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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4

　淡江大學童軍團於12
月16日在同舟廣場，舉
辦44週年團慶暨財團法
人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
19週年會慶，逾120人共
襄盛舉。（圖／童軍團
提供）

就學優待申請至 28 日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學優待學雜費減免第一
階段即日起至 12 月 28 日提前受理申請！凡具減免者身分皆可提出申請，請至
就學優待減免申請系統網頁點選進入填寫申請單，（網址：http://spirit.tku.edu.
tw:8080/tku/file/section2/service/121/284/ov.jsp）依申請身分類別備妥相應文件
及列印申請書後繳交至商管大樓 B421。本階段申請通過審核者，扣除減免金額
之註冊繳費單將由財務處於寒假期間寄送至住家，屆時如未收到繳費單，請自
行上網列印後繳費，若有相關問題請洽生輔組 B421 陳翠華專員，分機 2263。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7 學年度
健美錦標賽於 12 月 15 日在紹謨
紀念體育館七樓隆重舉行，本次
比賽依照國際分級，分為男子健
美組、男子形體組、男子古典
組、女子形體組，總計共有 38
所學校，近 90 位選手參賽。

童軍團慶 童玩闖關趣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童軍團於12月16日在同舟廣場，舉辦
44週年團慶暨財團法人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19週年會慶。邀請童軍團主任委員
黃文智、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董事長許文良、五虎崗童軍團指導老師陳惠娟等
人出席，參與人數約120人。今年團慶以童玩作為主題，於同舟廣場及蛋捲廣
場設置十個關卡，讓參加學員自由闖關。關卡內容如：竹筷槍、麻袋袋鼠、跳
繩、陀螺、劍玉、踢毽子、彈彈珠、丟拋沙包、製作椪糖等。
   資深女童軍團主席、公行二薛惟心表示：「團慶不只是慶祝童軍團生日，更
是一年一度的『家庭聚會』。本團成立迄今四十餘年，參加團慶也是凝聚來自
臺灣各地團友的感情。現在的孩童所玩的玩具和以前不盡相同，故今年團慶主
題以童玩為主，希望藉由本次團慶讓學童們可以嘗試看看以前自己手作玩具的

樂趣。再次祝淡江大學
童軍團生日快樂！」

活動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2/24(一)
8:00

機電系
網路報名

機電系 20190103 AI在智慧製造之
應用研習會

12/24(一)
8:00

村上春樹研
究中心

網路報名
第5屆村上春樹微電影比賽

12/24(一)
8:00

村上春樹研
究中心

網路報名

第4屆村上春樹經典名著多國語言
朗讀競賽

12/24(一)
8:00

經濟系
網路報名

經濟學系經濟與財務碩士班&淡江
大學暨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
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預研生招生暨
科技部大專學生計畫案說明會

12/24(一)
12: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星星的孩子」

12/24(一)
19: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星星的孩子」

12/25(二)
12: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星星的孩子」

12/25(二)
19: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星星的孩子」

12/26(三)
12: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星星的孩子」

12/26(三)
19:00

圖書館
圖書館五樓
非書資料室

電影播放「星星的孩子」

12/27(四)
10:0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深海底生物 : 吸血鬼烏賊】

12/27(四)
15:00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

親民學費亨歐洲高貴遊學，居然
能打工！

12/29(六)
10:00

海博館
海博館四樓

電影欣賞【深海底生物 : 吸血鬼烏賊】

健美錦標賽

原文化之旅走入部落

期末成發眾人享樂 創意耳目一新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於12月15、16日南下至屏東縣內三地
門鄉及瑪家鄉兩地，進行兩天一夜的「原文化
之旅」，三地門鄉為屏東縣北端，分屬北排灣
族，擁有傳統文化兼具藝術之美的原鄉部落，
本次吸引近20名學生出遊，走入在地部落，親
自感受原住民文化之美。
   15日首先參觀該地的「原住民文化園區」，
為國內規模最大，保存全臺原住民族文物最豐
富的野外博物館，觀賞園區內迎賓禮炮及歌舞
表演，並由導覽員導覽文物生態館，體驗傳統
原住民文化。晚間參與Adju阿督音樂節盛會，
（「Adju」一詞是排灣族語，即男同志以好姊
妹互稱之意），一同為部落內的多元性別平權
發聲。16日走訪地磨兒部落，參觀部落巡禮並
體驗排灣族三寶之一琉璃珠手作，最後來到著
名景點山川琉璃吊橋，橋身以排灣族祖靈百步
蛇為設計，並綴有顆顆晶瑩剔透、色彩斑斕的
琉璃珠及說明，每顆琉璃珠背後都帶有故事和
傳說，每走一步都能更深入了解排灣族文化，
並體驗其射箭及婚禮環節中最重要的「盪鞦
韆」，眾人玩得不亦樂乎！

實驗劇團期末公演 

領袖社聯合培訓
  【記者黃子涵淡水校園報導】領袖社於12月
16日在東吳大學舉辦「領袖社聯合工作組培
訓」與東吳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政治大
學、輔仁大學等校合辦，吸引逾50人參與。本
次培訓活動主要分生活服務組、美宣行銷組、
場務影音組還有活動企劃組。期許學員透過活
動更認識文宣企劃、場務影音、生活接待等工
作組培訓事項，建立良好的團隊合作態度。未
來在舉辦大型活動和社團事務上能發揮所學，
也替自己提早定位未來走向。
  領袖社社長、中文四林莘洳分享，「這次讓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為了讓學員更有實際的臨
場感，直接從東吳城中校區走到西門捷運站，
沿路觀察地形、附近建築，遇到轉角時如何引
導，路上有哪些地標等等，目的是為了訓練敏
銳度、禮儀、口語及肢體表達，我覺得非常有
趣及用心。」
   她也提到，本次培訓時間僅半天，無法馬上
領會專業技能，但也從課程中了解工作分工及
溝通交流時應要具備的協調能力。「很謝謝領
袖會北區提供免費的訓練，不僅拉高了學生的
格局，也認識了來自各校的夥伴，很值得！」

吃甜甜過好冬

西餐研究社 擺攤販賣西式點心 
   【記者林雨荷淡水校園報導】西式餐點研究
社於12月17日至21日在小小麥木桌前舉辦甜點
販售活動。本次活動主打將巧克力與咖啡豆香
巧妙合而為一的提拉米蘇、上面鋪上一層Oreo
餅乾增進口感的奶酪以及用伯爵紅茶與濃郁奶
香製成的伯爵磅蛋糕。此外，在粉絲專頁按
讚、留言分享，還可獲得抽獎資格。
   西式餐點研究社社長、風保三楊博丞表示，
「看到做出來的成品在擺攤時有人願意購買、
支持，真的很感動。」副社長、管科四梁淳雅
則表示，「第一次擺攤宣傳、販賣自己社團做
的甜點，才發現舉辦活動的困難，要用什麼方
法才能最有效的吸引客人，是我這次學習到最
多的地方。」
華僑同學聯誼會 耶誕晚會120生同樂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境外生
在冬至時能感受像家一樣溫馨的氛圍，華僑同
學聯誼會於12月18日在同舟廣場舉辦冬至耶誕
晚會，吸引近120位境外生參與，國際副校長
王高成亦到場共襄盛舉。
  王高成開場表示：「本次晚會結合了東方冬
至與西方耶誕的元素，古時人們在冬至時都會
吃湯圓，湯圓意喻團圓，而「Christmas」一字
在西方亦有快樂、慶祝的含意，期望境外生們
能在本次活動中度過愉快的夜晚。」現場師生
一邊欣賞表演、一邊享用豐富的餐點，共度溫
暖的夜晚。華僑同學聯誼會會長、國企二何婕
妤說明：「冬至聖誕趴主要是希望境外生能齊
聚一堂，一起度過佳節，即使在國外求學，也
能感受到節日的氛圍。」
   參與者、國企三張桐然表示：「這次的冬至
晚會體驗到了團圓的氣氛，從僑聯準備的影子
話劇中，感受到身為遊子在想家時，可以與朋
友們結伴度冬的那種愉快的心情。」
松濤館宿舍自治會 邀住宿生吃湯圓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天冷就要吃湯
圓！12月17日松濤館宿舍自治會舉辦「冬至吃
湯圓，松濤人團圓」活動，在美食廣場發放湯
圓，憑兌換卷即可領取，現場備有紅豆、花
生、鹹味三種口味任君挑選，要讓住宿生們在
寒冷冬夜裏也不寂寞。
   總召、管科二王子瑄分享：「冬至煮湯圓是
每家每戶都會做的事，但是有許多淡江學生並
不能常常回家。這個活動希望能在寒冷的冬天
分享溫暖以慰藉思鄉之情，同時營造松濤宿舍
大家庭的氛圍並向外籍生分享我們的文化。」
中文一曾詩琪分享：「一人離家在外生活，能
在宿舍吃到暖呼呼的湯圓，給人很溫馨的感
覺，我特別喜歡這次的鹹湯圓，真的好讚！」

　學生會於17日舉辦耶誕演唱會，邀請八三夭、
陳芳語、黃子佼等歌手接力演唱，逾1400人歡度
佳節。（攝影／周舒安、黃莉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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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社北區聯合盃 獲3冠3亞1殿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柔道社於
12月15日參與由南亞技術學院主辦的「107年
北區柔道聯合盃」，共有逾20所大專院校參
與。其中本校團體賽獲得男子組冠軍、殿軍；
個人賽則由機電四陳立昇獲得男子輕量級亞
軍、日文一丸山海舟獲得男子中量級冠軍、航
太一楊禮臣獲得男子重量級冠軍、中文二葉俊
彥獲得男子重量級亞軍、大傳二鍾子靖獲得女
子重量級亞軍。
  獲得冠軍的日文一丸山海舟分享，「難得有
機會能與這麼多所學校交流柔道技術，希望能
持續替本校及柔道社奪下更好的成績。」

境外生球類賽 400好手大展球技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由華僑同學聯
誼會主辦的「第八屆境外生球類賽」，於12月
15、16日在學生活動中心和操場等地舉行。比
賽項目包括籃球、排球、足球、羽球與趣味
競賽，吸引近400位來自香港、澳門、馬來西
亞、印尼等地的境外生參與。
  15日國際副校長王高成、國際處境輔組組長
李美蘭到場共襄盛舉。王高成開場表示：「大
學生活中社團與體育活動也是非常重要的，本
校強調八大素養，其中的體育和群育顯示在體
育活動上，比賽也可使大家發揮團結的精神，
是很有意義的活動，期望各位皆能有好的體驗
與出色的表現。」很多學生也到場為選手們支
持歡呼，氣氛熱烈。
   華僑同學聯誼會會長、國企二何婕妤表示：
「透過活動把境外生聚集一堂，大家不僅可以
大展球技，也可以認識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境
外生。而且從各項比賽中都能感受參賽者的運
動家精神，希望來年有更多境外生參與。」來
自馬來西亞的歷史三易偉騏表示：「這次比賽
比較可惜的是參加者感覺比往年少，期望僑聯
在日後可以為比賽增加更多的項目，甚至把球
類賽變成境外生運動會，並且吸收今年的經驗
後，明年可以有所突破。」

音樂文化社 「享樂」成發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12月14日晚上
18時30分，音樂文化社在體育館一樓廣場舉辦
期末成果發表會「享樂」，共計有15組上臺表
演，吸引逾70人到場聆聽。社長、教科三謝儀
馨表示，「社團大多數都是樂器新手，所以很
開心在經過一學期的教學過後，可以有這麼棒
的表演，也希望觀眾可以陶醉其中。而成發名
字『享樂』緣由則是因為樂有兩個讀音，所以
這個名稱可以解讀成享受音樂和分享快樂。」
   現場觀眾、水環四謝詠翔說：「可以看出表
演者，無論是幕後準備或是在臺上演出，都
很用心的呈現，其中我最喜歡的歌曲是《巴
掌》，主唱何蕊的表演十分出色。以後舉辦類
似的活動，我會再來支持的。」英文一林俞
彤表示，最喜歡的表演項目是歌曲《2002》、
《Back to December》、《Everything has 
change》，「主唱陳洛姍嗓音渾厚，而且在臺
上充滿自信，自己是熱舞社的社員，希望自己
有朝一日能像她一樣在舞臺上發光發熱。」
國樂社  「彝」成發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12月14日晚
間，國樂社以「彝」為主題於同舟廣場舉行成
發，共演奏13首中外新舊樂章，既有傳統亦融
入創新，層次豐富。社長國企二鄭卉紜表示，
「新舊社員能藉此舞臺展現一個學期的練習成
果，獲得現場超過40位觀眾的肯定，大家內心
都充滿喜悅與成就感。」
  音樂會由資圖二王瀚謙主持，介紹每首曲子

的背景及演奏特色。全體團員先以演奏客家民
謠《採茶歌》登場，接著以揚琴擊奏出曲調輕
快的《拖拉機來了》。最為讓人耳目一新的
是由企管二吳若妤與教科一吳冠禛，改編電影
《刺激》中膾炙人口的配樂《娛樂者藝人》。
活潑俏皮的音符被樂者手上的琵琶重新演繹，
別有趣味；而國樂版的《我們不一樣》則傳達
出清麗哀怨的情緒，與原曲感受十分不同，撥
動在場觀眾的聽覺神經。
  下半場以笛、二胡、中阮等樂器的獨奏為
主，選曲向地方及少數民族文化致敬。根據江
蘇老簧調改編的二胡獨奏《蘇南小曲》變化轉
調巧妙，《雲南回憶》及《彝族舞曲》描述了
雲南的風土人情，最後以明快抒情的《良宵》
作為休止符，為這美麗的夜晚畫下圓滿句點。    
   資圖四魯曉東分享，「表演者演奏水平穩定
出色，佈曲及樂器的特色均能充分展現，琵琶
獨奏的《彝族舞曲》起承轉合銜接流暢，讓人
十分驚豔。」
吉他社 「這我一定吉」成果展演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於12月
18日晚間在覺軒花園舉辦第46屆成果展演「這
我一定吉」，現場吸引近50人前來觀賞。本次
的主題為「監獄風格」，除了有逗趣的監獄裝
飾佈置與通緝單造型節目卡外，更在各組表演
結束後送予他們每人一張有自己監獄照在上頭
的獎狀留作紀念，讓許多社員紛紛開心地舉起
獎狀合照，場面相當溫馨逗趣。
   此次成果展演由社員主辦並擔任工作人員，

幹部們負責指導與監督，在主持設計上除了有
幽默的相聲對話外，還加入了比手畫腳的小遊
戲，讓觀眾一同猜測下一首表演曲目。在表演
的部分則是有別於以往，報名參與表演的社員
多達23組，與幹部們一起組團表演，也象徵著
吉他社秉持的傳承精神。
   活動負責人、英文四潘界印表示，「透過期
末成發，希望能讓社員們有個可以表演、展現
自我的舞臺，同時也讓大家能夠汲取辦活動的
經驗，未來在組織吉他社其他活動時也能更順
暢、更熟練。」吉他社社長、水環三林思翰
說，「這次報名參與表演的人數相當踴躍，
真是令人又驚又喜，很感動看見社員們對表演
的熱愛與勇氣，也感謝大家跟我們一起喜歡音
樂。」社員、經濟二徐適宇表示，「我高中也
曾參加過音樂性社團，不過這次的表演準備起
來感覺比較困難，與新的同學組團練習，如何
去協調各樂器之間的配合，是我要再繼續努力
去學習的。」

   12月17日松濤館宿舍自治會舉辦「冬至吃湯
圓，松濤人團圓」活動，在美食廣場發放湯
圓。（攝影／蔡依絨）

    實驗劇團於12月18日至21日晚間期末公演，
帶來《姊妹》、《課堂驚魂》兩齣戲。前者以
劉天涯老師劇本道出，即便是最親密的姊妹，
依然有不可傾訴的秘密，兩人相隔10年後再
見，在陌生又熟悉的互動和對談中，隱隱道出
了家中醜惡的真相，揭開彼此內心深處共同的
秘密。導演、資圖四林郁婷說明，「劇中特別
強調姊妹兩人緊密的連結性，不論關係是好或
是壞，血緣羈絆都是不可分割的。」後者則來
自劇作家尤金•尤涅斯庫的劇本，以荒誕的戲
劇手法演繹出教育制度的僵化，嘲諷填鴨式教
育及分數至上的升學主義，教授的瘋狂開啟師
生間的追逐戰，最後在課堂上扼殺了學生的思
考力，扭曲了教育的本質。導演、資傳三陳資
洵表示，「當初選用此劇本，是想要告訴觀眾
教育並非唯一一條路。」她也解釋劇中女僕
的勸阻只是形式上做給外人看，實際是默許悲
劇發生的共犯。中文三羅聖雅及李芳琳認為，
《姊妹》劇情走向出乎意料，令人印象深刻，
並誇讚《課堂驚魂》演技精湛，演員完全融入
角色。（文／鄭少玲、圖／實驗劇團提供）

（文／陳偉傑、攝影／麥麗雯）

眾星歡唱嗨翻淡江

柔道社奪3冠3亞 境外生球類競賽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會主
辦的「淡江耶誕城 The MysTic」於12月17日
至21日在海報街盛大展開，耶誕市集與邊緣工
事及校內20系合作，推出各系創意產品，從甜
點零食到冬季進補的藥膳湯，產品十分多元。
活動時間從上午10時加長到晚間8時，晚上也
配合點燈，更增添不少耶誕氣息。 
   學生會活動部部長、資工三翁嘉駿表示：
「學生會從去年已經計畫要做一個屬於淡江的

耶誕城，今年徹底將這個願景實現，當中整
合了20個系學會以及邊緣人市集，最特別
的是晚上的燈飾，讓整個海報街及書卷廣
場有不一樣的感覺，也讓淡江人能在淡江

享受媲美新北耶誕城的氣氛。」
  耶誕演唱會於17日晚間7時在學生活動中心

舉行，邀請頑童MJ116、黃子佼、八三夭、陳
芳語等歌手接力演唱，吸引約1,400人歡度佳
節。節目首先由主持人無尊帶來無俚頭的模
仿表演炒熱氣氛，緊接著由八三夭開場，以
《搖勒搖勒》讓全場「搖」起來，主唱阿璞在
最後高喊「這是第二次來淡江，真的非常高
興！」；陳芳語以清新甜美的歌聲演唱《心動

拍拍》及《愛你》，與無尊在臺上互動有趣，
親和力十足；C.T.O一進場就帶來首支同名單
曲《CTO》，動感的唱跳令人驚艷；家家演
唱《命運》、《家家酒》等歌曲，展現實力派
的高音；黃子佼帶來《同學會》、《陪你淋
雨》等，他笑稱「這可是全球首唱！」，還親
切地邀請臺下的同學合照，更送出新專輯。
  中場穿插抽獎活動，抽出Sony手機、小米藍
芽喇叭等四項大獎。下半場由呆寶靜開場，一
出場便帶來在《中國新說唱》最廣為人知的
《沒在怕》及《當我成了你》，邀請臺下觀眾
一起freestyle；最後則是頑童MJ116，帶來今年
度超夯的《幹大事》、《辣台妹》等膾炙人口
歌曲，全場氣氛high到最高點。
   參與活動的數學三陳信漢表示：「這次的演
唱會非常精彩，耶誕市集也很漂亮，搭配燈光
更有節慶感，感受到學生會的用心，也期待下
次的活動。」

   吉他社於12月18日舉辦第46屆成果展演「這
我一定吉」（攝影／李祈縈）

   柔道社參加北區柔道聯合盃，榮獲3冠3亞1
殿的佳績。（圖／柔道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