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中華民國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一

中文三梁子亨：兩顆湯圓的熱量等於一碗白飯，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

活動看板

學分化總檢驗 千餘場活動 1萬3千人參與社團
風箏祈福
淡江幸福
22日下午學務處於游泳館舉辦「淡江一甲子、安全一輩
子」風箏祈福活動，僑生醒獅團進行開幕，拉下「淡江一○
一、永遠拿第一、五虎騰飛躍、校園永安康」四道賀詞。
祈福題字活動由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和學務長柯
志恩，分別在風箏上題字：天佑淡江、淡江平安幸福、平安
健康。張校長表示，雖然本校是世界第一所安全校園大學，
但意外、災難不可避免，「祝我們永遠平安，淡江成為永續
的大學。」現場更邀請到鄧公國小學生參與，手作風箏，一
起為淡江祈福。圖為校長張家宜（中）、教育學院院長高熏
芳（右一）、學務長柯志恩（右二）、研發長康尚文（左
一）。〈文／賴奕安、攝影／鄧翔〉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社團學
分化成效大豐收，總計參與社團人數有
1萬3千多人，舉辦1千多場次的活動、
共30萬人次參加，「社團學分化」在這
一學期儼然成為校園中最火紅的字眼，
來聽聽大家怎麼說！
已正式推動一學期的社團學分化，從
期初的認證長說明會、在新生的大學
學習課程內開課、到首創TA制度的成
立、最後是社團負責人座談會，讓社長
們提出實施計畫上遇到的困難。校長張
家宜在座談會上提到，當社團人數從原
本的2千人突然竄升到1萬多人，當然各
個社團都肩負著很大的壓力，但是有挑
戰、壓力，才能有更多的成長。
社團人認為學分化的限制，主要還是
空間問題，再來即是繁瑣的認證過程，
增加了社團幹部的負擔。對此課外活動
組組長曲冠勇表示，空間無法憑空變
出，但期末將邀請體育事務處和總務處
討論如何協助社團，將體育課程及校隊
集訓之時間有效運用，以挪出時段供社
團活動；至於認證流程手續繁瑣，企業
模擬社社長英文三黃柏勳在期初提到
的，「我覺得社團必修化後，會增加社
團負責人的工作負擔。」課外組專員許

晏琦表示，目前已經在製作社團實作課
程相關網站，且已與資訊處溝通協調，
希望讓認證方式更簡便，透過資訊化的
方式減輕社團的工作負擔。
當然社團人也列出了學分化的優點！
包括舉辦活動人力充足、增加社團壯
大機會等，弦樂社社長運管二許翼揚表
示，「淡江這麼多人，會拉琴的肯定不
止社團裡的20幾人，希望能藉此讓社團
壯大！」詞曲創作社社長財金三謝汶權
則說，「有更多人力可以辦活動是很大
的優點！」最重要的是能真正體會到社
團活動的意義，英語會話社社長大傳二
蔡仁豪即分享，學分化給了那些較被動
的人一個很棒的機會，「我覺得很多人
都因為學分化，讓自己有更多的突破，
也找尋到同樣興趣的好朋友。」
雖然還是有少數新生秉持著「沒有加
社團的意願，何必強迫我？」的想法，
但也有些新生覺得「本來就要玩社團，
剛好可以賺學分，真好！」樂於體驗社
團新生活的新生也是大有人在。
社團學分化，淡江已經建立起獨特氛
圍，連參訪的外賓都能感受到，高醫
大課外組組長陳朝政即讚賞淡江社團體
制穩定，有多年歷史，且有全校師生共

合唱團優美歌聲獲
得臺下掌聲。（攝影／
羅廣群）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17、18日參加「第17屆
輔大盃全國大專院校桌球錦標賽」，與全國將近70支隊伍的
桌球好手共同較勁，拿下混雙第1、男團第2、男雙第3。
由大陸所碩一李欣倚和會計三莊仕敬拿下混雙冠軍，莊仕
敬提到，兩人會彼此精神喊話，互相鼓勵，「我打球會容易
激動，而學姊比賽經驗豐富、表現穩定，會帶領並提醒我要
慢一點，調整比賽節奏。」混雙是由各校的精銳人馬出來組
隊，對戰的時候，比數都互相咬得很緊，身兼桌球校隊隊長
的李欣倚則說到，其實第1場對上師大的時一度落後6分，最
後放手一搏，於是在賽末點以10：6追上，拿到晉級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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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12/26(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終極快遞」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27(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命中注定多個你」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28(三)
12:10

英文系
T506

101學年度英文系碩士班招生說
明會

12/28(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愛情大臨演」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28(三)
19:00

資傳系
SG318

白烏鴉生活分享會：淡水

12/29(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新娘大作戰」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30(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亞當等大人」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源來看見 排灣族文化

源社於19日在黑天鵝展示廳首次舉辦
「排灣族文物展」，展出排灣族各式文物，
源社社長土木二高筠筑表示，希望透過這次
展覽AINUA KU VARUNG（你的心在哪裡）找
回原住民的心，增加對自己族群的認同感，
也藉此讓非原住民的同學們了解排灣族的文
化。（文／謝佩穎、攝影／羅廣群）

出國不是夢 獎助機會等你追夢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配合教育部101年度「學海築夢、學海飛
颺暨學海惜珠」獎助大專校院遴送優秀學生
出國研修及海外專業實習計畫舉行校內說明
會，分別在今日晚上6時以及27日中午12時，
同時於淡水校園I501與蘭陽校園CL506教室舉
行。有興趣的同學，請至教學卓越計畫網站
查詢http://excellent.tku.edu.tw/ExcNewsDtl.
aspx?nid=86EB4E8089DFC2DB。

夜淡月瘋狂
舞王舞后超吸睛

【 記
者歐書函
淡水校園報
導】狂風大雨
仍澆不熄淡江人
的熱情！15日晚間
商管12系於學生活動
中心聯合舉辦「夜淡
月瘋狂」活動，破千人
（攝影／李鎮亞）
來此朝聖，其
中多為大一、
大二的新鮮人初
體驗，一同在鮮豔
炫目的彩光舞臺會場
熱舞狂High！活動總
召集人財金二阮偉豪表
示，首度於會場中間架設
了一個五光十色的大舞池，
（攝影／鄧翔）
二樓則設計了2個大包廂供同
學揪團同樂，並備有軟性飲料及
調酒飲品，讓同學感受最道地的
「夜店風耶趴」！
（攝影／鄧翔）
12系系學會會長們以
低調而華麗的著裝，大
現場選出舞王舞
跳開場舞為活動揭開序
后，人氣指數破表！
幕。接著歌手戴愛玲，演唱
＜對的人＞扣人心弦，臺下一
片螢光棒海浪隨者旋律忘情擺
動；歌手溫嵐伴隨節奏強烈的樂聲
又跳又唱、熱力四射。重頭戲來到
Dancing Party Time！舞台上嗆辣惹火的
Dancing Girl熱舞掀起場上一陣高潮，而
中央舞池有同學連番上陣跳Breaking等街舞
互尬，舞藝超群令圍觀者驚呼連連！
歌手Mc HotDog獻唱＜Mc來了＞提前為大家 （攝影／林奕宏）
慶祝今年的耶誕節。舞王舞后選拔賽邀請台下同
學大秀舞技，最後由統計一吳崇安及保險三官書羽
稱王奪后，吳崇安表示，舞蹈動作全出於自己的創
意，走搞笑路線；官書羽則說道「盡情跳舞的感覺真的
很暢快！」壓軸歡度耶誕晚會的樂團大嘴巴親和力十足，
主唱愛紗俏皮唱跳＜喇舌＞，並以吐舌pose在全場的尖叫聲
中劃下完美句點。

大嘴巴懷秋俏
皮演出。

【 記
者洪予揚
淡水校園報
導】西語、
大傳、日文、
資圖等21系舉辦
「耶誕嘉年華」於
（攝影／林俊耀）
18日舉行！活動從海
報街開始，大小攤販賣
著印度拉茶、
甩餅，日式章魚
燒、大腸包小腸等
各地美食；演唱會
更吸引2000多人進場
（攝影／梁琮閔） 狂high！來不及買票的同
學也沒失望，蛋捲廣場特
別增添電視牆以方便同學觀
賞，西語四呂佳穎直呼，「不
用人擠人，又可以邊吃邊看大螢
幕，多好！」
在等待進場至演唱會的同時，
（攝影／謝佩穎）
還能聽見在覺軒花園裡由
吉他社「Vast&Hazy」、詞
創社「印象派鉛筆」及西音社
「Late」3團帶來的演出，活動總
召西語二郭雋表示，樂團表演讓排
隊同學能邊聽音樂邊暖身，全程都能
熱情如火！街上不時有著戴聖誕帽、穿
著奇裝異服的「國旗人」與和服女孩發糖
果給同學們。已畢業的俄文系友潘芸亘特地
回來參加嘉年華，她開心地表示：「有吃又有
（攝影／謝佩穎）
歌聽，我好想回到過去繼續當學生啊！」
重頭戲演唱會在藝人嚴爵演唱時掀起第一波高
潮；歌手戴佩妮唱到新歌，＜光著我的腳丫子＞，索
性地將鞋襪褪去，自在於舞臺中間跳舞；壓軸樂團蘇打
綠更是給足淡江面子，超過1小時半的演出，將活動氣氛帶
到最高點！一連獻唱超過十首曲目，搖晃整個會場，一曲耳
熟能詳的＜小情歌＞、信手拈來張惠妹的＜掉了＞，每首都讓
臺下的同學們如癡如醉，結尾以新歌＜你在煩惱什麼＞，期許大
家有美麗的聖誕節及充滿希望的新年。
臺上火辣演出。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幹部成發
「吉瘋傳」20日在覺軒花園抒情開唱。除了當屆幹
部外，前兩屆幹部也都一起共襄盛舉。幹部服裝造
型主打「學院」風，除了都穿著高中制服表演外，
表演布幕更以黑板配色相互呼應。因應聖誕節和期
末考將近，活動最後幹部們也發糖果給來參與的同
學，祝福大家聖誕快樂，並且能一起歐趴！資訊三
林毅聖表示，最後一首表演曲目「BUTTERFLY」
是卡通數碼寶貝的主題曲很令他印象深刻，曲風熱
鬧，現場氣氛相當熱烈。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合唱團的期末
成果發表會「聲聲相息」於19日圓滿落幕，現
場還邀請到鄧公國小合唱團，用童趣的歌聲展
現耶誕氣氛！
表演節目包括讚美詩歌<If you love me>等，
也有富有中國民族風情的<草原戀>等九首歌
曲，讓在場同學大飽耳福，中文一黃怡玲表
示，不同曲風的讚美歌曲，讓她大開眼界，
「印象深刻的是『淡江中學校友團』的表演，
除了歌唱得很好，長得也很帥。」
活動更安排合唱比賽，參賽中最特別的是由
課外組職員組成的「甘心大姐團」，課外組組
員劉豐齊表示：「課外組不只在行政上支持學
生活動，更用行動支持，雖然排練的時間得用
平日晚上的加班時間，但不覺得辛苦，反而覺
得好玩又新鮮，比賽後聽到評審老師對課外組
參賽的嘉許，十分感動，覺得都是值得的。」

6小時表演不間斷

蘇
打
綠
青峰裝
可愛
感謝淡
江同學
。

吉他社最青春

合唱團最甘心

聖誕嘉年華

臺下聽
的陶醉。

鋼琴社最氣質

【記者梁子亨淡水校園報導】鋼琴社成果發表
「琴有獨鐘之X'MAS戀愛ING」，21號在文錙音樂
廳舉行。發表會上共演奏15首旋律動人的經典名
曲，包括來自鋼琴名家蕭邦<離別曲>和李斯特的<
小曲調>，現場更利用鋼琴，結合大提琴伴奏，充
分展現鋼琴社同學在音樂上的過人才華。航太碩一
的楊旭霖表示，兩位主持人的主持風格非常有趣，
有別於一般的鋼琴演奏會，「讓古典樂也變得有
趣。」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詞曲創作社成
發「非黑即白—超級白黑」大對抗，22日在
覺軒花園展開，社員們分為黑白兩隊在舞台
上用音樂較勁，讓觀眾決定誰勝誰負！8個樂
團「公主症候群」、「羞羞臉」、「Try」、
「逆光」、「The Lazy」、「Chance」、
「Lost7」、「智障」，將膾炙人口的流行
歌、經典的搖滾樂曲都入歌單，150分鐘的表
演，熱情不斷電！其中一首送給課外活動輔導
組的歌，以及感人的告白場面讓整場成發驚喜
連連，最後黑隊以144票贏過白隊的127票。
詞創社社長財金三謝汶權表示，詞創社一
直受到課外組的幫助和支持，特別獻唱謝和弦
的＜我們都成了大人＞，唱給課外組的大哥大
姊聽！而白隊的壓軸樂團「Lost7」結束最後
一首歌時，突如其來的告白場面讓全場氣氛超
級High！最後團員用深情的歌聲換得女同學
的一聲「好！」而黑隊的壓軸登場，「大家好
我們是智障！」逗趣的樂團介紹讓現場尖叫四
起，智障樂團準備的特殊自創曲，把歷年來詞
創社優秀的樂團創作歌曲串成一首歌，讓觀眾
又叫又跳，劃下完美句點。

眾笑聲連連。來自浙江的德文一
夏盧安婕，以小提琴演出經典聖
誕歌曲，讓全場觀眾忘情地大合
唱，現場洋溢著歡樂的氣氛。而
國企三克羅德則以「克式」獨特
抖音唱腔，深情獻唱，最後以淡
江國際大使團的英文話劇表演
「CREEPY X'mas EVE」作為壓
軸演出，為這一場音樂及視覺的
聖誕饗宴劃下一個完美的句點。
夏盧安婕認為這場活動不只讓她
找到了同鄉的朋友，也增加了與
各地學生互動的機會。中文三楊
新茹表示：「表演像是場跨國際
的聖誕饗宴！認識異國間不同的
聖誕節過法，十分有趣！」

主辦/地點

現場提供飲品，
免費暢飲。

國標社最火辣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標準舞研習
社於17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期末成果展「舞
怨」，現場除了社員們熱情的展現國標曼妙的舞姿
外，還邀請極限舞蹈社一同共襄盛舉。演出中，社
員們舞出熱情的森巴、唯美的倫巴等多種舞風，配
合著樂曲情緒，多變而絢麗地展現國標舞的豐富美
感。此次成果發表，特別以一雙「詛咒的紅鞋」串
場，加上模仿貞子與還珠格格中紫薇和爾康騎馬戲
的精彩橋段，瞬間歡笑聲四起，創造出全場另一波
高潮。

詞創社最ＲＯＣＫ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在22日於文
錙音樂廳舉辦境外生音樂會－
「2011星月飄揚音樂會」，由陸
生、僑生、外籍生及各國交換生
輪流登台秀出創意和音樂才能！
境外生輔導組組員林淑惠表示，
以往境輔組會舉辦境外生舞會，
今年則以音樂會的方式呈現，活
動內容除了音樂之外，還有話劇
表演，希望可以讓觀眾看見境外
生的多才多藝。
在開場前，國企一黃雅筠和來
自肯亞的戰略所博一肯林向觀眾
們分享了不同國家的聖誕節經
驗，生動活潑的介紹，讓臺下觀

同學爭相索取
免費耶誕糖。

期末成發大車拼

帶動中小學 20社團落實服務學習
課外活動輔導組、學生會與康樂輔導社於上周五在
文錙音樂廳舉辦「第七屆帶動中小學社團頒獎暨發展成
果展」，邀請各所受服務之中小學及本校服務社團共同
參與。會中由魔術社、跆拳道社、舞研社及吉他社帶來
精彩的表演。本學期共有20個社團、23項分項計畫，並
前往9所中小學服務，會上學生發表感言，分享服務學
習後的感動。（文／張瑞文、攝影／梁琮閔）

日期/時間

同努力的積極氣氛！對心愛的各個社團
讚譽有加的曲冠勇提到，「199個社團
同時面對淡江推動社團必修的過程，社
團跟課外組需攜手合作！所有成果經全
體社團配合，才能共同幫助更多同學學
習。希望所有淡江學生都能透過社團得
到成長，這就是必修化的意義。」他也
說，「社長辛苦了！」
社團經驗豐富的校外專家、並多次參
與社團學分化課程研議的英文系系友
宏瞻數位執行董事周昭安指出，學分化
仍要克服一些困難，首先是課程內容、
評分如何標準化，他建議評分重在過程
而非結果，才能將標準化的影響降到最
低；其次，社團活動原屬非主流課程，
現在正式納入學程，師生的心態都還需
要調整。另外，社團師資的聚集和延
續，必須具備足夠資歷與社團經驗，更
要對淡江有深刻的瞭解，校友雖是首
選，但層層門檻讓適合的人有限，雖然
校友們樂意回饋母校，不過時間安排也
是問題。但他對學分化抱持正面的態
度，表示淡江學生都有積極向上的特
質，豐富的社團歷史是淡江最好的發展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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