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大傳三張莘慈：我要把今年收到的交換禮物包好後，等明年再交換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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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立體育大學武術隊
帶來氣勢凌人的揮劍表演！︵攝影／陳芝嫻︶

力與美高水準演出 師生狂歡體育之夜
【記者陳頤華淡水 校園報導】熱力四射的
「滬動一甲子」體育表演會，於20日在紹謨紀念體育
館舉行，吸引2500
人一同狂歡3小時，連續10組
團體連番
上陣High翻全場。體育室廣邀各
界嘉賓與會同樂，前校長、現任監察
院監察委員趙榮耀等人都是座上嘉賓，
和全校同學共度瘋狂的體育之夜。
首先由氣勢磅礴的擊鼓揭開序幕，劍道
社社員威武吆喝的連續打擊贏得滿堂喝采，其中1
位
神秘嘉賓以一記「面部打擊」輕鬆獲勝，揭開面
罩
原來是校長張家宜，隨即獲得全場歡呼。穿上
道服 的張校長以身作則，勉勵同學愛運動，「體表
會是體育活動的實踐，不但可欣賞精采的表演，還可學
習專業運動的精神。」張校長笑說，首次嘗試劍道，上
場前都還很緊張，「藉由體表會，才有這次難能可貴的
經驗！」劍道社社長西語碩一王珮如說，「我們特別錄
製教學錄影帶，以及特別製作繡有校長名字的名牌袋，
讓校長成為劍道社的一員！」
由台北體育學院動態藝術學系傳統組帶來的舞獅表
演，提前拜早年，充滿祥瑞之氣；帥氣指數破表的跆拳
道以實戰防身術及三層人牆的高空擊破，令人驚艷；結
合本校、台大及師大體操社的「童力體操」透過力與美
的結合，讓大家看見身體極致美感的韻律；雙龍國小

忘年會28日登場 日味十足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
日文系將於28日（週二）上午
10時至下午5時，在海報街舉辦
「忘年會」。邀請日文系各班擺
攤販售銅鑼燒、烤棉花糖、可樂
餅等各種日式小點。活動總召日
文二李韋緯表示，希望和大家一
起過個日味十足的新年。
活動當天，11時10分將由阿波

舞社帶來阿波舞表演、日研社進
行茶道示範，表演過程將發放熱
呼呼的紅豆湯及Qㄉㄟˋㄉㄟˋ
的麻糬，讓大家一邊欣賞表演，
一邊大快朵頤。日文系系主任馬
耀輝表示，忘年會不只是系上的
活動，更希望把大家聚集在一
起，拉近全校師生的感情，並藉
此讓大家了解日本文化。

的韻律體操以小小年紀卻身手靈
活，讓全場直呼「超可
愛」；國立體育大學
武術隊以勇猛的武術
表演、整齊劃一的揮
舞大旗及醉拳，讓
同學見識中國武術
的博大精深。
本校競技啦啦隊以
超高難度的5公尺高空
拋 、
凌空跳躍技巧強
力吸睛；
中正國中以看
似簡單的跳繩表
演高難度的
多人跳繩，震動整個體育
館，甚
至以鍋蓋、衣架等代替扯鈴，讓人直呼「太
神 奇
了」；熱情火辣的國標社融入多種舞風，讓
同學看見國標舞的新風貌；西洋劍社以螢光棒點
亮西洋劍，展現雙人對戰的打鬥場面，恍如「星際大

戰」；最後壓軸為極限舞蹈社，嘻哈
動，以地板動作及Breaking，讓大
號。
體育室主任蕭淑芬表
無不全力以赴，每天
會是個運動表演
台，本次集
出，

文化融合極限運
家留下震撼的驚嘆
示，「體育室上下
都加緊排練。」體表
加上教育體育常識的平
結各界菁英的超水準演
「讓全校師生感

受體育新風
貌，亦能讓
更多人願意運
動！」保險系校友
徐湘婷興奮地
說：「很高興
終於有平台讓更多
愛好體育的同學
展現專業。」
來自薩爾瓦多的
國企二戴瑪莎說，
最喜歡武術表
演，「傳統中華
文化就像一場Show般吸
引人！」企管一
劉蕙瑛說，西洋劍社的擊劍表演很酷，「讓我也想嘗試呢！」

「童力體操」展現力與美，女表演者揮舞彩帶跳躍（上）、男表演者則挑戰高難度鞍馬動作（右），獲得全場歡呼！
（攝影／張峻銓、陳奕維）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絢爛
燈光點亮書卷廣場，也點亮聖誕節與
跨年的氣氛，學生事務處於22日晚間
舉辦「淡江一甲子，旋轉久久，迎向
100」點燈活動，由校長張家宜、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及學務長柯志恩一起點燈，張校長
表示：「這是學校今年第3次點燈，由
童軍團自己設計，分外有意義，燈置
將展到明年1月25日，希望童軍精神和

淡江精神都一直在這裡！」
點燈活動由全場師生齊唱晚會歌溫
暖揭幕，童軍團帶來酷炫火球火棍表
演，以及合唱團優美動人的報佳音，
合唱團團長產經三袁麗葳說，童軍團
的表演很酷！燈置分為3部分，分別為
「營火」、「蛋捲旋轉木馬」及「旋
轉久久 迎向100」，都是由童軍團花
了整整2個工作天搭建而成。負責構思
裝置設計的財金四王褣喬說：「過程

12月22日舉辦「淡江一甲子，旋轉
久久，迎向100」點燈活動，合唱團報
佳音很有聖誕節氣氛。（攝影／黃乙
軒）

淡淡生活節明登場 二手市集買回憶 電影看免費
Q306演講「簡單生活中的小夢想」。
學生會也將於週二、週四下午6時30
分在驚聲廣場，播放「一頁台北」、
「第36個故事」，生活節執行長英文
三鍾幸儒表示，希望大家一起相約分
享台北故事，一起看電影、喝熱飲吃
爆米花。
上週公布的「淡江，季錄」攝影比

【記者陳思嘉淡
水校園報導】22日晚
間，學生活動中心宛
如歐洲宮廷！由國際
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
辦、國際大使團協辦
的「2010白色聖誕化
妝舞會」，在300名

蝴蝶姐姐來囉！
八大電視台節目「蝴蝶蝴蝶生ㄉ真美麗」介紹各校有趣的特
色，日前來訪本校錄影，主持人蝴蝶姐姐與阿本參訪「盲生資源
中心」、「淡江時報社」、「無線感測真菌人文樹道」、「保齡
球體育課」與「電機系機器人研發團隊」，過程中同學與主持人
幽默的對答及誇張的行為讓錄影現場笑聲連連，專業的錄影團隊
也引起許多同學駐足圍觀。圖為蝴蝶姐姐（右）扮演淡江時報實
習記者，採訪同學。（文、攝影／梁琮閔）

來自斯洛伐克的
交換生中文一多迷
奪得白色聖誕化妝
舞會皇后寶座。
（攝影／羅廣群）

實驗劇團公演3劇碼 情感自然流露

8位國際大使團女同學性感
開舞，撩人的舞姿讓現場同學
尖叫四起。（攝影／陳翰德）

涵高興地表示，今年加入一批新血，從
一開始的磨合到培養默契，最後向心力
十足的上場，經歷第一場大型比賽，大
家成長很多，期待下學期延續這樣的氣
勢再拿第1。
北英盃排球由清華、台大、銘傳等14
所北部大專院校近20組隊伍參加，男排
隊隊員英文二范植杰說：「原本可以進

冠亞賽的，我們因為太焦躁竟然失誤！
下次一定會記得沉著應對，拿第1名雪
恥！」
英文系系主任黃逸民表示，英文系學
生不管是辦活動或參與比賽都表現優
秀，「他們是系上的榮耀！」希望這樣
優秀的傳統能持續下去、發揚光大。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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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2/27(一)
08:00
12/27(一)
18:00
12/27(一)
19:30
12/28(二)
15:30
12/28(二)
19:00
12/29(三)
15:00
12/29(三)
18:30
12/30(四)
12:10
12/30(四)
12:10
12/30(四)
18:30
12/30(四)
19:00
12/30(四)
19:3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熱舞社
體育館1樓
管樂社
文錙音樂廳
中文系
黑天鵝展示廳
德文系
外語大樓1樓
美洲所
T504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戰略所
T1201
英文系
T311
詞創社
覺軒花園
管樂社
學生活動中心
弦樂社
文錙音樂廳

12/29(三)調查局參訪活動報
名（http://enroll.tku.edu.tw）
小家成發
劉恩良小號獨奏會－喇叭人
生
第一屆蔣國樑先生古典詩創
作獎頒獎典禮
Karaoke歌唱大賽
美洲所100學年度招生說明會
期末音樂會－冬季戀琴
戰略所招生說明會
100學年度英文系碩博士班招
生說明會
期末成發
期末音樂會－悸動‧反射
期末音樂會－琴人夢

賽得獎作品，以及「搖滾吧！1460」
1460張微笑照片，也發行成微笑手冊
及精美禮品，將於活動時發放。詳細
索取辦法及遇雨更改之地點說明，可
上facebook「淡江大學學生會」，或
學生會官方網站http://www.wretch.cc/
blog/tkusa16th查詢。

戴著巴洛克風格面具的外籍生與本國籍
生共襄盛舉下，盛大登場。
參加舞會的同學各個盛裝打扮，現場
五顏六色的面具在炫目的燈光下，熱鬧
非凡。舞會一開始校長張家宜親臨現場
致辭，「聖誕節對外籍生意義重大，希
望舞會能帶給他們家的感覺。」國交處
主任李佩華表示，有鑑於外籍生與本國
籍生平時互動有限，所以希望藉由這場
舞會，增加彼此的交流。接著由國際大
使團8位女同學帶來魅力四射、性感的
開場舞，撩人的舞姿讓現場同學尖叫四
起；DJ秀播著流行混音電子樂，同學們
在舞池中盡情熱舞，現場超狂熱。
重頭戲－國王、皇后選拔一登場便
High翻全場，最後由來自比利時的交換
生英文一戈紅東、斯洛伐克的交換生中
文一多迷奪得國王、皇后寶座。活動最
後在來自海地的財金碩二艾米勒和國企
二克羅德的動人歌聲中，畫下句點。來
自哥斯大黎加的國企四柯玫蘭說：「聖
誕節對我們外國人很重要，這場舞會真
是一解我的思鄉之情。」

【記者段采伶淡
水校園報導】康輔
社及嚕啦啦社於22
日在E311聯合舉辦
「嚕康聖誕紅」耶
誕晚會，教室內充
滿自製的愛心造型
氣球，讓社員們提
前感受聖誕氣氛。
主持人戴上紅色
的鹿角，嚕啦啦社
員們整齊劃一地穿
上紅色社服，更添
聖誕氣氛。大家不
計形象玩團康遊戲
「超級比一比」，
即使連眼鏡飛到地
上都還繼續比賽。
活動中穿插交換禮
物，抽到雙節棍
的企管二黃俞婷笑
說：「可以拿來當
防身用。」

合唱團成發

所欲言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合唱團於18日
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合唱藝術交流暨成果發表
會」，除了合唱團成果發表之外，合唱比賽也
於當日決勝，此外，鄧公國小合唱團也受邀演
出，讓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唱」所欲言。
合唱團成果發表演唱8首曲子，包括日文歌
曲＜給十五歲自己的信＞等曲目，合唱團團長
產經三袁麗葳說，最困難的是背日文歌的歌
詞，「在社辦都會一直播放要演唱的日文歌，
讓大家漸漸對不同語言的歌詞加深印象！」
合唱比賽由「Maybe I am his child」得最
佳時尚獎、「矮油，Watch out的復仇時代，
excellent！！」得最佳合聲獎，最佳創意獎由
「花SHOUT花轟花樹下」獲得，各得獎金
2000元。

美術社

聯展 好溫暖

【記者莊旻嬑、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美術
社與攝影社於20日在黑天鵝展示廳一連5天，
聯展「冬饗」，將場地布置成客廳與廚房等，
會場裡還有小壁爐及餐桌。
美術社同時在展場入口處寫著各國語言的
「歡迎回家」，美術社社長日文三施宜君表
示：「為給同學一種冬天溫暖的氛圍，才布置
成家的感覺。」展出作品包含水彩、油畫、素
描與雕塑等社員的創作品，社團指導老師萬芙
蓉也共同展出。其中中文進學四楊雅茹的作品
「侷限」是保麗龍雕塑，她表示：「主要想表
達人住在高樓裡，只看到眼前的事物，卻忘了
更遠的地方有美麗的風景。」歷史四邱國碩表
示：「其中也有讓我感覺到內心壓抑的畫作，
讓人驚豔！」
攝影社分類展出共60幅作品，這次意象類以
街景及人物為主；而風景類多以樹表達生命力
及季節更迭；動物類作者以捕捉牠們的姿態表
現出動物們的活力。水環二黃筱涵說：攝影社
社長資工三董家翰的作品「仙境」有帶給人希
望的感覺，彷彿會有天使從光輝中降臨。

新生走訪大街小巷 繪製綠活圖

北英盃拔女籃頭籌 男排第3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
於18、19日在本校體育館、排球場及籃
球場盛大舉行「2010北英排球暨大英籃
球邀請賽」，英文系女子籃球隊拔得頭
籌！英文系男排獲得第3名。
大英盃籃球由台大、中興、東海等25
所大專院校近40組隊伍參賽，本校女籃
在激戰中奪冠，女籃隊隊長英文二李羽

網路

有點辛苦，一開始還不太穩固，所以
搭建完成的那刻，大家都好感動！」
土木三蔡明濬說：「童軍團的裝置整
體很華麗，讓淡江活潑起來！」

慶耶誕 國交處辦化妝舞會 社團開趴紅咚咚

的紙條，使其過去和阿三那段珍
貴的童年回憶一一浮現。出國前
阿三贈送的茉莉花，是兩人過去
回憶的主軸，當演員嗅茉莉花香
時，現場也有淡淡的香味撲鼻。
「再見」以送朋友出國為開
場，回憶起過去相處的點點滴
滴，敘述成長的過程固然美好，
但人生仍繼續往前走，其中一幕
是一位演員飾演兩角的方式，演
出母親和自己矛盾的關係，自然
的情感流露令人動容。建築一黃
梓恩表示，演員們自然的演出，
令人感覺不出是在演戲。

蘭陽

台北

淡江
點燈迎向100 書卷璀璨 童軍
精神火亮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由
學生會舉辦的第3屆淡淡生活節－
「Let’s Rock」，將於明天（28日）
至週四（30日）盛大登場，千萬別錯
過了！活動期間每天中午12至下午4時
在書卷廣場舉行「生活二手市集」，
歡迎同學拍賣舊回憶，尋找新生活；
29日下午6時邀請知名部落客牛奶人在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
實驗劇團於20日在L209舉辦為期
5天的期末公演，演出「等妳。
回來」、「童年」及「再見」3
部劇碼。
「等妳。回來」是描述葉小妞
出國唸書，與男友及死黨3人約
定兩年後再見面，牽扯出一個無
法自我原諒的背叛，一個無法說
出口的答案，造成其他兩人在愛
情和友情間相互拉扯，直到最後
才點出葉小妞的死亡，讓人感到
不勝唏噓；「童年」藉由老年的
主角─紫球無意間翻開了50年前

活動看板
淡水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於14日至16
日在覺軒花園舉辦大一新生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繪製
淡水綠色生活地圖成果展，展現同學們親自走訪淡水校
園周遭，探尋綠色資源所繪製的地圖。期間更舉辦票選
活動，讓同學們將選票投給自己喜歡的作品，最後由中
文一曹雯婷、馮春梅、沈昀萱等10位同學繪製的「最後
的第一街」得到92票，當選第1名。組長中文一曹雯婷
開心地表示：「雖然找資料的過程辛苦、大家分工合作
花了好幾個禮拜才做完，不過一切都值得。」
資傳系、中文系、建築系、大傳系同學們透過解說、
踏查、記錄、討論、繪圖、分享的方式，體會淡水在地
文化、培養在地情感及對社區環境更多的關心。走訪大
街小巷做紀錄、榮獲第2名的中文一許貞蒂說：「這次
的活動讓我們認識到不一樣的淡水，也深入了解淡水歷
史。還記得之前訪問一位住在重建街的老婆婆，心酸說
著重建街要被拆除的事，令人感傷。」而這些同學們辛
苦訪查的資料，學務處也計劃將結合淡水旅遊網與天下

雜誌等，向大家分享淡水在地的風俗民情；下學期更著
手將地圖放到網路上，推廣給更多人。

由同學票選第1名的綠
活圖。（攝影／柯俐如）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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