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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社團期末成發 獻舞歡唱箏琴告白
▲第 57 屆期末聯合音樂會「琴非得已．箏琴
告白」於 12 月 24 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攝
影／游晞彤）
古箏鋼琴國樂聯合音樂會 琴非得已 箏琴告白
【記者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由鋼琴社主
辦、古箏社及國樂社協辦第57屆期末聯合音樂
會「琴非得已．箏琴告白」於12月24日在文錙
音樂廳舉行。總計14首樂派豐富的演奏曲，古
典鋼琴曲目包含著名的作曲家：拉赫曼尼諾
夫、李斯特等人的作品，還有涵蓋許多與國樂
社及古箏社合作的中國樂派曲目，從電視劇
「延禧攻略」的片尾曲《雪落下的聲音》、新
派中國笛代表樂曲《揚鞭催馬運糧忙》及充滿
臺灣歌仔戲曲風的《躍馬長城》、到超高難度
的揚琴協奏曲《狂想曲》都令人大飽耳福，吸
引約120名觀眾前來聆聽。
活動總召，西語二梁晏滋表示，「原本在籌
備期間遇到社團合作上的問題，以及連日下雨
無法順利宣傳等問題，後來透過社員及幹部間

互相配合，冒著風雨去宣傳而順利解決。」
合唱團成發初綻 冬夜暖心報佳音
【記者麥嘉儀、宋品萱淡水校園報導】合唱
團於12月20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驚聲獎合唱
比賽」與「期末成果發表會」。驚聲獎合唱
比賽今年來到了第三屆，而比賽的項目為聲
樂獨唱、阿卡貝拉以及非阿卡貝拉，社長，法
文三葛俐妤表示：「希望透過此比賽，發掘更
多不僅在團上，還有對聲樂或是合唱有鑽研或
是興趣的同學，另外，也希望其他友校能夠共
襄盛舉。」今年期末成果發表會的主題為「初
綻」，在此疫情延燒的非常時期，願透過音樂
的力量帶來希望！
12月25日聖誕節晚間六時進行報佳音的活
動，現場約有60人參加，演唱曲目為《Jingle
Bells》、《Ding Dong! Merrily On High》與
《God Rest You Merry, Gentlemen》，報佳音

▲合唱團於 12 月 25 日聖誕節晚間到各店家進
行報佳音的活動。（攝影／宋品萱）

西語外交魔法舞會華麗登場

【記者周亭妤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西語系與
外交系於12月27日晚間6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
心，聯合舉辦舞會，這次以「哈利波特」為
題，現場精心布置著金探子、分院帽、學院旗
等書中經典的代表元素外，還提供精美的劇照
讓同學拍照留念，現場備有美味點心與熱飲，
也請DJ為舞會增添氣氛，更有路口照相館進駐
供參加同學免費索取拍立得照片，除了西語系
與外交系的同學外，也有不少外系同學一起參
與，吸引近200位同學參加。
大家均精心打扮並穿著正裝，不分國籍和
系級一起隨著音樂在舞池中翩翩起舞，這次
採用歐美主流的舞會風格，藉由舞會活動增進
人際之間的交流，並且安排Party King和Party
Queen的人氣票選，經過多名候選人角逐後，

▲西語系與外交系於 12 月 27 日聯合舉辦舞會，
吸引近 200 位同學參加。（攝影／鄧晴）
最後由西語一王緒為當選Party King、西語二
潘若語當選Party Queen，兩人都對於成為這場
舞會的新星十分開心，潘若語說：「大家都打
扮得很漂亮，當選Party Queen的這種感覺真的
很新奇。」

莊程豪領 30 人參訪台積創新館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物理系教授莊
程豪於12月25日帶領約30位理學院尖端材料學
程三年級及物理系三年級學生前往新竹參訪。
首先參觀臺灣半導體龍頭產業台積電，了解其
創立歷史和未來產業應用，鼓勵學生積極加入
臺灣半導體產業，參觀重點為該單位及高階儀
器設備等。接著參觀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和其中設立的淡江專屬實驗站，鼓舞同學投入
研究具備信心。
莊程豪表示：「帶領同學透過企業參訪，瞭
解半導體晶片的發明過程，並開啟未來晶片發
展的可能性，實際深入半導體製程工廠，提升
學生學習興趣。」接著前往參觀全世界最新
的X光光子源，討論如何使用地表最強的X光
源，來研究生物、醫學、恐龍化石、物理、化
學和環境等問題。

戰略博三夏憲斌
校園話題 物
【記者張容慈專訪】「八成努力加上兩成運
氣，組成了今天完整的我，我一直覺得自己很
幸運，總是心懷感激。」臉上掛著淺淺的笑容
且舉止恭謙有禮，目前就讀國際事務與戰略研
究所博士班的夏憲斌說道。榮獲本校109學年
優秀青年，無論面對課業或跆拳道，他總是全
力以赴，樂在其中，收刮無數張獎狀和獎牌，
戰果輝煌，卻始終不敢鬆懈。
夏憲斌大學就讀本校化學系，就學期間與其
他創辦人共同成立外籍同學聯誼會，在社團活
躍的日子裡，透過與外國同學們接觸，培養國
際視野，同時對國際情勢產生興趣，他表示，
「這也是我離開實驗室，日後攻讀淡江台灣與
亞太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及國際事務與戰
略研究所的契機。」
最令夏憲斌印象深刻的事情莫過於協助國際
事務學院接待熊貓講師Dr. Avery Goldstein，他
分享，「Avery Goldstein先生十分友善，我們
一起逛夜市與品嘗美食，也與他討論美中臺戰
略讓我收穫非常的多。」同時，在《Tamkang

舞研社於 月 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舉辦小家成發。（攝影／游晞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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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莊程豪（前排左一站立者）帶領同學
參觀台積創新館。（圖／莊程豪提供）
參訪同學、尖端材料三黃錦東認為，台積電
對創新的重視程度給了他很大觸動，他表示：
「創新是重要生產力，作為一個高階尖端的公
司，要生存也要創造利潤，必須維持競爭力。
所以，要走在別人前面，期許自己也能成為創
新型的人才。」

的路線由天魁影印店為第一站，途中依序經過
喜樂洋溢、鴉片粉圓、中日和風飯館，愛莉斯
餐酒館，最後回到學校進行交換禮物活動。
報佳音的路途中，每個團員都戴起了聖誕帽
化身為聖誕老人，並準備糖果隨機發放給路
人，同時大喊聖誕快樂，使所有意外被祝福的
路人又驚又喜。
淡江、真理火舞社聯合期末成發
【記者蔡銪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真理大
學火舞社於12月29日在真理大學的操場共同展
現豐碩的成果，今年成果發表背後有一段籌備
辛酸的故事，社長水環二楊毓婷表示，「淡
江校園是不開放上火，所以歷年來都在鄰近
的真理大學舉辦，但因為疫情的因素去年沒有
成發，而今年向課外組爭取校內上火仍因安全
性遭到否決，甚至原本要以光棍的形式成果發

▲本校與真理大學火舞社於 12 月 29 日在真理
大學操場共同展現成果。（攝影／蔡銪晟）

表。但若以光棍的形式將無法把火舞的特色發
揮的淋漓盡致。」
楊毓婷說，「真理火舞社原本不舉辦成發，
聽聞消息後，因為兩校火舞社情誼仍未斷聯。
而比較有問題的是校外人士進場的部分，需要
實名制，而真理校方聽到要在校外舉辦，覺得
不妥，真理火舞又堅持和我們合辦，只好妥協
讓步經過一番波折才得以在真理大學舉行」。
舞研社舞時成發 展現力與美
【記者游晞彤淡水校園報導】舞蹈研習社於
12月23日晚間7時在紹謨紀念體育館一樓舉辦
第50屆小家成發，由Hip Hop、Jazz和Dancehall
三種舞風帶來共9組表演，約逾80位社員參與
演出。開場邀請到淡江BEATBOX以饒舌音樂
熱鬧揭開序幕，極限舞蹈社也應邀串場助陣。
本次活動以「舞時」為主題，呼應社團成立
50週年，社員們分別以帥氣、性感誘人及狂野
奔放的舞蹈輪番上陣，台下觀眾也用此起彼落
的歡呼與尖叫聲熱情回應。最後，再由學長姐
和幹部們進行壓軸，除了加入具有力與美的現
代舞，也結合其他舞風；兩組人馬帶來精湛的
舞技，將活動氣氛推向最高點。表演期間也不
時穿插抽獎環節維持現場熱度，最終共吸引約
200人到場觀看。

電機系舉辦交換禮物獻祝福

12月24日晚間，電機系電通二班級舉辦耶誕
交換禮物活動，除了班上同學外，還邀請電機
系副教授楊淳良、助教等人參與，讓大家一起
感受耶誕的祝福之意。電機二呂以喬感謝大家
的參與，並表示：「心裡真的覺得很感動，透
過這樣的交換禮物活動大家熟悉彼此，並交流
情誼。」（文、攝影／賴冠宇）

熱愛跆拳道 關心國際事務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擔任期刊助理編
都是擠出來的。」
輯時，在收新文章與過濾文章的過程中，與編
接觸過各式各樣的活動的他，以下一次的全
輯們討論是否符合出版需求，了解出版文章之
大運為目標準備，同時將精力放在準備不久後
方向及其內部運作模式，獲益良多。
的博士資格考，期許持續在專業領域發光發
夏憲斌不僅在課業方面全力以赴，他自小熱
熱。他鼓勵學弟妹們，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
愛跆拳道，年少時期開始訓練自我，一路走來
人，「持續努力，遇到挫折不要輕易放棄，面
十四年，參加過各種大大小小的比賽，每天花
臨抉擇謹慎取捨與考慮，然後，把握每一個得
近兩小時的時間做訓練，並在全國大專院校
來不易的機會。」
運動會跆拳道項目勇奪一金三銅，
課業繁忙之餘，他仍堅持加入105108年中華奧會國際體育事務人才培
訓，此外，夏憲斌還曾擔任中華拔
河隊隨隊翻譯。談到每日在課業與
運動賽事中的時間分配與保持熱忱
的秘訣，他笑著分享，「我後來把
每日的體育訓練當作一種維持體態
的方式，運動是為了健康好，而做
事情時我會以大方向的時間規劃作
考量，先區分事情的輕重緩急，再
決定每天要做的事情，其實，時間 ▲戰略博三夏憲斌（攝影／高宇彣）
淡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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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鬼帶你逃離精神病院

【記者謝采宜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建
鬼」於12月25日晚間6時在建築系系館驚悚開
幕，本次以「逃離精神病院」為題，由建築系
大二生統籌主辦、大一生協助一起將建築系系
館打造成驚悚的鬼屋，他們規劃驚嚇的動線，
結合所學專長運用精神病院裡場景的轉換中，
以駭人的道具製造效果，讓參加者驚嚇連連，
趕緊逃離精神病院。活動現場還設有手相攤
位，為等候排隊進場和有興趣的同學，推論自
身運勢變化和福禍吉凶。
總召，建築二查彥廷介紹，建鬼是建築系的
傳統之一，是藉此來為將來大五的畢業作品在
松菸文化創意園區展出籌取經費；這次耗時三
個月，運用所學的設計、美感訓練和手工將整
棟系館之5個樓層佈置成荒廢的精神病院，期
望能延續建築系傳統。查彥廷表示，擔任總召
收穫很多，除了累積經驗外，也在課業和活動
間做好時間調配。

▲建築系於 12 月 25 日晚間將建築系系館打造
成驚悚的鬼屋。（攝影／鄭宜庭）

童心童話 林嘉琪用繪本說歷史

就貸生免跑 3 點半 臺銀到校對保
【本報訊】生輔組邀請臺灣銀行於109年
1月13日、14日、15日三天至本校辦理就學
貸款對保服務，有意辦理就貸者請於上午
9時30分至下午3時30分在商管大樓4樓學務
處聯合服務中心辦理，對保須攜帶：一、
學生本人身分證及印章；二、臺銀申請／
撥款通知書，共3聯；三、下學期繳費單
（財務處網頁列印）；四、手續費100元。
生輔組提醒，此限以辦理二次以上就貸生
為主，首次辦理就貸者仍須到各地臺灣銀
行，若戶籍地址、姓名、家庭狀況有異動
者，請檢附3個月內之戶籍謄本正本。相
關辦理問題請洽生輔組組員辛淑儀，分機
2217、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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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琪（戴帽者）與「奧留斯遊記」童書製
作同學在淡水重建街展出。（攝影／林雨靜）
【記者林雨靜淡水報導】歷史系副教授林嘉
琪於12月26日上午10時在淡水重建街27號及老
街「爬上坡．好書室」，今年是第一年運用繪
本結合USR和教學實作，舉辦「童心童話．同
書同行–史學敘事力成果發表會」，帶領大一
及大二約150名上課學生進行25本繪本及3篇學
術論文發表。之後也計畫出版繪本，作為頂石

計畫成果，將繪本贈送給學齡兒童單位，甚至
分享到海外學校。
林嘉琪表示，讓學生透過「世界通史」、
「歷史人口學理論與應用」學習史學敘事力，
將上古史及日治時期的故事，結合歷史背
景、史學考據、搭配做成繪本。除了教育部
教學實踐計畫，也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第四項優質教育，希望歷史系學生
發揮所學，關注學齡兒童，無論是未來想從事
文史工作者或教師，抒寫故事是很重要的。
值得一提的是，為執行大學社會實踐USR計
畫，同學在淡水老街協助「百年市街」店家推
廣DIY體驗，透過跟店家訪談，發覺淡水在地
世代特殊歷史，設計成文化推廣活動讓遊客體
驗。其中包含萬寶堂中藥房的包藥材體驗、德
和鐘錶行的機智問答，雲峰茶莊的茶包體驗及
品茶，還有爬上坡．好書室的蝶谷巴特餐具收
納袋DIY，都讓學生收穫滿滿。

中文系百家爭鳴 畢業成果展與職涯接軌

▲中文系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2020 百家爭鳴
第一屆畢業成果展。（攝影／鄧晴）
【記者謝采宜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第一屆
畢業成果展「百家爭鳴」於12月28日至31日在
黑天鵝展示廳展出110位大四生的學術論文、
書法、印刻、劇本、繪本、圖像漫畫等多樣式
作品。系主任周德良表示，同學可選擇「學術

創新創業期末展成果 分享學習心得

【記者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介接
創新創業團隊接續11月的期中發表會，於12月
29日晚間6時於外語大樓大廳舉辦校內期末成
果發表會，這次帶來《和味覺談戀愛–細品咖
啡，慢飲芳華》圖文冊、淡水維基館之「馬偕
生平」、「純德國小」、「委託行」及「林益
順林家古厝」四個主題影片發表、創新創業企
業實習課程在地外語介紹短片發表等成果，與
近40位師生一同分享團隊成員的課程所學、對
創新創業的體驗與看法，現場也準備阿里山金
萱茶及三峽碧螺春試飲活動，感受在地農產的
好滋味。
活動先由指導教師、法文系助理教授陳麗娟
帶領團隊進行分享，外語學院院長吳萬寶、法
文系系主任朱嘉瑞、日文系系主任曾秋桂、資
圖系教授林信成、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企業
業師佛德烈公司負責人趙德明、陳惠湘致詞勉
勵，中華國際ITiC萃進發展協會會長王振生也
對此進行評分及建議。
產經二詹家如分享，校外實習課程中是到
1111人力銀行、Mr.Host、藝高文創等企業實
習，學習到電商行銷、展場策劃等特別的經
驗，了解到科技力在各行業的重要性。介接團
隊學生、法文三邱絲雨介紹《和味覺談戀愛–
細品咖啡，慢飲芳華》是運用擬人手法介紹咖
啡，讓閱讀變得生動有趣。

研究」、「創作編採」、「語文教學」三項目
之一，學習並展出作品，感謝全體教師支持參
與指導，希望同學將來畢業後能與職涯接軌。
12月28日中午12時舉辦開幕式，學務長武士
戎亦出席，文學院院長林呈蓉致詞表示：「畢
業學生作品相當多元，期望中文系的學子在未
來能有更多元的發展，並鼓勵將所學轉換成實
用性更高的創作。」畢展總策劃、中文系副教
授羅雅純提到：「第一屆畢業成果展是開創性
的、從無到有，在篳路藍縷、摸索前行的過程
中不斷確立目標，也見證優秀參展畢業生，多
元又豐富的代表作。」
大學部第一屆畢業論文發表會另於12月24至
25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HC306舉行，共邀
請校內外12位教授講評，26位學生發表學術論
文，以教授講評及共同討論形式進行。

SDGs 教會大學生的一堂課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課
外活動輔導組於12月28日與29日晚間6時30分
在鍾靈中正堂Q409與體育館SG122舉辦「給大
學生的永續發展第一堂課」，第一天由陳彥
銘老師進行演講，講述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概論，包含SDGs的制定目的、過程
與特性，並發表現況與實例分享；第二天以工
作坊的形式與同屬性的社團進行交流。
陳彥銘解說聯合國永續發展包含經濟、社會
與環境的層面，必須懂得權衡價值的交換，替
下一代謀取福利，並保障弱勢。說明如何在聯
合國被提出來解決問題，實際舉例在學校內運
用這些目標來達到永續發展，例如淡江校慶市
集全面使用環保餐具，並與青瓢公司進行合
作，當天使用當天清洗，收取清潔費用，節省
了近3,000個餐具，結合了減廢減塑的理念。
陳彥銘表示，「舉辦這個講座期望社團的成
立宗旨與永續發展做連結，大學生可以透過日
常生活尋找自己的生涯與職涯定位，追求安居
樂業的目標。」
公行四林怡萍認為，演講著重在介紹SDGs
所要達成的最終目標，有提供好氏社會企業的
網站，讓大家自己上去看有興趣的目標內容，
再進行提問。了解各項目標是相輔相成的，如
果只特意去發展其中一項是會造成反效果的。
編輯／吳嘉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