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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偶戲館館長阮家貞分享文創工作延續與創新

光影塗鴉 喜迎2018旺旺年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8 日，職涯輔導組邀請到台北偶戲館館
長阮家貞，就「文化創意的工作內容分享」蒞校演講，吸引約 15 位同學出席
聆聽。阮家貞以輕鬆活潑的方式講述她從教育界投身到文創界的種種經歷，
並對台北市文化基金會轄下單位及《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進行簡介。她指
出，各國對文創產業的重視程度及其所帶來的收益愈來愈高，文創人才應該
注重產品內涵、建構產品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價值，以及找出文化差異性轉化
為市場競爭力，從點到線到面，讓自己與產業都能持續成長。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走在越夜越美麗的淡水校園，一起牽手迎
接 2018 ！淡江時報記者中文四廖吟萱、中文四陳品婕、中文三簡妙如、會
計三楊喻閔、物理二吳冠樑及法文二吳婕淩於上月 25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前的燈海區，特以光影塗鴉（Pika Pika）方式寫下「2018 HAPPY NEW
YEAR」，祝賀大家新年快樂。廖吟萱表示，「在溫馨的歲末時刻，感恩今
年平安、順利之餘，很高興能和朋友們一同進行光影塗鴉的趣味攝影，我們
都玩得不亦樂乎，也祝福大家來年平安！」

會中同學提問踴躍，被問到現今文創商品定價過高或流於形式等問題，阮
家貞回答，文化消費帶動文化的實踐，提供文化的創造自由。而文創人才不
能只做單一訓練，需要擁有設計、美學、文化、行銷、商管等跨領域方面的
能力，更重要的是懂得尋找和善用資源，結合生活層面、往精神價值方面開
發，才能走得更遠。英文一曹笛分享，「在講者身上得悉業界目前的最新動
向，收穫良多。另外，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分享自己轉變職業時的心路歷程，
讓我明白如果抱持著一個正確的態度，做任何事情都能獲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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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成發驚喜秀創意
上月 27 日，舞蹈研習社在紹謨紀念體育館一樓 吉他社於上月 26 日在覺軒花園舉辦第 45 屆吉
社辦廣場舉辦「小家成發」。（攝影／陳柏儒） 他社成果發表會「披荊展吉」。（攝影／佀廣成）

鋼 琴 社 於 上 月 26 日 舉 辦 第 54 屆 期 末 音 樂 會 實驗劇團於上週舉辦期末公演：素描•世界末
「Last Christmas 琴戀聖誕」。（攝影／佀廣成） 日的婚禮，吸引約 380 人觀賞。（攝影／吳冠樑）

本校 14 個音樂性社團於上月 25 日在福園前進行「聖誕快閃」活動。（圖／水環四傅文廷提供）

14 音樂社團聯合快閃 驚喜開唱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音樂性社
團於上月 25 日在福園前進行「聖誕快閃」活
動，共 14 個音樂性社團、近 40 人參與，吸引
全校師生駐足觀看。活動發起人、保險三廖柏
雅說明，「藉由快閃活動的演出，希望引起更
多人關注音樂性社團，同時宣傳 12、1 月陸續
展開的社團期末成果發表。我們不久前成立了
『淡江大學樂合 TKUMU』全體音樂性社團聯
合粉絲專頁，歡迎大家來了解我們。」
吉他社第 45 屆成果發表 披荊展吉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於上月
26 日晚間舉辦第 45 屆吉他社成果發表會，近
70 人湧進覺軒花園共襄盛舉。此次以「披荊展
吉」為題，鼓勵社員彈出自我風格與想法，嘗
試用自己的節奏詮釋歌曲。吉他社社長、物理
三郭家豪說，吉他社成果展是由幹部與學員合
力完成，無論是表演與籌備，希望社員們將這
段期間學習到的知識，完美發揮在成果展中。
會中接力演出「天后」、「獨家記憶」及「愛
我別走」等近 20 首好聽歌曲，臺下觀眾聽得
如癡如醉。國企一陳上官俁說：「謝謝吉他社
給我這次上臺表演的機會，也辛苦了所有的工
作人員，還有感謝來看我表演的朋友。」資管
一葉彥辰表示，站在臺下聽表演者的嗓音各有
千秋，歌聲的變化風格也因為人多而豐富，不
同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唱出心聲。
舞蹈研習社舉辦期末 小家成發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7 日晚
間，近百名觀眾湧入紹謨紀念體育館一樓的社
辦廣場，觀賞舞蹈研習社舉辦的期末「小家成
發」。活動先以小型遊戲開場，與觀眾互動成

功炒熱氣氛，本屆成發表演風格有嘻哈、爵
士、現代等多元呈現，5 組表演接力上陣，社
員們努力展現一整個學期的學習成果。
會中，幹部們亦表演了在北區舞展奪得人氣
獎的舞碼，將白雪公主的故事融入舞蹈，高潮
迭起的鋪陳，令人驚艷。成發總召法文二李依
庭說：「我首次籌辦中大型活動，執行後才瞭
解舉辦活動需要注意超多細節，且經歷這次活
動，每位參與者都培養出深厚的感情。看著所
有新生從頭學起，到能獨立演出，讓我覺得付
出非常值得，也感謝觀眾支持。」產經一林湘
婷說：「因為朋友參與演出，所以特地到場支
持，表演成果令人驚艷，每一支舞都好喜歡。」
鋼琴社期末音樂會 Last Christmas 琴戀聖誕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鋼琴社於上月
26 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第 54 屆期末音樂
會「Last Christmas 琴戀聖誕」，現場布置充滿
耶誕氛圍，由 16 組表演輪番上陣，吸引 124
名觀眾聆聽。本次音樂會演出的曲風多元，有
蕭邦、李斯特、德布西等人的經典名作，亦有
動漫「四月是你的謊言」主題曲，以及電影「海
上鋼琴師」、「冰雪奇緣」插曲進行重新編曲。
另有演奏者以鋼琴演奏流行樂搭配演唱，抒情
氛圍感動全場，觀眾亦沉醉其中。表演者、管
科二邱萱說：「在表演過程中，我非常的緊張，
因為身兼主持、幹部的重任，以致練習時間緊
迫，很高興最後順利完成表演。」資工一趙崇
廣分享，「整體的演出水準很不錯，我很喜歡
第一位演奏者演奏的『Lonely Christmas』，悠
揚樂聲搭配好聽的嗓音，令人陶醉。」
古典吉他社成發音樂會 琴定北海岸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共鳴箱古典吉

國際大使團攜手外籍同學聯誼會 歡度耶誕美好時光
國際大使團、外籍同學聯誼會 Christmas Party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5 日晚
間，國際大使團與外籍同學聯誼會於 E307 舉
辦「Christmas Party」，逾 40 位同學共度耶誕。
現場由小燈飾、槲寄生及紅、白氣球點綴下，
搭配耳熟能詳的應景歌曲，節日氣息濃厚。派
對設計了小遊戲、禮物交換等環節，更備有多
樣餐點供同學享用。活動接近尾聲特別安排了
一個「驚喜」，原來牆邊氣球裡隱藏著 5 張兌
換小禮物的票券，大家一湧而上刺破氣球，場
面一片歡騰。
國際大使團副團長、資傳二蔡昕容表示，

「很高興看到大家投入的狀態，氣氛營造相當
成功！未來希望能加強宣傳活動，吸引更多的
朋友一起參加。」德文二鍾雲天說：「這次
第一次參加社團活動，能認識不同文化的新
朋友，覺得十分有趣。」來自印尼的企管二羅
晏妮分享，派對很好玩，能與好朋友們一同歡
聚，感覺十分溫暖、親切。
競技飛鏢社 @ 鏢客棧辦耶誕活動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競技飛鏢社於
上月 25 日晚間在大田寮鏢客棧舉辦歡慶耶誕
活動，約 20 位社員一同享用耶誕大餐，會中
除了安排交換禮物，現場亦提供機臺暢打，讓

每位社員無限次的射飛鏢，整晚活動氣氛十分
歡樂。
競技飛鏢社社長、運管二林蕙羽說：「當初
在籌劃活動時，對於尋找場地十分煩惱，幸好
店家提供我們一處交流的場地，往後社課也會
在此舉辦。」活動負責人、管科二陳登宇說，
這次有別於以往競賽方式，以派對模式邀請大
家共進耶誕餐及交換禮物，期待社員情誼更加
緊密。參與活動的土木一吳宗儒說，「這次活
動是我入社以來參與的第一次大型活動，加上
有趣的團練及聚會遊戲，不僅使人放鬆身心，
還讓我留下美好回憶。」

管科碩一王妘宴
校園話題

遠赴波蘭實習
勾勒研究藍圖
物

【記者陳品婕專訪】「給自己一個學習的
機會，所以我勇敢走出去！」2017 年以優異
學業表現入選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之榮
譽會員的管科碩一王妘宴，同時入選了教育
部學海築夢實習計畫，於去年 6 月到 9 月獨
自赴波蘭的波蘭科學院系統研究所實習，以
「多目標互動式規劃之研究」為題進行學術
研究。品學兼優的她，課餘時間積極參與跆
拳道校隊，於 2016 年負責統籌規劃和編排
本校 66 週年校慶跆拳道表演。
王妘宴在管科系四年級時申請到預研生，
現在碩士班一年級的她，其實從事學術研究
已邁入第二年了，「我一直有個夢想，就是
出國學習。這項實習計畫是我的指導教授時
序時推薦的，一開始想到遠走海外其實很擔
心，還好老師鼓勵我，『妳的適應能力很好，
一定可以的！』使我充滿勇氣，決定實踐這
個夢想。」選擇前往波蘭，除了實習計畫補
助之外，也考量到生活物價相對較低，讓她
決定一探這個只在課本上讀過的國家。
波蘭科學院系統研究所位於波蘭的首都華
沙，王妘宴遇到第一個問題是語言，「我花
了近一個月的時間研讀才進入狀況，幸好當
地的教授很親切，願意多花時間和我溝通、
解釋，讓我在研究之路更加安心。」王妘宴

說明實習分成 3 階段，第一是強化理論學習，
從波蘭教授提供的論文案例進行梳理，為研究
扎下根基。二是實作，依據現成的數據和資料
代入 Excel，嘗試從中理解相對應關係。三是
將找到的對應關係套入程式 MATLAB 做出相
對編碼。她形容：「這是第一次接觸編碼，且
每一個程式語言皆具獨特性，對我來說是一項
很大的挑戰。」在海外從事研究，透過實習，
王妘宴勾勒出專屬於自己的論文藍圖，對於程
式編碼更得心應手。
王妘宴笑說，從國外回來後，覺得自己最大
的改變，就是變得更加勇敢。「也許是因為在
國外都是一個人生活，使我得逼著自己主動處
理任何大小事，還好國外的生活步調很緩慢，
讓我學會從容，待人處事也能更加寬容。」王
妘宴非常推薦波蘭作為海外實習的據點，「波
蘭位於中歐，交通便利，擁有豐厚的歷史遺
跡，當然美食更是不能錯過。這裡主食是麵包
和馬鈴薯，如果能學會自理食物，在生活上可
節省和便利許多！」她建議學弟妹積極爭取教
育部學海築夢實習計畫，鼓勵大家走向國際、
把握機會挑戰自我。
擁有跆拳道黑帶一段的王妘宴分享此一專
長，「我很喜歡跆拳道，這是一項需要大家一
起練習的運動，在比賽過程中，成員們互相加
油、打氣，更能凝聚情感和力量。」談到 66

競技飛鏢社於上月 25 日晚間在大田寮鏢客棧
舉辦歡慶耶誕。（圖／競技飛鏢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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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海博館四樓

阿波舞教學 國中生好樂

（攝影／周舒安）
校慶表演，她分享團隊合作的過程，從別人
身上學習，使自己變得更好，「為了讓跆拳
道融入表演，我看了許多影片，自學數招加
強氣勢的動作，夥伴們也一起發想、互相指
導，雖然過程花了許多時間磨合，最後大家
都很努力完成，結果對我來說是成功的！」
允文允武的王妘宴，2017 年亦獲選本校優
秀青年，謙虛的她說：「謝謝師長們一路上
給予支持、協助及肯定，才讓我能擁有這般
精彩的學經歷。」未來想挑戰航空地勤、跑
業務或創業，雖然發展領域沒有特定取向，
但期待自己能付出努力、對社會有所貢獻。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 w/

上月 27 日，淡水國中逾 60 名學生來校參訪
外語學院，日本阿波舞社亦參與接待，由 5 名
社員穿著傳統的阿波舞服飾，帶領其中 15 名
國中生在外語大樓前進行阿波舞教學活動，同
時傳播日本舞蹈文化。日本阿波舞社社長、日
文二顏浥晟分享，「透過今日教學互動，我看
到了國中生活潑的一面。其實不會在意教導他
們跳舞是否有具體的學習成效，重要的是他們
熱情參與，且未來當聽到阿波舞時可以與這次
經驗產生聯結，我想這才是這次活動最有意義
的地方。」（文／陳瑞婧、攝影／馮子煊）

他社於上月 25 日在文錙音樂廳以「琴定北海
岸」為題舉辦期末成果發表音樂會。會中演奏
多首浪漫情歌，包括電影「不能說的秘密」中
的配樂「淡水海邊」、周杰倫膾炙人口的「告
白氣球」、盧廣仲傳遍大街小巷的「魚仔」等
流行樂曲，亦有典雅優美的「Cavatina」、「Je
te veux」等演奏曲，皆贏得滿堂彩。此外，全
體社員在發表會中更獻上蘇打綠的「小情歌」
及五月天的「知足」合奏表演。教學長、航太
三張耘碩說：「大家都很積極的準備成發，即
使練習到手變紅腫、破皮也沒有放棄，把握每
回社課討論時間、找尋精進辦法，很開心幫助
大家一同進步、共同完成演出，很令人感動。」
實驗劇團期末公演 素描•世界末日的婚禮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實驗劇
團期末公演「素描」與「世界末日的婚禮」，
吸引約 380 人觀賞。劇中表達了人在成長之
際、面對真實，以放棄夢想、天真之人及尚未
放棄之人做對比，讓觀眾更有真實感。
「素描」以父親反對孩子追逐夢想和友人無
法追逐夢想的對比出發，導演、資工三嚴永順
說明，「很多情境都是我們曾遇過的事，希望
藉由故事的串聯，讓觀眾入戲，而戲中兩人的
關係就由觀眾自由思考。」中文四王佳臻說：
「在戲中父親反對小孩追逐夢想的那幕最觸動
我，因為我也快畢業了，正處在抉擇時刻。」
「世界末日的婚禮」則是談到若被處以世界末
日的人，就是無法成為完整的人，也是對保有
天真之人的懲罰。導演、大傳三王子綺說：「這
齣戲想讓大家思考我們要捨去天真嗎？在現實
生活中，思想變得成熟是必然需要的嗎？」

球類競賽境外生展熱情
華僑同學聯誼會主辦，課外活動輔導組、境
外生輔導組指導的「第七屆境外生球類競賽」
於上月 17、24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和操場等地
舉行籃球、羽球、排球、足球、趣味競賽 5 項
賽事，集合逾 300 位淡水、蘭陽校園境外生參
與。17 日，國際處國際長李佩華、境外生輔
導組組長李美蘭到場共襄盛舉，亦有許多觀眾
前來為選手們支持歡呼，全場氛圍熱烈。
活動負責人印尼僑生、國企二何妮娉表示，
「本屆境外生球類賽圓滿結束，恭喜我們所有
的得獎者及參賽者，辛苦你們了！希望來年再
接再厲，也感謝到場加油的觀眾們，你們的支
持是我們最大的鼓勵，我們來年再見。」
贏得男籃冠軍淡馬 A 隊隊員的馬來西亞僑
生、財金碩二鄭宇杰分享，「我從大一參加淡
馬籃球隊到現在，拿過不少佳績，從過去是學
長教我們打法和傳授經驗，到今年最後一年也
肩負起交接給學弟的角色，希望後輩可以把我
們的八連霸延續下去。」同樣來自馬來西亞的
大傳三林筱潼參加趣味競賽，「雖然沒有獲得
名次，但很開心能與大家一起合作闖關。」（文
／胡昀芸、圖／華僑同學聯誼會提供）

全民國防講習緬懷烈士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軍訓室於上月
22 日主辦教育部基北宜區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
國防教育資源中心活動，在真理大學舉行「106
年全民國防教育專題—緬懷先烈先賢」，逾
130 位教官與校安人員參與，由本校軍訓室少
將主任張百誠主持，國防部後備指揮部留守業
務處處長上校王惠民主講。王惠民藉由史料影
片講述抗戰期間烈士捨身為國的故事，期勉在
場軍護同仁勿忘歷史、傳承愛國精神，及呼籲
全民國防教育重要性。當日亦邀請到高志航、
王生明、尹金鼎、蕭山令等烈士遺族出席，表
達對先賢的敬意。
編輯／張瑟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