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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5 日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15( 一 )

8:00
實驗劇團
網路報名

【創意 ‧ 創藝】- 即興 ‧
劇了沒 ?（http://enroll.tku.edu.tw/）

12/15( 一 )
8:00

歐盟中心
網路報名

2015 淡江大學歐盟冬季研習
營－歐洲聯盟的全球角色活
動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12/15( 一 )
8:00

資訊處
網路報名

擁抱微學程，實力再上層
(http://enroll.tku.edu.tw/)

12/15( 一 )
8:00

課外組
網路報名

103 學年度社團評鑑說明會
暨知能研習 ( 第二場 )(http://
enroll.tku.edu.tw/)

12/15( 一 )
8:00

課外組
網路報名

社團人團聚活動報名 (http://
enroll.tku.edu.tw)

12/15( 一 )
8:00

女聯會
網路報名

「天外奇蹟」電影欣賞活動
報名 (http://enroll.tku.edu.tw)

12/15( 一 )
8:00

體育處
網路報名

「 免 費 游 泳 教 學 週 」 活 動
報 名 (http://enroll.tku.edu.
tw)12/18 日截止

12/15( 一 )
12:00

圖書館
圖書館 1 樓自習室 參考工具書轉贈活動

12/15( 一 )
13:10

師培中心
ED305 挪威電腦教室裡的秘密

12/15( 一 )
15: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 ~「Reading
中醫診所 : 學習把脈，閱讀
滿分 !」-- 學習診斷

12/15( 一 )
17:10

學務處、總務處
傳播館前廣場

「點一顆心燈 祈一年幸福」
點燈祈福

12/15( 一 )
19:00

學生動新聞社
I201

新聞瞳鈴眼 - 楊伊湄主播台
下的努力

12/15( 一 )
19:00

宿治會
環翠軒外查詢電腦旁 跑跑薑餅屋活動報名

12/16( 二 )
12:00

茶藝社
文館 2 樓穿堂、商館 3 樓木桌 淡江奉茶週

12/16( 二 )
19:30

弦樂社
文錙音樂廳

琴空萬里 ~ 第 29 屆期末音
樂會

12/17( 三 )
12:00

美洲所
T503

104 學年度美洲所碩博士班
入學考試招生說明會

12/17( 三 )
13: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 ~「站上舞
台，你就是亮點 ! 寫出高分，
說出滿分」-- 學習診斷

12/17( 三 )
18:30

聆韻口琴社
文錙音樂廳 「鬼影琴拿手」成果發表會

12/18( 四 )
12:10

學發組
I304

學習策略工作坊 ~「大學生
的法國印象」-- 法文入門

12/18( 四 )
19:30

管樂社
學生活動中心

英倫 x 音倫－管樂期末音樂
會

12/18( 四 )
19:30

文錙藝術中心
文錙音樂廳

帶著鋼琴去旅行 - 盧易之獨
奏會

12/19( 五 )
12:00

境輔組
T10 樓交誼廳

「我的家鄉，我的愛」暨「出
國 High 學習」交流分享會

12/19( 五 )
19:30

通核中心 
文錙音樂廳

林昭成小號獨奏會─法蘭西
之夜

 啦啦隊全國賽摘冠
951期

學生大代誌4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童心協力，
穿越四十！為歡慶40週年團慶，淡江童軍
團本週起展開系列慶祝活動，15日（週
一）起在書卷廣場舉辦「斥堠工程展」、
16日（週二）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行為期6
天之「Scout PaPa去哪了」童軍展。此外，
廣邀雙北地區國中、小學，以及東京都童
軍聯盟副理事長入江生夫、姊妹團日本大
學、明治大學童軍團等海外團友蒞校同
賀，發揚淡江童軍團無國界！
　「Scout PaPa去哪了童軍展」以動、靜
態展出童軍成果，16日（週二）12時將舉
行開幕式，屆時校長張家宜也將蒞臨剪
綵。本校童軍團主任委員黃文智指出，展
覽名稱取自中韓熱門實境節目「爸爸去哪

兒」，本團已走過四十載，有如正值壯年
的父親發揮影響力，帶著孩子一起領略童
軍世界。同時鼓勵看展人履行童軍銘言
「日行一善」，以捐贈發票作為回饋，邀
請全校教職員生一同響應。
　耗時近20日之久搭建完成的「斥堠工
程」，則以高架塔呈現「40」樣貌，象徵
「剛毅四十、邁向優質」，除開放讓師生
一同攀爬外，更將童軍理念與科技結合，
將於20日（週六）下午5時30分在書卷廣場
進行約10分鐘的光雕投影秀。
　慶祝大會暨茶會則將於20日（週六）13
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會中將以淡
江童軍團名義捐贈30萬元予守謙國際會議
中心同舟廣場、2萬元醫療急救箱予課外活

動組。黃文智說明：「此款項來源包含畢
業團友的善心、仍在學團員手工製餅乾至
淡水老街義賣所得，希望藉募款達成對外
拋磚引玉，對內回饋傳承的美意。」
　此外，本校童軍團攜手出版2本著作，
包括畢業團友與中華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
共同翻譯出版 Peter Rogers著作《英國極
偉營及白宮》、由剛毅童軍文教基金會董
事郭廷銘所著《談早年臺灣童軍運動的發
展》。黃文智表示，本校童軍團藉由出版
譯著回饋母校已非首次，盼日後持續藉童
軍譯著的出版，更增加國內各級童軍夥伴
對活動認知與國際視野。

童心協力穿越     盛大舉行40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第34屆學生議會
議員選舉將於16日（週二）、17日（週三）登
場。本屆有4人登記參選，因理學院、外語學
院、國際學院、全發院4選區無人參與登記、
以及教育學院選區無缺額；凡商管學院、工學
院、文學院的學生皆可持學生證於上午11時至
晚間7時，前往所屬院系指定投票所投票。
　投票地點設於文學館2樓出口、新工館3樓前
門出入口、商管大樓2樓出入口，選委會並將
於17日（週三）晚間8時於紹謨紀念體育館3樓
川堂進行開票作業。

　【記者曹雅涵淡水報導】「We are who we 
are！T K U！」競技啦啦隊7日參加中華民國台
灣競技啦啦隊協會主辦之2014全國啦啦隊錦標
賽，在大專混團體大組打敗全國大專院校脫穎而
出，摘下冠軍殊榮，同時也是該隊12年來參加各
類賽事中最佳成績。
　競賽表演內容，音樂以泰國電音舞曲，搭配泰
式狂野風格舞蹈，再加上以7人堆疊組成的「225
金字塔」高難度呈現技巧，奪得評審青睞。
    對於首次摘冠，隊長水環四何瑋翔表示，競爭
隊伍很強，獲第一名感到意外。相較於名次，能
與團隊一起完成全程演出更重要。啦啦隊講求團
隊合作，每一個人都不能少，且練習過程艱辛、
易受傷，未來將提醒隊員避免運動傷害。

　插花社與創意造型氣球社
上週於黑天鵝展示廳以「阿
宅的冒險日記」為題聯合開
展！插花及創意造型氣球的
另類結合，帶領參觀者跟隨
阿宅走出房間、環遊世界！
  展場內以阿宅經歷各國旅
程的日記布置，並運用造型
氣球搭建神社、艾菲爾鐵塔
及可愛動物園等場景，再搭

配多元插花素材，創作出日本、法國、美國及澳洲等不同國家風格作品，如日本場
景中，便以日式花型表現日本文化。此外，場內還提供空白日記，讓參與者寫下這
趟觀展後的旅程故事。更贈送限量龍蛋及造型氣球，讓參與者驚喜連連！創意造型
氣球社社長土木四盧偉嘉表示，許多大學生經常課業繁忙，就像阿宅一樣，因此用
文字和畫面讓大家體驗世界之美。插花社社長會計三陳郁萱表示，兩社聯合展覽希
望以氣球、插花結合展現全新感受。前來參觀的法文三許瀞文則分享，想不到插花
和造型氣球能夠這樣結合，覺得十分新鮮有趣，第一次看見氣球製作的巨大金色鐵
塔，印象深刻！（文／蔡佳芸、攝影／張令宜）

氣球插花創意異國風情

　【記者蔡佳芸、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實驗
劇團12位成員於5日前進淡水國中帶動中小學
向學生推廣舞台劇，更是新團員首次公開上臺
演出！一共演出〈藝術家〉、〈主角登場〉及
〈壁爐〉3齣戲劇。活動負責人財金三趙品堯
分享，活動透過一群滿懷熱情的大學生表演，
敘說戲劇美好之處，「排戲階段遇到最大困
難在於演員皆為新團員，須花許多時間互相磨
合、培養默契，很開心最終演出相當順利。」
此次擔任〈藝術家〉中畫家林可梅太太的中文
三賴怡穎表示，此角色須加倍鮮明地演出才能
襯托其先生的平靜個性，讓戲劇注入生命；
「這對於戲劇新手來說，是困難挑戰，未來會
更精進演技。」
　二齊校友會11位成員於6日應亞東技術學院
課外組邀約在該校「金穗獎-社團評鑑頒獎晚
會」表演，展現精彩炫目的螢光舞，成為當天
社團表演中唯一校外社團，不僅發揚淡江社團
精神，同時促進校際間社團交流。
　二齊校友會會長統計二周晉丞表示，因本校
淡海同舟曾與該校交流，在因緣際會下參與此
次演出。「很感謝亞東技術學院的幫忙，藉此
活動除宣傳二齊精神，更促進彼此交流，讓我
們更加進步。」

實驗劇團 二齊校友會  校外展演成果

校園騷擾案 偵訊處理

外車入校  可線上申請

學生議員選舉  16日投票17日開票

　保險二黃詩雅、上官巧
薇、企管二邱汶茜：天冷
囉～要多穿點

靚本週我最
單車週遊淡水之美

草皮嘉年華 樂滿蘭陽

熱血醫師黃煜晏 談非洲行醫記

新出動新誌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國標舞社主辦的
「第16屆淡江盃大專國際標準舞競賽」於6日
在學生活動中心上演舞力對決，今年共吸引全
國15個大專院校、近200位學生共襄盛舉。　
　賽果方面，今年淡江國標舞社的新生表現亮
眼，國企一姚禹侃和搭檔化材一邵琪勇奪新生
A組單項Rumba、Chacha、Jive 3項冠軍。
　活動負責人英文三林柏妏表示，這是近年報
名人數最多的一屆，顯示臺灣日益盛行的國標
舞風氣，希望透過各校良性競爭讓社員增廣見
聞，勤加練舞來增進實力。未來本社希望繼續
推廣淡江盃、持續帶動大專院校國標風氣。

15校聚淡江 國標舞力對決

啦啦隊創12年來最佳成績

蘭陽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16( 二 )

12:00
蘭陽校園主任室

便利超商前 愛滋病篩檢活動

12/17( 三 )
16:00

蘭陽校園主任室
蘭陽校園校園道路

『閃耀蘭陽，就是愛運動』
路跑活動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2/20( 六 )

10:00
亞洲所

臺北校園中正紀念堂 淡江大學日本祭

　【記者范熒恬淡水校園報導】單車社於上週
舉辦「單車週」系列活動，讓同學來場美好的
單車之旅。單車社社長法文三林欣頤表示，希
望藉此推廣單車運動讓更多人瞭解與接觸。
　3場騎乘活動吸引約60人次參加，路線為學
校附近的路線，熟悉的漁人碼頭、八里左岸、
北投等區域，除認識淡水之美，又兼具運動效
果。並於2日晚間舉辦講座，邀請目前在車隊
工作自行車手許元耕，分享其在泰國騎乘單車
的經歷及單車在其生命中扮演的角色，也鼓勵
同學參加單車比賽。西語一李昕說：「講座吸
收到更多單車相關知識，很享受與大家共同騎
車的感覺，一起流汗一起欣賞美景的時光。」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為維護校園安
全，總務處自行開發「外車入校申請系統」
（網址：http://agms.tku.edu.tw/car/），即日
起上線。各單位邀請外賓來訪，欲申請外車入
校時，請協助於二日前完成填單，如有急件需
求請於提單、審核後，以電話告知安全組即時
處理；例假日或非上班時間之申請，將於次一
工作日處理，皆須經核准後始得進入校園。
　總務處呼籲，除上、下班時段及公務需要
外，嚴禁在校內騎乘機車或自行車。安全組提
醒大家多利用大眾交通工具，開車入校者請持
相關證明文件換證入校，通行識別證務必置於
擋風玻璃左下角備查，並停放於車格內、及遵
守限速20公里。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近日校園內發
生數起騷擾事件，造成校園不平靜，引起學生
高度關注校方處理進度，相關單位已介入並處
置。
　10至11日在校園內的數名學生遭人辱罵、騷
擾，學務長柯志恩表示，該事件當事人，經確
認是本校學生，有精神不穩、人際溝通障礙
等症狀，為長期輔導對象，近日因天候關係病
況加重，故引發多起騷擾事件。目前已向警方
報案，偵訊後由學生家長帶回，「所屬學系、
校安中心、諮輔組等單位將共同協助家長輔
導。」
　事發後，受害人之一的境外生為避免其他同
學再度受害，積極向安全組調閱監視器畫面指
認，並進一步希望公布畫面。對此，教官室回
應，因學校沒有調查權，監視器畫面需交由警
方處理偵辦，因此無法提供。校內教官有半數
是女性，同學也可主動要求由女性教官陪同。
　該生認為此事件讓學生感到恐慌，希望校方
未來能夠加強校園安全維護，對此，安全組組
長曾瑞光表示，將持續加強巡邏，也呼籲同學
晚上注意自身安全，若遇緊急狀況，可利用校
園內沿路設置之緊急通報按鈕，或撥打24小時
專線，校內分機2110、2119通報。
　另起事件為一名視障生時常於校園中藉故請
女同學指路，進而騷擾對方。柯志恩表示，目
前已取得該生自白書，並記小過2次處分以示
警惕。
　柯志恩說明，教育部對於各校校規訂定的規
範相當嚴格，使現行校規（淡江大學學生獎懲
辦法）若遇突發性事件，對於當事人的懲處會
因此受限，規劃明年三月召開會議討論修改法
規。如：「過度追求造成別人不快」都將列入
懲處辦法。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學生動新聞
社於4日發行社團刊物「動新誌」第三刊1千
份，內容主打貼近師生生活，4個版面介紹
校園時尚穿搭，並與吧研社合作介紹微醺調
酒、推薦周邊美食，同時對外徵稿。
  本期社刊主編大傳三范熒恬表示，內容具
生活趣味性，目標是做出吸引讀者的刊物，
歡迎對刊物有興趣者於每週四、五，到校內
報櫃免費索取。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連日的陰雨終
於在10日見到陽光了！蘭陽校園於下午熱鬧展
開嘉年華活動，紹謨紀念活動中心塑木平臺有
熱鬧的表演，旁邊則搭建帳篷擺設攤位。
　表演除了街舞社、搖滾社以外，還邀請到街
頭藝人帶來扯鈴、魔術以及薩克斯風等精彩表
演。師生們坐在鋪著墊子的草皮上欣賞表演，
現場歡笑聲不斷！蘭陽校園主任室課外活動業
務周育新表示，「希望同學能度過一個輕鬆的
小週末！」觀光一曹若喬表示，「整體活動好
精彩！除表演外，還有許多攤位販賣食物。和
同學坐在草皮上聊天、野餐好幸福！」

　（ 照片／李坤學提供）

　20 日在書卷廣場將進行約 10 分鐘的光雕
投影秀。（ 照片／黃文智提供）

　搖滾吧飛活動吸引逾 80 人參與，英文
三陳彥伶自彈自唱表演。（ 攝影／吳重
毅）

　新生首在西
音大道登場表
演。（ 攝 影
／蘇靖雅）

搖滾吧飛

before I Die

　諮輔組於上週一連3天在商管大樓前舉辦
「Before I Die」生命黑板牆塗鴉活動，大型黑
板上的「Before I die , I want to……」讓同學自
由填上屬於自己的心願，有人填上交女友、看
極光等願望，甚至還有「當上火影！」等創意
想法，吸引同學紛紛駐足觀看。諮輔組輔導員
許凱傑表示，是仿照國外類似活動藉以激發大
眾了解自我渴望，讓學生停下腳步思考人生願
望和理想。參與此活動的資管四張庭大感嘆，
人生就這麼一次當然要盡全力去發光發熱。
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有想不想去做！let's go！
（文／呂瑩珍、姜智越、攝影／姜智越）

音樂社團爆發校園

　聖誕節你都怎麼過呢？ 10日晚間，
由讚美社、校園福音團契社和學園團契
社合辦「2014你不是一個人耶誕音樂晚
會」，陪你慶祝佳節，約2百人在文錙
音樂廳共度這場音樂饗宴。首先以耶誕
劇場「最美的禮物」溫馨開場，更邀請
著名福音歌手趙治德，為大家獻唱<傳
說中的迷路>等4首自創曲，趙治德分
享，他曾對生命感到迷惘，但藉心理書
籍、宗教以及所愛的音樂陪他度過低潮
期。備受感動的大傳一楊琳表示，這場
音樂會讓她了解到挫折也可視為成長的
養分，此外，也會更加珍惜身邊的人。
　12月起，校園瀰漫著一股濃濃的聖誕氣息！
15日（週一）起，16系系學會聯合舉辦「耶，
淡蛋，誕在哪？」海報街有「耶誕創意市集」
與耶誕小遊戲，也設「告白淡江」攤位。此
外，還有「耶誕尋蛋」活動，只要在校園內找
到兩枚彩蛋，就可至海報街攤位兌換飲料，活
動期間至攤位拍照打卡即贈送抽獎券與彩蛋；
此外，15日及18日中午還有Beatbox社、西音

社、詞創社等社團表演。而19日晚上將在學
生活動中心舉行「Oh yeah！Oh耶」校園演唱
會，邀請到藝人鯰魚哥擔任主持人，還有歌手
韋禮安、吳汶芳、魏如萱、頑童、陳苡萊、周
興哲、家家，入場票價一樓320元、二樓350
元，凡購買演場會門票可獲抽獎券乙張，欲購
買請洽各系系學會！（文／陳羿郿、攝影／吳
國禎）

　【記者李昱萱、卓琦淡水校園報導】音
樂與美食完美組合！音樂文化社10日晚間於覺
軒花園舉辦「搖滾吧飛 Rock Buffet」，邀4組
曾獲金韶獎的嘉賓以不插電方式演出，烹飪社
也精心準備免費餐點，吸引逾80人參與。社長
日文四林佩縈表示，活動仿造「搖滾辦桌」，
帶給觀眾邊吃美食邊聽音樂的美好氛圍。
　「The rock cafe」樂團，以優美歌聲輪番演
唱英文詩歌。音樂比賽常勝軍英文三陳彥伶則
自彈自唱知名饒舌歌手阿姆的<Love The Way 
You Lie>，旋律引起觀眾共鳴哼唱，而聲音極
具爆發力的吃頻小姐德文四張芸甄演唱數首自
創曲，壓軸為3人團體「香菇哈姆一家欽」，
演唱臺語創作並加入趣味對白逗得觀眾哈哈大
笑。資圖一江昱玟說：「親切的鄉村歌曲與古

典的覺軒花園特
別搭。」

　搖滾熱情也點亮淡江
夜空！由西音社主辦的第六屆西音大道10日晚
間，吸引逾2百人至學生活動中心躬逢其盛。
社長運管三辜柏鈞說：「活動宗旨是讓社內新
生擁有實戰演出的舞臺，今年有15支樂團輪番
上陣。」資傳一袁錦揚以Beyond＜海闊天空
＞中一席電吉他solo震懾全場，榮膺當晚最佳
吉他手，來自澳門的他用「受寵若驚」形容獲
獎心情；還有「陶存良尿床」樂團，場上臺風
穩健、默契十足，受矚一舉囊括當晚「最佳人
氣獎」與「最佳樂團獎」。以清新藍調搖滾獲
評審青睞的「長頸鹿大叔」主唱英文一呂筱琦
說：「本活動高手如雲，能獲肯定很開心！」

西音大道

音樂表演歡慶耶誕  19日16系聯辦演唱會 

　樸毅志工社於10日邀請曾參與非洲醫療團，
到布吉納法索行醫的熱血醫師黃煜晏蒞校，暢
談在當地的所見所聞，吸引逾60位同學聆聽。
　黃煜晏表示，布吉納法索醫療資源相當不
足，甚至連包紮傷口的紗布都須洗淨曬乾再利
用。懷著服務地熱誠，他說：「醫療團帶著來
自全臺灣的愛心，深入非洲最落後的角落幫助

貧苦的村民，一顆藥丸值不了多少錢，卻可能
因此拯救一條生命。」最後他以自身經驗鼓勵
同學人生不設限，多參與志工服務活動。產經
四林雪涵說：「布吉納法索人民雖資源匱乏卻
依舊保持樂觀態度，衣食無虞的我們應更加惜
福。」（文／蔡晉宇，攝影／吳重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