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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生專心做薑餅屋。（攝影／閩家瑋）

WE WISH YOU A

國青團與陸友會攜手耶誕趴大玩「比
尋寶社耶誕前夕發送禮物展愛心。（攝影／黃國恩）
手畫腳」。（攝影／閩家瑋）

親善大使團童話風慶耶誕。（攝影／盧逸峰）

社團接力迎耶誕

Merry
Christmas
尋寶社 感人傳愛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尋
寶社於 17 日晚間舉辦「把愛傳出去」
活動，40 位社員變身聖誕老公公，
從工館出發，經松濤女宿、海報街，
最後回到工館，沿路發送糖果與暖
暖包給同學，並歡唱耶誕節歌曲，
十分熱鬧。糖果與暖暖包中附上社
員手寫卡片，不僅讓同學提前感受
耶誕節氣氛，更在 12 月寒冷的季節
裡，給路過的同學們帶來溫暖。社
長企管三林昱宏表示，「尋寶社所
尋的寶，也包涵著付出後所得到的
滿足。」社員大傳二何子璇表示，
透過活動傳遞溫暖，同時有那麼多
人被感動到，自己也很感動。

啦啦隊亞洲盃季軍

988 期

馬來西亞校友會 快閃舞吸睛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馬
來西亞校友會於 18 日在體育館 1 樓

國標舞社 抽紅線交換禮物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好吃又好玩，
舞出耶誕節！國標舞社於 19 日在體育館 1 樓
舉辦耶誕烤雞趴暨社內成果展，約有 40 人參
與。舞會中由資深的學長姐和專業老師帶領社
員，和從未搭檔過的舞伴，透過肢體語言，舞
出耶誕氣氛。現場以抽紅線方式交換禮物，令
人又驚又喜！社團執行秘書會計三潘詩韻說：
「籌備活動很累但很好玩，我又重燃對國標舞
的熱情，希望將來能跳得跟學長姐一樣好。」

黃越綏名嘴妙語挫折力量

（圖／啦啦隊提供）

█淡水

舉辦「santa lighthouse」耶誕趴，現場準備許多
點心，以及充滿耶誕氣息的歌舞，氣氛熱鬧溫
馨。活動以快閃環節最引起迴響，由大一到大
四的成員快閃至台前表演舞蹈，讓觀眾眼睛為
之一亮！參與活動的資管二袁勤雅興奮地說：
「第一次和馬來西亞同學參加耶誕趴感覺新
鮮，我喜歡快閃跳舞！」活動總召大傳二馮加
祺表示，「我們在佈置方面費了不少心思，感
謝另兩位總召的積極參與，才能完美成功。」

活動看板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12/28( 一 )
職輔組
8:00
網路報名
12/31( 四 ) 海事博物館
10:10
海博館 4 樓

活動名稱
職場新鮮人理財：你不理財，財不理你
(http://enroll.tku.edu.tw/，29 日 11:00)
影片欣賞：海底墳場 - 沉沒的奴
隸船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28( 一 ) 觀光系系學會 宜動腳步，踏入蘭陽－圖書館主
12:00
蘭陽校園圖書館 題書展(12/16-12/31)

啦啦隊新血獲佳績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熱力喊出「We
are who we are ！ TKU ！」的是本校競技啦啦
隊，於 20 日在亞洲盃第六級大專組比賽中獲
第三名。完成呈現淡江的招牌「225 金字塔」，
在金字塔堆疊及轉接上也做了變化，更將 hand
hand 技巧（女生在男生手上倒立）應用至金字
塔，是此次流程中的亮點。這次隊服以紅白代
表淡江顏色，背後襯上的黑蜘蛛絲，讓風格更
鮮明，隊長化材三吳志耀表示，這是大專盃的
前哨戰，也是訓練新血的機會，最後能在賽場
上完美全上，「這些日子的辛苦都值得了。」

兩岸四校桌球搏友誼

陳琬婷小丑志工散播愛

社團經營與管理課程於 18 日邀請會計系校
友陳琬婷，以「從社團服務到世界志工」為題，
鼓勵大家勇敢走出自己的路，不要害怕挑戰自
己的極限，現場逾百人用心聆聽。陳琬婷娓娓
道出投身服務的心路歷程，由參加學校國際志
工服務團開始，受柬埔寨孩童的樂觀感染，從
中體悟自省，「反思是為了改變，推動生命向
前，更是讓人學會珍惜。」畢業後她參加義大
利小丑國際志工，在學習扮演小丑的過程中，
感動周遭陌生人，體會小丑快樂的本質。鼓勵
大家「自己能給予的溫暖，遠比想像中多。」
保險四姚予婷表示，我期許找到屬於自己生命
的勇氣與方向。（文／陳照宇、攝影／林俊廷）

6社團期末展多元才藝成果
口琴社

結合多項樂器展現異國風情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聆韻口琴社於
20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第 43 屆成果發表會「異
國瘋琴」。希望藉由口琴作為媒介，與更多人
分享音樂，這場充滿異國風情的演奏會，帶來
一個溫馨的夜晚。此次成果發表會總共演奏
18 首曲目，結合烏克麗麗、鋼琴與木箱鼓等
樂器，並以故事的方式串連曲目，述說一情聖

與其異國女友間的糾葛。搭配今年加入多位外
籍新生，如演奏「巴黎女郎」前，便由來自法
國中文一楊蕾雅開場，不同的語言加上音樂，
創新方式令人耳目一新。社長日文二李寓心表
示，「社團本身最重視的便是人與人之間的情
感，很高興看到幹部與新生都各司其職，並再
次凝聚大家的情感。」

美術社 & 電影欣賞社 度度鳥人詮釋藝影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由美術社與電
影欣賞研習社共同舉辦的成果發表會，於 21
日至 25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動、靜態結合
的展覽「藝影」。
美術社在靜態展場中，以瀕臨絕種的「度度
鳥」為藍圖，設計出一位失憶畫家「鳥人」，
社員的作品皆模擬鳥人失憶前的創作，類型有
水彩、油畫、素描、裝置藝術等，企圖引領參
觀者去發想其失憶原因。在電影展中則搭配鳥

吉他社

人故事和心路歷程，撥放多部藝術性與娛樂性
兼具的電影。教科三劉皓瑋說：「每件作品都
非常厲害，設計的互動遊戲也很棒！」
電影欣賞研習社社長大傳二吳宣毅表示：
「雖然成果並非完美，但我們都很盡力！」美
術社社長法文四劉思妤表示：「我對展覽內容
原來是抱持著疑惑，去參觀其他展覽後明白，
展覽是能帶給觀眾新奇體驗，並從作品中理解
創作者的想法。」

星空慢歌悠悠彈唱美麗夜晚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 22 日
晚間舉辦第 43 屆吉他社成果發表會，覺軒花
園湧進逾百位同學共襄盛舉，總召西語二陳勇
丞表示，「為呼應耶誕節的來臨，因此選擇『星
空慢歌』為主題，想要帶給觀眾浪漫氛圍。」
現場演唱「小幸運」等 20 首多屬訴說情感的
慢歌，臺下觀眾聽得如癡如醉。管科一蘇芯誼
表示，被演唱者的好歌聲深深地吸引，尤其是

弦樂社

愛琴海引動心弦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弦樂社於 22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愛琴海」期末音樂會，
現場演奏樂曲有孟德爾頌「第十號弦樂交響
曲」、洪一峰「淡水暮色」，以及迪士尼經
典動畫美女與野獸的主題曲「Beauty and the
beast」等曲目。既有古典樂之優雅，也有流行
樂之華麗，令現場聽眾聽得如癡如醉。並在結

實驗劇團

吉他社覺軒花園彈唱慢歌。（攝影／李建旻）
「喜劇演員」和「小幸運」的合聲超好聽！
尾獻上安可曲「聖誕組曲」，祝福所有在場的
聽眾耶誕佳節愉快。
弦樂社社長土木二周華言表示，「主題訂為
『愛琴海』是希望我們的音樂能像海洋般廣
闊，從期初開始，每個禮拜團練兩次就為了這
個時刻。而大家為活動所付出的努力及留下的
回憶是最珍貴的！」

回家的方法攔截公路

部戲包括許多議題，希望觀眾延伸放大。」也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實驗劇團於
盼大家珍惜自己所愛的人。中文二陳品婕看完
22 日至 25 日晚間在實驗劇場，舉辦為期 4 天
的期末公演「回家的方法」以及「攔截公路」。 表演後分享，「我現在好想回去抱抱我媽。」
「回家的方法」描述一位單親媽媽活在失去
大女兒的悲傷中，她將傷痛轉成另一種愛，寄
託在小女兒身上，造成小女兒無形壓力。導演
資傳三葉名婕表示，「我們都渴望從別人身上
獲得認同，讓我們一起找到正確的方法。」「攔
截公路」是取材於杜思慧的作品，這是主角安
的夢，夢境是母親與安的共同回憶。母親在夢
境最後告訴她：「我只能告訴妳準則，地圖得
由妳自己畫。」導演德文四梁家綾表示，「這 實驗劇團演出杜慧思的作品。（攝影／盧逸峰）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耶誕未至，氣氛
先濃！松濤宿舍自治會於 21 日舉辦「耶誕吃
餅薑薑好」DIY 活動，吸引 70 餘位住宿生參
與。女生們展現設計手藝，在歡聲笑語中屬於
自己的薑餅屋一一誕生。由於是可食材料，多
位同學都迫不及待地享用這提前的耶誕賀禮。
自治會會長航太三李寧表示，「希望住宿生可
以感受耶誕氣氛，同時凝聚住宿生情感。」法
文二汪鈺晴表示，「我喜歡手作活動，看到活
動宣傳馬上就邀朋友報名，玩得很愉快。」

10 校友會 What's Disney ！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宜蘭、臺南、
建北、新北、金陵、新莊、彰化、成景、嘉
雲、員林等 10 校友會於 22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
舉辦聯合耶誕舞會，吸引本校及他校學生逾百
位盛裝出席。蘭友會會長兼總召經濟二林珊羽
表示，「活動及布置皆以迪士尼為主題，並以
交換舞伴方式，盼大家置身童話中找到心儀對
象。」活動邀請 BeatBox 及花式籃球炒熱氣氛，
大家在小飛俠、小精靈 Bella 主持引領下，盡
情狂歡，7 位公主也在舞池中快閃大跳「馬德
里不思議」。最後的摸彩提供摩天輪票券、電
影票等獎品，參與者為獲得獎品而賣力完成任
務的模樣，讓人捧腹大笑。運管二藍萱分享，
「我第一次參加舞會，比想像中還要好玩。」

國青團 & 陸友會 享豐盛美食

熱舞社 金勾盃舞告趴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就是要讓舞蹈充
滿你的耶誕！熱舞社於 22 日在體育館 1 樓舉辦
「聖誕舞告趴」，現場在紅、黃、綠 3 色燈光
映襯下，讓 60 餘位同學感受耶誕氛圍。活動有
社團幹部帶來的 freestyle、popping 等精彩舞姿，
最大亮點在同時舉辦第三屆「金勾盃」舞蹈決
賽，最後由資管四林緯與資傳四陳怡伊奪冠。
社長中文三鄭涵云表示，「聖誕舞告趴結合金
勾盃活動，希望讓熱舞社的耶誕派對有獨特性，
同時非常感謝美宣組幫忙活動的場佈。」參與
表演的運管二謝昀家表示，「今晚看到了很精
彩的舞蹈決賽，超值得的。」

國際大使團 紅綠金銀最速配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23 日覺軒花園在
國際大使團的裝扮下瀰漫耶誕氣氛，「VOIS
XMAS PARTY」聚集 80 餘位團員與學伴，他
們以紅、綠、金、銀 4 色服裝呼應耶誕節。現
場準備許多餐點，並由社團幹部帶來男女舞與
戲劇表演，炒熱活動。活動中最特別的是附上
發票的禮物交換。團長資傳三張恩婧表示，「發
票將由社團統一捐出，希望在歡度耶誕的同時
也獻愛心，讓活動更有意義。」參與活動的企
管三黃靜怡表示，「交換禮物也能貢獻愛心很
有意義，讓我度過了不一樣的耶誕。」

親善大使團 童話人物報平安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國青團與陸友
會於 23 日在工館舉辦聯合聖誕派對，派對上
半場由社團幹部們主持「比手畫腳」遊戲，
打破兩社社員陌生感，熟識彼此，並享用社團
幹部們精心準備的耶誕大餐。下半場不僅邀請
來自西安的陸生代表大傳三陳華羅介紹西安美
食、文化及觀光景點外，還進行了重頭戲─耶
誕交換禮物。數學二石亞宗說：「整場派對耶
誕氣氛濃厚，可見幹部們的用心。」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平安夜裡，
準備好進入童話的旅程了嗎？」親善大使團於
24 日晚上舉行耶誕晚會活動，主題為「童話
風」，參加者均精心打扮成經典的童話人物參
與盛會。活動中安排舞蹈表演、戲劇表演與交
換禮物，讓大家渡過一個充實的平安夜！團長
英文四林彥均表示，「活動邀請所有親善大使
團的成員齊聚一堂，除新舊團員彼此認識外，
更加深情誼。活動主要由本學年加入的新生籌
劃、表演，讓新成員能有機會凝聚向心力。」

學務處於 24 日舉行
「104 學年度社團學習
與實作課程講師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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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瑞娥等嘉賓與會。
張校長於致詞中表
示，社團必修開設至今已過 4 年，課程內容不
斷精進，學生學習態度也日益積極。今年第一
屆社團學分必修的學生畢業，學校將追蹤其發
展來檢視社團必修成果。同時期待本學年度講
師與 TA 攜手精進課程，做出淡江特色。校內
外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共 19 位講師、北極星

服務團共 21 位 TA 獲聘。活動中不僅介紹社團
實作課程成果，同時舉辦「相見歡」活動，凝
聚講師與 TA 默契。104 學年度北極星服務團執
行總監、統計四王建傑說：「活動後與社團講
師的瞭解與認識更深，對於下學期社團課程的
合作感到期待！」（文／杜歡、攝影／黃國恩）

社團19講師 北極星 21TA受聘

社團繽紛樂 紫錐花社

校園獅子會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紫錐花服務
社與淡江大學校園獅子會於 17、18 日在蛋
捲廣場高喊「友善校園，讓淡江更美好！」
宣導「拒毒、反毒、反飆車、反覇凌、不
菸、不酒、反檳榔、防愛滋」理念，17 日
開幕式中邀請校長張家宜為「反毒反飆車反
霸凌」數位繪畫比賽頒獎，還有港澳同學會
的醒獅團、鋼琴社自彈自唱、阿波舞研究社
帶來阿波舞表演，在寒冬中營造熱鬧氣氛。
活動以闖關遊戲為主，期許透過遊戲讓參
與者了解藥物濫用、毒品、霸凌等所帶來的
危害及相關知識，現場共設計 6 項關卡，通過
關卡小遊戲，即可獲得精美小獎品，活動第一
天就吸引逾 200 名同學參加。日文二許允季說：
「這活動很有意義，透過遊戲了解很多關於毒

反毒 反飆車 反霸凌

寒風中同學力挺友善校園闖關遊
戲。（圖／許允季提供）

17 日舉行的兩岸四校桌球友誼賽，邀請到
上海交通大學、華東理工大學來校交流。加上
桌球校隊實力堅強的海山高中，4 隊人馬在愉
快氣氛中進行球技切磋。體育長蕭淑芬說：
「能和對岸學校桌球強手進行切磋，真是難得
又珍貴的機會。不僅讓本校桌球社同學從對岸
選手嚴謹認真的態度中獲得很多經驗，取長補
短互相勉勵外，同時也促進兩岸桌球文化的交
流。」男子組桌球隊隊長物理四黃麒睿開心
地分享，「很感謝能與對岸桌球強手切磋技
藝，對方紮實的基本功，讓我們看到自身的不
足。」（文／李宜汀、圖／體育處提供）

【記者秦宛萱淡
水校園報導】學務
處於 22 日邀請前總
統府國策顧問黃越綏以「如何
重新燃起服務熱情—了解大學
生現況及如何對話」為題演
講，演講前學務長柯志恩致贈 黃越綏幽默話語分享自身經驗。（攝影／何瑋健）
淡江之友獎牌與學生代表獻花，感謝黃越綏長
於心境的轉變，樂在工作、保持熱忱，才能不
期熱心公益，並現場與蘭陽校園連線。
斷地付出與努力。並以自身經驗為例，分享如
柯志恩致詞時表示，黃越綏擁有豐富的人生
何在一次次的打擊中，化挫折為力量。
閱歷，能笑看人生，將極為負面的事情轉為正
黃越綏指出職場是既競爭又合作的地方，不
面能量，並熱心公益成立財團法人國際單親兒
可能沒有衝突，她凸顯溝通與尊重的重要性，
童文教基金會，值得我們學習。
應正視人際關係，她舉例自己學習菲律賓語為
整場演講黃越綏運用詼諧的話語分享，她認
例，認為透過語言能打破不同國籍的隔閡。鼓
為，人生就是一本挫折學，不論在生活或職
勵適時運用肢體語言，展現幽默感，達到好的
場，有形和無形的壓力接踵而來。面對大環境
溝通。最後她勉勵大家接受挑戰，珍惜學習環
不可改變時，小環境可以創造，其中的關鍵在
境，從經驗中記取教訓，在教訓中得到成長。

松濤宿舍自治會 吃餅薑薑好

品和霸凌的危害，開幕的表演也很精彩！」紫
錐花服務社社長化材二許淳媚說：「第一次設
計大型活動，受到許多師長的協助，活動進行
非常順利！」

西音社下課搖滾十分鐘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23 日下課鐘
聲剛響起，福園隨之傳來情緒激昂的搖滾樂，
原來是西洋音樂社舉辦的「下課十分鐘」，從
9 點下課起，每節下課皆有團員演唱。8 組樂

管樂社老歌演奏撫慰長者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於 19
日在潤福老人安養中心演出，以日式曲風及老
歌改編的曲子「晚霞」、「八木節」等，吸引
台下長者專注聆聽。社長會計二李品賢表示，
「爺爺奶奶最缺乏的不是物質，而是關心，
我們想讓他們感受到溫暖，因此這次選擇的演
奏曲目儘量與長者的年代背景貼近，希望能引
起共鳴。」他還分享，「活動過程中，爺爺奶
奶都很熱情，對曲子背後的故事極感興趣，甚
至在中場時提出問題，如此熱絡，讓我們感到
開心，也很榮幸能夠帶給他們歡笑。」社員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團 16 首歌，吸引大批同學圍觀駐足。
西音社社長教科三黃冠誠表示，「此活動為
西音社的傳統，目的讓同學能認識我們社團，
這次有團員運用合成器為一大突破。」
資圖二
蔡汶靜
表 示，
「有位
爺爺表
示非常
喜歡晚
霞 這 首 管樂社社員用音樂與長者同樂。（圖
曲 子， ／管樂社提供）
我想也許喚起了爺爺的回憶吧！所以我認為音
樂不分年齡、不分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