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魔術社日前舉辦
「街頭魔術表演」競賽，一場魔術師5組間的交鋒
對決，散落在校園中數個潮聚點，不時可聽到校園
中此起彼落的驚呼聲。最終由數學碩一潘立翔率領
的第一小隊獲得冠軍。魔術社活動長中文二段艾伶
興奮地說，魔術師無不使出渾身解數，用最精湛的
手法迷惑觀眾。有魔術師在觀看者簽名完，趁他抬
起頭，把撲克牌自嘴中變出來，讓觀看者忍不住驚
呼。資訊二許桂瑜表示，這是她第一次看街頭魔術
表演，很新鮮。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 經濟三黃琮閔：耶誕就是要和朋友吃美食、打麻將！

學聲

                                                    

12/28(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當我們假在一起」

12/29(二)9:30 歐研所
B302A

「2009年金融海嘯下歐洲聯
盟的發展與回顧」論壇

12/29(二)、30(三)
10:00

大陸所
驚聲國際會議廳 陸生來台就學心得交流座談會

12/29(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沒問題先生」

12/29(二)
19:00

國樂社
文錙音樂廳 期末公演-逐歌追韻

12/30(三)
12:00

圖書館
2F閱活區 「戲遊法國」分享活動

12/30(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終極假期」

12/30(三)
18:30

電影社
B117 影片欣賞「瓦力」

12/30(三)
19:00

學園團契
E304 時光寶盒

12/30(三)
19:00

弦樂社
文錙音樂廳 期末音樂會-「琴舞飛揚」

12/31(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我媽的新男友」

12/31(四)   
19:30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廳 浪漫長笛，雙簧管與鋼琴之夜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活動看板
台北 蘭陽 網路淡水

軟網社全國錦標奪季軍

　98學年度新生盃籃、排、羽球賽於5、6日及12、
13日在體育館點燃各系體育競賽戰火！男籃由產經
力克決策系奪下冠軍，女籃則由英文系以25分之差
距打敗企管系勝出。今年戰況以羽球賽最為激烈，
堪稱羽球校隊與羽球社的大對決，新生組男子單人
冠軍，被校隊喻為「新人王」的化學一鄭至富表
示，今年校隊卯足全力練習，為的就是要在球場上
「爭面子」，拿下好成績。（圖、文／陳頤華）

畫作 宣教 帶動服務  師生受成果感動

魔術街頭競賽 5組交鋒

才子才女五虎崗上見

淡淡生活瘋陶 滿是電影微笑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才子才女照過來！
第26屆五虎崗文學獎開始徵稿囉！即日起至明年3
月31日止，只要將你的得意作品投稿至中文系辦公
室（L514），即有機會奪得大獎。今年新增古典詩
及漫畫組，歡迎投稿一展長才。
  各類組分別選出首獎、推薦獎各1名及佳作3名，
以小說組的獎金最高，首獎1萬元。參賽者可同時
參加各類組，但每組以1篇作品為限，得獎名單將
於明年5月底公布在中文系網站。新增的古典詩、
漫畫各須以七言絕句、4格形式呈現，且須以本
校相關的人物、風景、事件為題材，詳情可上網
http://www2.tku.edu.tw/~tacx/查詢。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美術社上週於黑天鵝展
示廳展「秘密」！展出社員的創作，同時邀請通識與核
心課程中心助理教授戴佳茹共同參加展出。學務長柯志
恩在參觀時指著其中一幅畫表示：「學生藉由畫畫來宣
洩情感，像這幅畫感覺反映著學生的內心世界。」美術
社社長西語二王婉如表示，「畫展分為天堂、地獄與人
間。」
　天堂區，跳脫出了傳統平面畫作的印象，以裝置藝術
點綴出整體空間的立體感，同時提供塗鴉區給參觀師生
創作空間。地獄區，整體呈現出黑暗、暴力感，除有社
員畫作外，還利用光影變化原理投射影像在牆壁上，創
造出在地獄中仍然存在著人世間的浮華享樂；人間展區
以畫作表示人群之中各自在尋找什麼，秘密就藏在人群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課外組主辦第5屆帶動
中小學社團發展成果展「大手拉小手，服務牽著走」
於24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登場，由校長張家宜、學務
長柯志恩、課外組組長謝景棠到場勉勵同學，展中張
校長除頒發感謝獎牌予合作6所國小外，也頒發獎盃表
揚12個社團，更與大家一起扭腰、擺臀，現場氣氛熱
情洋溢。

　靜態展出照片、影片；動態有音樂、舞蹈、武術的
表演，其中跆拳道的小朋友充滿稚氣的「殺！」揭開
序幕，其中一位第一次徒手擊破瓦片失敗，但在現場
熱烈加油聲下，受到鼓舞的小朋友奮力一擊，果真不
負眾望擊破，現場響起如雷的掌聲。財金四林詩婷感
動地表示：「平時覺得他們好調皮，今天看到他們賣
力演出好厲害！好感動！」

蛹劇　實驗機會命運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報導】軟網社日前參加由中
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主辦的「98學年度軟式網
球錦標賽」與成大、台大、陽明等大學角逐獎盃，
獲得男子團體賽第3名。軟網社社長統計三鄭超元
表示，賽前安排多場友誼賽以模擬大專盃的賽事，
還特別安排「情報組」研究對手的比賽狀況，讓社
員在比賽時能搶得先機。 爭奪冠亞軍資格賽時，卻
因策略評估不當失去資格；戰逢成大時，在社員默
契良好狀況下，驚險處也能絕處逢生，抱回第3名
的獎盃。

戰力佳  東方錶盃女網球4入16強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網球校隊參與東方
錶盃大專網球排名賽，於10至16日在國立體育大學
舉行，來自全國大專院校的網球好手齊聚一堂，今
年突破去年賽果創下佳績，由日文三張雅淳攻下女
乙組個人單打第2名；女乙組個人雙打財金三許君
盈、日文三張雅淳拿下第3名。
　奪得個人單打與雙打2、3名張雅淳表示，今年賽
前經由教練張嘉雄與范姜逸敏指導，整體戰力提
升，女網單打入16強，淡江就占4位，「希望再接
再厲，明年能一舉奪冠。」

　【記者張莘慈、陳依萱、江啟義、張靜怡、張友
柔、林姍亭、黃雅雯、楊志偉淡水、蘭陽校園報
導】浪漫的耶誕，淡江人你在哪裏？在國貿系外籍
生的「X’MAS PARTY PARTY」小型聯合國、
活動中心12系耶趴、體適能有氧舞蹈社「shake this 
party」火辣飆舞、法文系法式耶誕、蘭陽校園「聖
誕夜來香」、半夜睡衣趴？12月的淡水天空，淡江
人以派對、音樂舞蹈及各類造型瘋耶誕！
　小聯合國般的耶誕，在國貿系於18日所辦的
「X’MAS PARTY PARTY」中，有來自法國、
比利時、尼加拉瓜等多國外籍生參加，讓人「台

大手拉小手　服務牽著走  12社團熱情參與

　【記者江啟義、戴瑞瑤、黃雅雯、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12月寒冬，什麼比
聚在一起聽演講、看電影還幸福？學生會舉辦的淡淡生活節，於上週伴隨著
「陶子風潮」與播放電影《聽說》、《不能沒有你》，溫馨過節。而蛋捲廣場
上的二手市集雖有寒流仍買氣不減，買家前往尋找新生活，並與裝置藝術合
影。校園中邀集的「1460個微笑」，也製成明信片輯，在12月的淡水天空，悠
悠的飄著，天空也笑了。
　最令人期待的陶晶瑩，如忘春瘋演唱會般吸引近3000人。開場，陶晶瑩提及
與學務長柯志恩的淵源，兩人同為娛樂新聞第一與第二代主播的師姐妹關係。
陶晶瑩以自身發生的例子，談著對愛情與性愛的獨特觀點，強調「愛要勇敢說
出來」。也分享兩性相處經驗，在提及與老公李李仁的「性趣」，全場熱情鼓
動。公行三李怡諪提問，男生「偷吃」該怎麼辦？陶晶瑩鼓勵女同學交往前就
約法三章，若男方失去信用，要鼓起勇氣離開，「要相信下一個一定更好！」
男生都為之瘋狂的陶晶瑩魅力，財金二林柏廷分享，話題圍繞學生最感興趣的
愛情，「她掌控全場氣氛，像是看現場電視節目，很痛快！」
　23日晚間，《不能沒有你》男主角陳文彬，應邀分享「LOVE＆PEACE，不
能沒有你」。簡單、真摯的分享其心路歷程。保險一吳靜宜表示，立志進黑道
社會的小人物，受到激勵成為導演很不容易，「要多向陳文彬的精神學習。」
財金三蔡雅茹表示，聽完後十分感動，《不能沒有你》一片，描寫社會現實面
的題材，非常感動人心，「原來貼近生活的角落，都值得我們關心！」
　 2 3 及 2 4 日 在 驚 聲 廣 場 播 放 兩 場 電 影 ， 開 播 前 ， 幕 上 投 映 1 4 6 0 張
「LOVE&PEACE微笑」，校長張家宜及行政副校長高柏園也在其中。理學院
學士一陳俊諺拿到微笑手冊，立刻翻找自己並微笑說：「展開笑容，讓校園充

灣、國外傻傻分不清楚」！來自尼加拉瓜的主辦人
國貿三巴耶斯德表示，「朋友和同學就是我們在
台灣的家人。」而國交處也於24日中午，在外語大
樓語言學習聯誼專區辦「外籍生暨交換生Christmas 
Party」，吸引近百位外國留學生。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及國交處主任李佩華戴著耶誕帽出席。來自
捷克查爾斯大學的中文一交換生舒文濤說，在活動
中耶誕溫馨感，溫暖滿滿。
　另有狂野性感的耶誕，於22日夜晚在體育館
以舞蹈及汗水迎接！體適能有氧耶誕「shake this 
party」，一開場以性感的豹紋背心及抓破的內搭褲
引起尖叫連連，「活力有氧接力賽」由4位老師帶
領參加者連飆不同的舞風，同學隨著節奏強烈的音
樂舞動身體，脫離地心引力的束縛，以自身的熱
能抵禦寒冬。詞曲創作社也於23日在覺軒茶藝廳舉
辦－濃妝搖滾，以live-house的形式搭配主題「濃妝
搖滾」呈現，除樂團演出也人手一杯調酒，猶如小
型pub，當天參與觀眾及表演人員皆塗上各式創意
kuso彩妝，形式不限，不僅有模仿電影黑暗騎士中
的蝙蝠俠，也有鐵獅玉玲瓏的搞笑裝扮，中文三尤
思涵表示，主題式的成果發表前所未見，幾乎每個
觀眾都帶妝參與，很有派對氣氛。

　法式耶誕，法文系於24日晚上6時在外語大樓語
言學習聯誼專區舉行，主持人以耶誕老公公造型登
場，烤火雞、長棍麵包等美味大餐與模仿秀節目，
讓笑聲不斷。耶誕老人模仿系上多位教師，當他拿
起紫色禮物，模仿系主任楊淑娟，以激動的口吻說
著：「同學，你不覺得這個顏色很美嗎？」底下觀
眾立刻響起如雷掌聲與歡笑！」國標社社員特製
旗袍火辣演出，在蘭陽校園23日舉辦的「聖誕夜來
香」晚會，吸睛登場，宜蘭、佛光等2所大學與熱
舞社動感狂放尬舞；學生會邀請俄羅斯的小朋友，
帶來充滿童真的耶誕歌曲。晚會中的K歌大賽，一
番龍爭虎鬥下，資通二張壹翔演唱藝人張學友的歌
曲 《慢慢》，以沉穩的台風、高超的演唱技巧奪下
冠軍。
　由12系聯合舉行的耶誕舞會於24日晚間，在學生
活動中心造成人山人海，主題「繽紛馬戲團」，疊
成三層金字塔令觀眾驚呼連連，將現場氣氛帶入第
一波高潮！5％樂團、詞創社精彩的演唱，征服全
場，隨著音樂的節奏搖擺舞動，極限舞蹈社應景穿
了紅、綠衣服；熱舞社帶勁的舞步、帥氣的轉身，
使尖叫聲不絕於耳；國標社曼妙的舞姿，讓觀眾目
光離不開！現場的抽獎活動，將舞會帶入最高潮，

　【記者余孟珊、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我們活
在一個四四方方的世界，左邊是迷惘、右邊是徬
徨、上面是猶豫、下面是…」，勾勒出觀眾們各種
不同的神情及感概。實驗劇團於22日至25日在文館
L209舉辦期末公演，為改編自劇本「命運遊戲」，
並融合演員自身的故事所集體創作而成─「蛹」。 
　捷運站熙攘的人群穿梭走動，在人群洶湧的人潮
裡，不料成為「機會」與「命運」的打賭對象。與
另7位死者，一同進入極樂世界，在極樂世界中，
每個人都可以坦然面對自我。突然，燈一閃一滅，
兒時的皮影戲重新被玩味，劇中人物紛紛返老還童
一般，紛紛許下兒時的願望：「我想要變成快樂的
大人」燈滅，場景再度回到捷運站上，男孩依舊坐
在椅上等候著。而「機會」與「命運」仍鬼鬼祟祟
地找尋下一個實驗者。實驗劇團的忠實粉絲，大傳
二詹惟婷感觸良多地說，這次期末公演很特別，開
頭及結尾的出場方式令我驚喜。喜歡死者自我坦白
的橋段，算是詼諧的部分，讓我想起許多自己曾經
想要卻要無法達成的事情。導演亞洲碩四廖晨志表
示：「其實這部戲並沒有一定的定位，只希望觀眾
能藉由這部戲，有不同的啟發，人生來來往往的事
物，沒有答案，你我都還在追求，還在尋找。」

美術社秘密開展 窺內心世界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生輔組與春
暉社主辦的春暉專案國小宣教活動於本月
11、12日在三峽有木國小與復興鄉青年活動
中心舉辦。由本校春暉社社員、陽光大使與
板橋高中春暉社帶領有木國小學生進行反
菸、反檳榔與反酗酒宣導，以建立小朋友正
確的價值觀。
　在11日的活動中，由社員扮成聖誕老人，
以行動短劇的方式，表演生動活潑，為國小
學生宣導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晚間兩校也
以團康遊戲增進彼此情誼。12日進行2場講
座，分別邀請北縣校外會督導吳豫州主講
「校園安全與維護反霸凌講座」及由生輔組
教官尤臺蓉主講「如何推動校園菸害防治講
座」，會中問答互動良好，學生對於宣導議
題皆興致勃勃，現場互動非常熱烈。春暉社
社長企管三黃鴻裕表示，春暉社小學宣教活
動已經行之有年，小朋友開心玩樂之餘又能
增進知識，是我們最大的目標。他也感性地
說：「小朋友在我們演戲時，毫不吝嗇的給
予我們掌聲與笑聲，熱情如火的氣氛，讓我
們感動萬分。」

春暉國小宣教　寓教於樂

滿愛，感覺很溫馨。」連看兩場電影的財金四鄔承渟表示，露天電影加上爆米花
讓電影更有味道。她分享《聽說》，雖然劇中以手語代替對白，但絲毫不枯燥，
「片中手語十分生活化，少了對話，卻讓全場笑聲不斷！」此外，蛋捲廣場上的
二手市集攤位也熱情交易著，俄文四趙新柔在市集買下許多戰利品，「買的人可
以找到新東西，賣的人可分享自己的資源。每樣二手物背後，都有故事，讓買賣
不只是交易，還多了感情。」第二屆淡淡生活，淡江人以自己的方式熱鬧著，生
活節執行長財金三陳惟真表示，簡單的活動，讓師生擁有「發聲」的力量，勇敢
說愛，勇敢表達自己，「看到同學熱情參與活動好開心！」也希望全校師生能如
1460張微笑，永遠燦爛美好。（攝影／吳佳玲、林奕宏）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辨理學生事務，
不必再東奔西跑！」學生事務處將於下學期在商館
4樓設聯合櫃檯，提供整合性服務。
　學務處預計將於寒假在學務處公布欄的那面牆進
行開設窗口，設立生輔、課外、諮輔組等事務的聯
合櫃檯，最快於下學期完成。如遇到開學時段申請
獎學金的人群過多，學務長柯志恩也想到在福園前
廣場，設短期「流動櫃檯」，疏解人群。此外，柯
志恩相當注重服務工讀生的訓練，除要保持微笑，
也要有應變能力。她表示，期望未來商館4樓成為
微笑4樓，為大家愉快服務。水環三陳聖致表示，
學生會常要在課外組與商館4樓奔波，有了聯合櫃
檯，可省去很多時間，相信會很有用！

由 英 文 一 葉 幼
琳 帶 走 市 價 一
萬元的Acer小筆
電 ， 拿 著 禮 物
她開心地說：「主持人唸到我，我不敢相信，沒想
到竟有禮物可拿，真是個開心的耶誕！」當紅樂團
Color band在觀眾引頸期盼下登場，為大家獻唱4首
歌曲，其中包括偶像劇「痞子英雄」片頭曲＜無賴
正義＞，午夜12時，Color band陪著大家倒數，迎
接耶誕節到來！
　半夜大田寮出現搞怪德文系美眉，慶祝耶誕的睡
衣趴！畫成大花臉的德文三吳彩昕早已不在意他人
眼光，笑笑地說：「我們從淡水老街的乾杯一路走
回淡江！」德文三張慧婷不甘示弱地表示，「去年
我更慘，也是這身打扮從台大公館搭乘捷運走回金
雞母！」笑開懷的她們異口同聲地說：「每年一定
要瘋狂一下的！等等我們還要到溜冰場玩仙女棒，
為耶誕夜劃下完美的結局。」
　耶誕意猶未盡？本週二（29日）大傳系與化學系
將於晚上6時30分在校外合辦「濃情傳化」耶誕舞
會。活動總召大傳二陳瑋表示，       這次的舞會走
浪漫唯美風，歡迎共襄盛舉。

微笑4樓整合服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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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唯美風，歡迎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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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傳二張漪彤表示：「用藝術表達內心，窺探人心
中的秘密。地獄區創作畫作雖然恐怖，但最恐怖的還是
人的內心。」

法文系模仿
秀全場樂開

懷體適能甩汗
勁舞

聯合國耶誕

德文美眉睡
衣夜趴

十二系耶
趴，瘋狂

搶氣球，

禮物在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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