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藝社於18日至20日在覺軒花園教室進行
「茶憶」期末活動，帶領參加同學一同回顧茶
藝的歷史，活動中特別將3種茶泡法：英式下
午、陸羽泡茶及客家擂茶法分3天呈現。茶藝
社社長資工四黃群驊解釋，「第一天是英式下
午茶法，也是大家較為熟知的紅茶；第二天是
茶泡法中的經典─陸羽泡茶，講求泡茶動作的
流暢度；第三天則是客家擂茶法，是參與度最

高的一項的泡茶法，藉由這些泡茶法帶領大家
了解茶的歷史。」在英式下午茶中，體驗專用
茶具和禮儀。（文／楊宜君、攝影／林俊耀）

【記者鄧晏禎淡水校園報導】上週源社在黑天
鵝展示廳舉辦「阿美族文化展」，以「阿美
族」、「豐年祭」及「走訪東河部落」三大主
軸以來追隨祖先的腳步。16日行政副校長高柏
園、課外組組長江夙冠、指導老師學生事務處
陳瑞娥專員及多名課外組組員與會，一起欣賞
阿美部落舞蹈表演及敬酒儀式。源社社員低頭
向前時，以原民語言呼喊著「長老，我要敬你
酒！」向高柏園敬酒，高柏園接下以水代酒的
杯子後，一口飲盡以表感謝。
　高柏園表示，臺灣擁有豐富的文化基因，
而阿美族文化展展現出原住民與大自然互動
與對話的方式，思考與學習原住民精神，進

而珍惜原住民文化。陳瑞娥說明，
源 社 已 連 續

3年舉辦原住民展覽，為讓同學更了解原住民
文化，將持續舉辦。現場由源社社員導覽，展
覽內容以文字、圖片介紹，輔以影片放映及文
物展示。現場有竹簍（fakad）、阿美族容器
（tatolnan）、番刀及阿美族服飾等實物。
　參觀展覽的中文三黃怡玲認為，最吸引人的
部分是阿美族傳統文化器物，因為每個傳統器
具背後都含有阿美族生活的智慧在裡頭。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微笑服務‧
感動學習」服務學習影片甄選活動最後選出5
件作品，17日經由入圍者在B302A進行簡報說
明後，評審們依據主題、事先上傳至Youtube
等評出首獎、二獎、三獎各1名、佳作兩名，
以及5名網友評選人氣獎。由「我寨這裡柬單
愛」獲得冠軍、亞軍是「來時路」、季軍是
「牽絲-傳承，大手牽小手」，分別獲得獎金3
千元、2千元和1千元，由學務長柯志恩頒獎並
感謝每位參賽的同學，致詞時表示，同學們將

競技啦啦隊全國啦啦隊錦標賽亞軍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競技啦啦
隊於14日在「2013全國啦啦隊錦標賽」獲得大
專混合團體大組第二名、混雙技巧公開組則拿
下第五名。競技啦啦隊社長英文二陳佩湘表
示，這次比賽因練習時間過少、隊員女多男少
等情況，在隊形設計與練習過程遇到了不少困
難，但隊員們都對這次的比賽相當重視，各個
都努力把握時間練習。陳佩湘說：「很高興大
家在比賽當天都有最好的表現，甚至超過了預
期的水準，將以本屆冠軍東海大學的表現為標
竿學習，希望明年能有更好的成績。」

跆拳道市議員盃、東南盃踢金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跆拳道社
於1日參加中華民國102年第三屆市議員盃跆拳
道錦標賽，打敗全國大專院校跆拳道好手成績
斐然。且於7、8日出戰2013年全國高中暨大專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課外組於13日
首度舉辦「102淡江大學五虎崗論壇-課外活動
發展」學術研討會，校長張家宜、學務長柯志
恩、課外組組長江夙冠、社團學習與實作召集
人黃文智，以及國內大專院校的學務工作者等
約110人一起共襄盛舉。
　張校長於開幕致詞時表示，本校推動社團學
分化是項挑戰，但亦為嶄新的嘗試，同時也透
過黃文智的規劃與安排，讓過去在社團表現優

秀的校友返校分享，以傳承學弟妹相關經驗。
　柯志恩說明本校社團學分化推動即將邁入第
三年，分享道：「我們參考國內外的期望值再
透過結構化、活動化及社團化來實踐，以社團
做為輔助，培養學生撰寫企劃案、團隊合作、
領導能力等，希望透過此研習會聚集各大專院
校的學務人員以及專業課程講師，彼此相互交
流專業能力及經驗分享。」
　另外，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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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2/23(一)

12:00

境輔組

驚聲國際會議廳
境外生綜合座談會

12/23(一)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表演檢討與練習

12/23(一)

18:00

慈青社

紅27公車站集合
9校聯合期末茶會

12/23(一)

18:30

國際大使團

覺軒花園
耶誕復古派對BACK TO 
70'S

12/23(一)

19:30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

文錙音樂廳
詩籤：大吉

12/24(二)

11:40

衛保組

商管大樓三樓
健康密碼，1824

12/24(二)

18:00

熱舞社

體育館一樓
小家成發

12/24(二)

18:30

福音團契社

覺軒三廳
ㄧ個小嬰孩的故事

12/24(二)

19:00

實驗劇團

實驗劇場L209

期末公演-戲碼：愛情生
活、紅木屐與猛男T恤(至
27日止)

12/24(二)

19:00

機器人研究社

E310
角落製作3D印表機講座

12/24(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 武術教室

五級白帶總複習、升級測

驗模擬考
12/25(三)

14:10

參考服務組

U301
多元化商學資源運用(基
礎篇)

12/25(三)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道具修繕日

12/25(三)

19:00

電影社

L201
電影欣賞：活人生吃

12/25(三) 

19:00

動新聞社

Q201
期末會員大會

12/25(三) 

22:00

天文社

操場
冬季星座觀測

12/26(四) 

9:0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藝術中心
活佛父子鏡頭下的西藏今
昔攝影展

12/26(四)

18:00

衛保組、膳食督導團

劍道館

健康動一動-塑身有氧舞

蹈教學
12/26(四)

18:30

詞曲創作社

覺軒花園表演廳

搖滾不死詞創部老大成發

之制服趴
12/26(四)

19:00

烏克麗麗社

G315
聖誕趴

12/26(四)

19:00

攝影社

L412
菸斗客攝影分享

12/26(四)

19:30

雅滬國樂社

文錙音樂廳

愛樂流行-淡江雅滬國樂

社期末音樂會
12/26(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 武術教室
升級測驗

12/27(五)

18:30

二齊台南新北桃園中投

員林嘉雲金門校友會

學生活動中心

林北桃嘉中 金南齊聖誕

12/27(五)

18:35

雄友會

O306
雄友會吃湯圓

大代誌
學生

916期
中華民國102年12月23日

本週我最靚

統計四鍾佩琦

校園話題人物

認捐耶誕禮物幫弱勢孩童圓心願

我寨這裡柬單愛

跆拳道 競技啦啦隊為校爭光穿金戴銀

捐血

源社阿美族文化展 傳統服飾吸睛

耶趴注入暖流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蕭敬騰18日襲
捲淡江校園，他與喜鵲籃球隊隊員來校與本校
男子籃球隊進行「蕭敬騰以愛之名校園籃球
友誼賽」；同時更以「拒菸大使」身分，與

學術副校長虞國
興、教育部綜合
規劃司副司長傅
木龍、董氏基金
會公共事務組主
任林清麗、體育
長蕭淑芬、學務
長柯志恩及藝人
李明依一同參與
禁菸記者會，推
廣禁菸活動。虞
國興致詞時感謝
蕭敬騰、喜鵲籃

球 隊 及

董氏基金會在本校辦理公益活動，藉由自身戒
菸經驗希望全校教職員生共同實踐無菸校園。
虞國興並頒發感謝狀予蕭敬騰。蕭淑芬表示，
藉由蕭敬騰的努力歷程希望能給年輕人標竿榜
樣，還能以友誼賽帶動校園打籃球的風氣。現
場吸引近2千人觀賽、加油打氣。
　整個賽程上，雙方戰況激烈，但觀眾的目光
幾乎聚焦在蕭敬騰的身上，最後，本校籃球
隊以93比86贏喜鵲籃球隊。蕭敬騰說起對本校
的印象，「你們是7所巡迴學校中唯一贏我們
的。」主持人為回應粉絲的熱情，在中場休息
時以投球遊戲與蕭敬騰互動，讓大家有貼近蕭
敬騰的機會，最後現場唱起《阿飛的小蝴蝶》
在愉快的歌聲中落幕。本校競技啦啦隊共有23
位跳出活力四射的舞蹈，競技啦啦隊隊長英文
二 陳佩湘開心說道，「這次很開心可以在這

麼重要的場合表演。」擔任中場表演的
熱舞社有30多位成員表演，熱舞社社長統
計 三蔡昌儒指出：「非常開心是個很

難能可貴的經驗。」

蕭敬騰掀旋風 2千人觀

院校東南盃跆拳道錦標賽成績優異。
　帶隊的跆拳道社長資圖四李心慎表示，「比
賽是幫助我們檢視現階段的訓練成果，隊員們
須檢討並修正不足之處，透過賽場上多次的磨
練和經驗累積，以期明年在大專盃跆拳道項目
能再創佳績！」

淡江時報記者：
「耶誕節到了，祝
大家耶誕快樂，幸
福美滿。」

期末評量開跑

茶憶 體驗英式下午茶 陸羽茶 客家擂茶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末教
學評量開跑，即日起至明年1月5日止，上網便
能進行評量。欲填寫者可至學校網站首頁，點
選頁面左方「期末教學意見調查」，或是直接
輸入網址（http://info.ais.tku.edu.tw/tas/）即可

登入系統、填寫。
　品質保證稽核處提醒，本評量將作

為各教學單位及授課教師日後改進
教學之參考，且評量時須將所選之
課程全部填寫評量完成，「請同學
儘早上網填寫！」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彰化與宜蘭
校友會於18日晚上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聯合耶
誕趴「Back 2 Love」，提前慶祝耶誕節，將近
百人到場熱情參與，大家身穿高中制服，在
寒冷的天氣中，注入暖流。活動總召化材二
李美萱表示，「2」是代表的即是2個校友會，
「Back」則規定大家入場須穿著高中制服，希
望大家能回到過去，「Love」是期望大家在今
晚的耶誕趴中找到愛的感覺。上半場營造夜店
的氛圍，配合團康和交際舞炒熱氣氛，2個校
友會均帶來精彩的表演；下半場則播放由兩個
校友會精心準備的影片，分別是回到各自的家
鄉，尋找特別具有特殊意義的場景，所拍攝的
溫馨短片，勾起全場心中過去的記憶。彰友會
成員國企一林妤臻感動的說：「看到影片中以
前常去的店家和曾經讀過的學校，讓我憶起過
去和朋友相處的種種回憶。」

　學生會權益部為讓同學認識
自己的權益，於上週在商管大
樓3樓前舉辦「權益之聲」遊
戲，藉遊戲中認識自己的權
益，共有爆破大峽谷、荒漠
大脫逃及西部神槍手3個關卡，
過完3關後可獲得精美禮物。物理
三許晉榕分享：「將知識問答穿插在遊戲
中很不錯，也讓我添增了不少對校內權益的了
解！」此外，還邀請德明財金科技大學學務長
柯志堂以「學生權利之維護及保障」為題，讓
學生能有效掌握自己的權益。
　權益部部長土木三徐任筌表示，儘管天候不
佳但學生參與度高，「我們透過遊戲的方式讓
同學來思考自己在校內的權益，並以互動式海
報，讓同學可將自己心裡的話大聲說出來！」
（文、攝影／蘇靖雅）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因國際學生證
脫膜情況嚴重，悠遊卡公司將免費提供正面貼
膜服務，至31日截止。淡水校園的學生若欲補
貼膜，請攜帶國際學生證及身分證件，於31日
前的上班時間，上午10時至12時，下午2時至4
時至行政大樓註冊組A212室辦理。蘭陽校園學
生，請攜帶國際學生證和身分證件至蘭陽校園
CL312室辦理；而碩士在職專班及二年制在職
專班的學生，請將學生證委由臺北校區D106
送註冊組辦理。

系教授張雪梅在「學生
事務專業能力提升」專
題演講上建議，可多參
與教育、學務工作相關
學會等研習活動，以提
升學務專業。
 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
副秘書長邱建智興奮地說：「聽到這麼多學務
論文發表收穫很大，期待未來能將這些想法實
踐，期許自我能教育出更多優秀的人才。勉勵

淡江同學不要妄自菲薄，在社團中盡情學習，
投資自我以成為傑出的菁英。」

微笑服務影片冠軍

　「微笑服務‧感動學習」影片甄選圓滿落幕，由
「我寨這裡柬單愛」獲得冠軍，大家開心合影留
念。（攝影／余浩鉻）

這服務過程的感動歷程製作影片，除留
下回憶，大家感受服務學習的感動。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團長中文四傅聖鈞
表示，很高興大家的努力有被看到，在
國外服務比在國內還要辛苦，有很多事

情需要克服和重新學習，是大家的努力才會有
這樣的好成績。由教官林宥馨指導的「來時
路」是淨灘沙崙海岸，服務對象是大自然和環
境，參與者之一的中文二陳韻心表示，大自然
無法為自己發聲，因此透過淨灘不但可整理環
境還能洗滌心靈，很高興可以被肯定。評審之
一的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副秘書長邱建智認
為，作品呈現都很不錯，建議在服務內容上可
再深入些，了解選擇此服務的原因，再看服務
對象的需求，以提供更好的服務內容。

百香果志願服務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由課外組所舉
辦的「戀戀百香果-志願服務特殊訓練」課程
已圓滿落幕，本次邀請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
理事長張志成、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常務理
事何在群、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副秘書長邱
建智等講師，進行9場講座，除了讓社團經營
人增能外，也為即將於寒假出隊的各服務隊成
員充電；每場講座參與踴躍，幾乎座無虛席。
　課外組專員蕭力誠表示「戀戀百香果」有基
礎訓練以及特殊訓練，需完成12小時培訓才能
獲得證明，而且每堂課分別交由各社團負責，
讓他們了解規劃、接待等行政相關工作，讓各
社團有學習辦理活動的機會，「藉由本次系列
活動，能讓各社團在基礎訓提升服務意識、並
在特殊訓中深化並加強各面向的能力。」

　18日蕭敬騰（左四）與喜鵲籃球隊來校進行公益籃球賽，並與學術副
校長虞國興（左三）、體育長蕭淑芬（左一）、學務長柯志恩（左二）
等人共同推廣無菸校園。（攝影／余浩鉻）

　源社的「阿美族文化展」中，除了展示其
相關文物外，社員身著原民傳統服飾吸引觀
眾的目光。（攝影／黃禹程）

公益賽
籃球

宜蘭
彰化校

友
會

　蕭敬騰與喜
鵲籃球隊與本
校男子籃球隊
進行公益籃球
賽。（攝影／
吳國禎）

五虎崗論壇110人論社團發展
　13日課外組以社團發展和課外活動為題，舉辦「102淡江大學五虎崗

論壇-課外活動發展」學術研討會，校長張家宜（前排左二）、學務長

柯志恩（前排右二）、課外組組長江夙冠（前排右一）、社團學習與實

作召集人黃文智（前排右一）等約110人參與。（攝影／劉代揚）

9場講座歡喜成長

跆拳道在第三屆市議員盃佳績
資圖四李心慎 大專男子黑帶三段組第一名
水環三曹元耀 大專男子黑帶二段組第二名

化學三夏憲斌 大專男子黑帶一段組第四名
保險四許詩淳 大專女子黑帶一段組第二名
資圖三賴佳柔 大專女子色帶八級    第三名
物理三蕭雅竹 大專女子黑帶一段組第四名
企管二黃聖育 大專男子黑帶三段組第四名
大傳三曾郁婷 大專女子黑帶二段組第四名
法文一吳逸慈 大專女子黑帶二段組第四名

跆拳道於12/7、8東南盃佳績
        財金二張雲騰 大專男子黑帶組87公斤級金牌
        電機博一余佳盈 大專女子黑帶組46公斤級銀牌
資圖三賴佳柔 大專女子低色帶組73公斤級銀牌
機電四周杰翰 大專男子黑帶組58公斤分組A第二名
化學三夏憲斌 大專男子黑帶組58公斤分組D第二名
歷史二陳睿宏 大專男子黑帶組 68公斤級分組B第三名
法文二李思成 男子低階色帶組68公斤級第四名

學生會權益之聲闖關知權益

國際學生證換膜31日止

禁菸

　「哈囉！我認領了2個弱勢家庭小朋友的
耶誕願望，其中一位9歲的小男孩想要電
動，二手電動也可以，另一位則想要的書法
用具組我已經買好囉，如果你有不要的電動
歡迎跟我聯絡，一起幫助弱勢家庭的小朋友
讓他們有快樂的耶誕節！」
　週六午後，統計四的鍾佩琦將文章公開在
淡江著名的臉書社團上，便馬上湧進來自淡
江同學們的援助，有些人願意提供遊戲機，
有些則是將收藏的遊戲卡帶分享出來，最後
她收到了機台、卡帶、說明書、充電器以及
遊戲攻略，文章瞬間累積了4百多個讚，這
些來自淡江各方的愛，點亮耶誕節來臨前最
溫暖的希望。
　「偶然經過SOGO百貨時，看到耶誕心願
的歲末公益活動就好心動！」鍾佩琦瀏覽了

一番，以自己能力可及的範圍內，她認領了兩
個願望：「書法用具或是Gameboy」，當天回
到家的她，因為自己有機會能幫助他人而滿足
又興奮地打開電腦查詢，然而，上天馬上降
下考驗在她身上，上網一查才發現，Gameboy
這樣的遊戲機早就絕版停售了，就算有些拍賣
網站販售二手的遊戲機，鍾佩琦也仍舊擔憂品
質的好壞，最後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上網分
享了這份願望，不可思議的奇蹟就發生了，大
家踴躍提供和建議，並完成了那孩子的耶誕願
望。
　問起她扮演聖誕老公公時的心境，鍾佩琦喜
滋滋的笑著說：「今天我用自己的能力完成她
的願望，等他之後長大，企盼也能當其他小朋
友的耶誕老公公。」耶誕節是多麼溫馨又感恩
的節日，她回憶起第一次幫助弱勢團體也是在

耶誕節時，替那些弱勢兒童唱聖歌並發送糖
果，這樣簡單的一個小關心，卻讓他們感受到
無比的快樂與幸福，從他們滿足的笑容，讓我
領悟到，原來自己的關懷是能讓人幸福的。
　不管是談到她在世界展望會活動所認養的非
洲剛果5歲女孩，或是來自淡江無所不在的愛
心，鍾佩琦感動地說：「那5歲女孩的叔叔來
信上寫著：『我很高興認識住在遠方的您，雖
然您在遠方，但您已深深印記在我心中。』加
上這次的耶誕心願都讓我有深刻的感觸，因為
愛，讓兩個原本不會相遇的人有了聯繫，互相
的關心與祝福為彼此生命帶來改變。」
　在寒冷的耶誕節到來之前，溫暖早已因她而
無所不在，她感性地說：「給自己一個無私、
不求回報、奉獻的機會，秉持著努力突破現狀
的勇氣與鼓勵，給弱勢兒童一個正面的希望，

願他們都有一個溫暖快樂的耶誕節。」（文
／蘇靖雅、攝影／余浩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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