎活動，針對
單張悠遊卡搭乘總次數排行前 100 名者，進
行抽獎，得獎名單請見總務處網站。（http://
www.general.tku.edu.tw/enable/jindex.php）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音樂文化社 9
日舉辦「搖滾吧，飛！」，除了精彩表演外，
還與烹飪社合作，提供可口點心供免費取用，
吸引了將近 55 名同學到現場共襄盛舉，音樂文
化社社長管科二莊采筑表示：「我們想要在淡
江辦一場好吃、好看的表演。」
開場表演的是政大金旋獎創作組冠軍英文四
陳彥伶，她彈奏木吉他並帶來數首中英文歌曲，
溫暖嗓音令人沉醉其中。金韶獎創作組新人校
友周楚恩演唱流行歌曲「美麗」，最後以自創
曲「二分之一的靈魂」為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大傳三龔俐文開心地表示：「現場有許多小
點心，在寒冷的今天尤其覺得特別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