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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傳二趙巧婷：聖誕節快到了，可惜沒下雪！你準備好和社團一起過耶趴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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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音社下課十分鐘

學生評議委員會成立 肩負司法監察職能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
為保障學生權益，增進校園和
諧，「學生評議委員會」於日前
正式成立！由學生會提名每個學
院各一位代表，並經學生議會於
10月24日通過任命案、11月21日
通過學生評議委員會組織章程
後，正式成立。學生評議會委員
總計8名(含主席)，任期一年，扮

上週三(12日)的淡水校園好搖滾！上午11時下課鐘
聲才剛敲完，商管大樓前的福園隨之傳來一陣鼓聲，
原來是西洋音樂社舉辦「下課十分鐘」，從上午11時
起，利用每節下課時間，由5組樂團及吉他社1組樂
團接力登場，讓原本緊繃的身心瞬間獲得釋放！圖
為「Start Screamer」樂團搶先熱力開唱，以一曲Guns
N’ Roses的〈Night Trains〉打頭陣，吸引大批駐足
圍觀的同學，也為本週三(19日)的期未成發做暖身。
（文、攝影／蔡昀儒）

學生議員選舉今起投票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第30屆學生議會議員
選舉將於今日（17日）至18日，上午10時至下午7時辦
理。淡水校區的投票地點設於商館二樓、文館二樓、新
工館三樓、科學館一樓及驚聲大樓，蘭陽校區則在蘭陽
校園圖書館前，投票時需要攜帶學生證正本，並至各學
院所屬投票區，才可進行投票。

演司法、監察權的角色。
學生評議委員會評議長戰略所
碩二張書瑋表示，為深植民主政
治中三權分立的理論，並落實校
園的學生自治組織中，「學生會
扮演行政權的角色，學生議會則
是立法權的角色，但長期以來，
兩權在合作與制衡的過程中，難
免會產生一些摩擦，進而影響學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
學生議會於7日舉辦「議事推廣
研習營」，透過參訪立法院、交
流分享會及課程講座，讓同學深
入了解國會運作及議事理論，同
時強化學生的自治理念。本次活
動首次開放全校參與，包括各社
團幹部及蘭陽校園政經系約80位
學生，由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李
意婷帶隊，行程包括參觀議事
廳、立法院簡介影片觀賞、監察
院導覽，並邀請立法委員吳育昇
的秘書王介正解說國會運作實務
和立委工作內容。李意婷表示，
「透過本次活動讓大家更瞭解實
務上的議事規則，提升民主素養
和協商技巧，進而落實在學生自
治組織及社團的運作。」

講座部份邀請到中華民國議事
學會秘書長宋偉民，介紹議事開
會的規則和技巧的課程，學生議
會副議長國企四李孟臻說：「這
部分對一般同學較陌生，但是宋
偉民老師以風趣的方式，簡述艱
澀難懂的議事規則，並針對動議
與表決規範做解說。」
學生議會議長企管三劉書宇表
示，這次研習學習到很多實務內
容，其中有不少是值得議會借鏡
的部分，「我覺得目前議會提案
都是在反應零散個案，較缺乏連
貫性，若未來能把所有問題彙整
起來，例如分成交通類、安全
類，並加入具體的建議和內容，
相信更有建設性和統整性的提
案，更能被學校採納和接受。」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
導】實驗音樂社於6日舉辦首
屆「小蚊鯖生活節」，活動分
別在月亮咬一口、福園和滴咖
啡設置「小確幸舞臺」、「微
蚊鯖舞臺」及「該邊的卡夫卡
舞臺＆微市集」，在活動期間
安排各種不同類型的表演，吸
引眾多的人潮駐足。
社長電機二張宗翰說明，活
動名稱的諧音取自『文青』，
是因為有感於近日同學間盛行
關於此話題的討論，「便取了
這個逗趣的名字！」並表示，
「日前在臺北華山園區舉辦的
『簡單生活節』結束後，突發
奇想的舉辦類似的活動，想不
到同學反應相當不錯。」
活動除了有社員帶來的演
唱，也邀請吉他社、西音社及

詞創社合作，藉此培養音樂性
社團間的感情。參觀者西語三
陳怡秀說：「很喜歡實驗音
樂社的『健忘症』樂團，帶
來一曲伍佰的『心愛的再會
啦！』，表演有一定的水準，
樂曲也很有風格，在好不容易
出太陽的校園中，下課十分鐘
有微風和音樂相伴，也能很愜
意。」
此外，實驗音樂社也將滴咖
啡外的空間，佈置成二手交換
市集、驚喜垃圾市集，以服
裝、飾品為主，藉由以物易物
的交換模式，讓彼此喜歡的東
西更有價值。英文三楊世安
以一雙鞋子換得另外一雙鞋
子，他表示「並沒有太在意交
換東西的條件，純粹是一個感
覺。」

所以無礙 淡江生活節 即日起登場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濕漉
漉、冷颼颼的淡水冬季，你想要添加
一點屬於淡江特有的溫度嗎？學生
會將於今日(17日)至20日(週四)舉辦
「淡江生活節」，來為你的冬季增添
更多趣味喔！今日下午6點半邀請國
語日報「百工狀元模擬考」專欄作家
薄懷武蒞校，以「為生活動點腦筋：
別放棄你的創意選擇權」為題開講。
此外，書卷廣場將擺開近30個攤位的

二手市集，讓學生體驗自己當店長，
讓彼此喜歡的東西延續生命週期，賦
予更大的使用價值。
活動執行長中文二王意婷表示，科
技日新月異，智慧型產品充斥其間，
雖然讓我們的生活更加便利，卻也減
少人際間的互動，「因此『淡江生活
節』將以『Line your life』為主題，
帶你走出螢幕，感受自然與群眾的魅
力。」在二手市集旁的服務臺另有

「淡江文化大會考」活動，考驗你對
淡江的了解，答題全對可獲贈「1460
攝影比賽」作品的桌曆。此外，活動
結合學生事務處「因為愛，所以無
礙」品德教育活動，學務處專員陳瑞
娥表示，「主要是希望學生在各大樓
搭乘電梯時，若看見行動不便人士，
能夠優先禮讓，讓品德教育落實到校
園的每個角落。」

生輔組教你反竊反搶反詐騙

學生議會於7日舉辦「議事推廣研習營」，實地參訪立法院，深入
了解國會運作。（圖／學生議會提供）

學務處諮輔組陪伴逆境中的你 2621-5656轉
日前，學校發生令人惋惜的車
禍、自殘、墜樓等學生身亡事件，
您可能已從媒體或朋友的口中獲知
此事，對大多數人而言，這都是難
以承受的傷痛，或許會感到內疚、
自責與後悔；「為什麼沒能多關心
他一點，或許可以及時的幫他、救
他。」然而，再多的淚水與哀慟也
換不回遠離的生命，我們需要洗滌
哀傷，勇敢面對未來，面對問題，
做出最適當的處理。
生命中有許多關卡，也許會讓你/
妳一時情急？也許覺得氣憤難平？
也許心中有解不開的心結？也許你
/妳覺得世上沒人在乎自己？也許
覺得人生不再有任何希望？然而，
許許多多的也許都可以，但唯一不
可以的就是「以死解決問題」。因
為，死者雖已矣，生者常戚戚，你/
妳何忍讓自己的父母或在乎自己的
人深受這種思念的煎熬呢？
「事與願違」往往才是人生常

【記者莊靜淡水
校園報導】古典吉
他社於10日在文錙
音樂廳舉辦「弓
玄心青」期末成果
發表會，發表會主
題以拆解文字的手
法訂定，表達「弦
情」意涵。社長航太四王敬淮表示，
「希望透過古典吉他的弦絲舞動，使
聽眾有平靜安適之感。」表演內容以
外國歌曲為主，其中安排4首動畫電
影主題曲，分別選自「犬夜叉」、
「風之丘」、「龍貓」及「神隱少
女」，喚起日本動畫影迷的回憶。
活動尾聲由電機三蕭硯文演出「Last
Christmas」，弦聲悠揚繚繞，為即將
到來的耶誕節，增添些許溫馨感。
此外，社團指導老師、機電系講師
戴權文以神秘佳賓蒞臨現場，彈奏義

Street Square 溜冰場上演HipHop街頭文化

MORE日狂歡 聯合耶趴週開跑

未來號 帶你穿越時光隧道

期待走出不同的隧道時，會有不一
樣的體會。
展覽不僅有靜態實習內容的照
片，也介紹各實習單位，並擺設實
習中所用到的器具或衣物，如：陶
土及臺灣新移民的傳統服裝。發表
會中，每位參與成果展覽的學生，
分享他們的學習心得與內容。
近來馬雅末日預言說眾說紛紜，
以研究未來學為主的未來所所長鄧
建邦表示，未來學研究所主要是在
關心全球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變
遷，在學科上並沒有直接的預言
「世界末日」，雖然從過去「末日
說」不斷的被提出，在文明的滅亡
或宗教上都有人揣測，但往往皆缺
乏了科學的證據。在未來學上，探
討類似相關的議題，主要在針對人
類生存、人口問題、環境節能等問
題，但『末日說』也讓我們更加去
反省我們現在的社會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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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7(一)
8:00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救國團「102年青年節
表揚大專優秀青年」
公開徵選

12/17(一)
8:00

諮輔組
B408

愛情卡體驗
報名活動

12/17(一)
8:00

通核中心
I805

2012淡江音樂季第三場
干詠穎雙簧管獨奏會
-花之鐘，索票活動

12/17(一)
10:00

樸毅志工社
商管大樓前

舊衣舊書募集活動

12/17(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
「舊愛，還是最美」

12/18(二)
12:00

教心所
ED101

101學年度實習成果發表
暨實習座談會

12/18(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
「最後的美麗」

12/18(二)
18:30

衛生保健組、
膳食義務
督導工作團
L302

DIY樂活體驗-「心」能量

12/18(二)
18:30

法文系
I201

法語歌唱比賽

12/18(二)
18:30

大傳系
O202

做好換季肌膚保養，
水嫩一整個秋冬

12/18(二)
19:00

種子課輔社
E308

種子之夜

12/19(三)
10:00

美術社
黑天鵝展示廳

畫展「黑舞士」

12/19(三)
12:00

教心所
ED101

年度耶誕聚餐

12/19(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
「說來有點可笑」

12/20(四)
10:00,13:00

境輔組
T1001

移民署為僑生
辦理居留證延期

12/20(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
「不設限的美麗」

12/20(四)
18:00

法文系
覺軒教室

聖誕晚會

12/20(四)
19:00

尋寶社
O306

尋寶社報佳音

12/21(五)
7:30

師培中心
南湖國小、
建安國小

特色機構參訪

12/21(五)
10:00,13:00

境輔組
T1001

移民署為僑生
辦理居留證延期

12/21(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姊妹」

12/23(日)
13:30

茶藝社
驚聲廣場

第十二屆淡然無我茶會

12/23(日)
18:30

國際標準舞研習社
學生活動中心

「國標幫幫忙」
成果發表會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2/19(三)
18:30

淡江學生會
蘭陽事務部
一樓學生餐廳

蘭陽校園平安聖誕夜

12/20(四)
19:00

觀光系系學會
一樓學生餐廳

觀光系之夜
溫暖你的心

大利民謠「歸來吧書藍多」與新疆民
謠「在銀色月光下」，以精湛的指法
技巧，詮釋古典吉他的神韻與風采。
最後由社團所有成員壓軸登場，合奏
一曲「Ave Maria」，透過高低音的相
互碰撞與結合，呈現出輕快跳動的音
符。王敬淮說：「希望聽眾觀賞表演
後，能對古典吉他有更深層的了解，
體會古典吉他的美妙之處」。航太四
曾品剛表示，「最後的合奏演出雖然
簡潔，但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令人
感動！」

花The Hell 插花展 主打互動式體驗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花朵不再只能遠觀，還可
以褻玩焉！插花社於11至14日在黑天鵝展覽廳舉辦「花The
Hell」插花展。不同於以往，今年首創互動式展覽，每區展覽
牆上皆有設置獨特的主題背景，無論是告白、求婚還是雨天
小傘，都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社長國企二蔡嘉恂表示，「這
次的展覽主題由全體社員齊心發想，想要顛覆以往展覽只能
動眼的模式，透過互動展覽，可以讓大家耳目一新。」
展場最特別的莫過於NBA球星林書豪的剪影背景，以紅
火鶴和劍蘭葉搭配為主軸，加上滿天星表現出籃球的意象，
整個花藝作品自由奔放，超吸「睛」！展區中另有規劃募款
區，販賣花茶、餅乾等產品。國企二蔡心硯說：「每個展覽
作品前都貼有可愛小腳印，讓同學可以站在最好的拍攝位
置，照出最美的照片。」
插花社於上週在黑天鵝展覽廳舉辦
﹁花 The Hell
﹂插花展，現場設置主
題、剪影背景及花藝作品，讓參觀者
自由拍攝。︵攝影／林俊耀︶

【記者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未
來學研究所於11日一連4天，在黑
天鵝展示廳舉辦「時光隧道，領你
遇見不一樣的未來」實習成果發表
會。展場中利用火車形式，將10個
不同的成果串聯起來，並將這列班
車取名為未來號。
成果展內容為未來所碩二的10位
研究生，在暑假期間到各個不同單
位實習的成果。實習的單位分為
三類：營利、非營利組織及公家
機關，主要偏向人文藝術類型，包
括：世代傳承、淡水的慢活、土中
作樂樂陶陶、性別與美，活出自
信、從CITIZEN到NETIZEN.、神
秘的面紗、內人/外人-新移民與臺
灣社會、愛體惠，體會愛、大學社
團服務-服務學習的感動方程式、
動動手指救地球。未來所碩二林凱
鈞表示，這次的展覽主題取名為時
光隧道，是希望藉由『隧道』的意
象，帶領大家看見不一樣的未來，

2221
2491

態，老子所言：「飄風不終朝，驟
雨不終日」，任何的狂風暴雨都不
會持久，來得快去得快。所以只要
堅持活著，勇敢面對，終將可以走
過幽谷，而你/妳其實並不孤單，
改變的力量可以由小轉大，請讓我
們（諮商輔導組的專業老師）陪伴
您，一起面對人生中種種的不如
意，一起將逆境化為人生的動力，
一同發掘生命的意義與正向能量。
當您或身邊同學對生命感到絕望
時，請一定要撥打以下任何一支電
話，有專業的老師可以跟您一起解
決問題：諮商輔導組(02)2621-5656
轉2221、2491；24小時緊急事故聯
絡電話：(02)2622-2173；張老師
專線：1980(依舊幫您)；生命線：
1995(請救救我)；安心專線：0800788-995(請幫幫，救救我)；網路諮
詢：淡江大學首頁→行政單位→學
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心理健康
操（文／學務處諮輔組提供）

古典吉他期末成發
好個弓玄心青逸致

賃居的部分，林慶宏講到，「若對租屋環境有疑慮，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響應校園安全宣導月，
可向新北市警察局提出『防竊達人』到你家的服務，將
生輔組於10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犯罪預防宣導」，
有專員至府進行實測。」他也呼籲騎乘機車的同學，切
邀請淡水分局偵查隊隊長李嘉怡、偵查佐林慶宏蒞臨演
勿將貴重物品放在置物箱中，以防宵小。英文一林志
講，針對賃居校外的同學進行宣導，同時生輔組貼心準
安：「未來會多留意租屋外在環境，以免發生憾事。」
備餐盒及咖啡，讓師生一同共度美好的午餐時光。
李嘉怡藉由實例說明詐騙手法，其中最常見的是網路
詐騙、性侵害及性騷擾，並提醒同學「如遇是可疑之
事，切莫慌張！可撥打反詐騙專線165進一步了解。」對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Welcome to the Street
於學生外出尋找工讀，偵查佐林慶宏提醒，「雇主若要 Square！」集結淡江純正的嘻哈風格活動，包含Breaking、
求提出存款簿、密碼、金融卡及印鑑等重要證件，千萬 Beatbox、饒舌及滑板等街頭元素，由Beatbox社、極限舞
不可交付，以免成為『詐欺共犯』！」
蹈社及滑板社聯合舉辦「淡江街頭廣場-Street Square」，
於12日在溜冰場熱力登場，現場吸引超過60位熱愛嘻哈的觀眾前來。
BeatBox社長資管二蔡明翰表示，「Street Square推廣HipHop街頭文化之
餘，期望將此塑造成淡水的街頭聖地，更期待成為淡江的文化之一。」
活動自由且內容豐富，除了有精彩的Battle秀及Wheel War(車輪戰)外，
還特別邀請DJ Vast、當紅地下饒舌歌手三小湯、百萬大明星BeatBox組
合Mouzik及魔術師化學四朱耿慶到場表演。西語四許維辰表示說：「最
喜歡Mouzik帶來的BeatBox表演！下次若再舉辦會再來參加。」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2012年，來點不一
樣的方式歡度末日佳節！全部36個系學會首度團結
一心，由財金系學會會長財金二丁浩擔任總召，集
結22系主辦、14系協辦「MORE日狂歡」聯合耶誕
週，即日起至22日(週六)在海報街登場。期間6項特
色活動為「MORE日換換愛」、「聖誕老杯杯」、
「尋找甜蜜蜜」、「薑餅屋穿新衣」、「雪人傳
情」、「超紅潛入」，大一、大二的同學只要闖關
完成蒐集3個章，即可換取「社團活動認證」資格乙
次。丁浩表示，「這是本校『首度』舉辦聖誕週的
活動，相較於往年只有一場聖誕晚會，今年集合眾
人之力擴大慶祝佳節，也希望這個活動能傳承下去
成為淡江的傳統。」
19日(週三)的PARTY TIME以及22日(週六)的
現場演唱會，皆於下午18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
行，即日起至21日(週五)在商管大樓3樓門口、
新工館中庭、傳播館門口擺攤售票，相關資訊請
洽活動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home.
php#!/2012LastChristmas）。PARTY TIME將邀請
MC HOTDOG、專業DJ及Dancer營造夜店氛圍，主
打軟性飲料和酒精飲品「無限暢飲」；演唱會強大
的卡司則有張懸、林凡、棉花糖、宇宙人、李唯楓
輪流「獻聲」，還不快和同學一同來跑趴狂歡！

情事時，學生評議委員會也有權
依法懲處。」張書瑋說：「學生
評議委員會預計下學期可以實際
運作，希望讓學生自治組織更加
完善，處理學生事務有更好的機
制，目前有學生評議委員會的大
專校院不多，假如能順利運作，
也可以使淡江大學成為我國學生
自治的良好模範。」

古典吉他社於上週一在文錙音
樂廳舉辦﹁弓玄心青﹂期末成果
發表會，圖為臺上一名神情專注
的表演者。︵攝影／劉代揚︶

因為

生事務的推動。」
對於學生評議委員會的委員特
色，他說明「必須公正、客觀，
對於學生事務及自治法規都需要
有相當程度的了解，且本會主要
工作在於仲裁學生會和學生議會
間的爭議，同時當雙方對於法規
解讀不明確時，扮演提供解釋的
角色；另外，若是兩會有失職之

學生議會參訪立院 強化自治理念 實踐公民參與

小蚊鯖生活節 二手交換市集熱賣

實驗音樂社於6日舉辦「小蚊鯖生活節」，在滴
咖啡外的廣場設置二手交換市集，吸引不少同學
前往尋寶。（攝影／蔡昀儒）

活動看板

誠信女子大學
誠信女子大學（Sungshin Women's
University）創立於1936年，為韓國著名女
子大學之一。誠信二字於學院創立時所起
的，源自禮記中「身致其誠信」之意，期
許每位學生都可以成為精誠可靠、不斷汲
取博大精深知識，以及凡事可以親力親為
的人。這也是誠信女子大學的教育理念，
與本校於1983年5月20日締結為姊妹校。
誠信女子大學不僅有大學部，還設有幼
稚園、國小、國中及高中，在校生人數高
達1萬3千多名，該校位於首爾市中心，交
通便利，搭乘首爾地鐵4號線即可到達，校
區四周為商業街發達，校區週邊形成誠信
女大商圈。
誠信女子大學學科以聲樂、美術、服裝
設計聞名。除此之外，該校於1990年創立
誠信外國語教育學院，以培養國際化的人
才為目標，透過系統式的教學可以讓外國
留學生們更加了解韓國的文化特色及語言
之美，不但免費提供15個最新語言實習室
及影音室，還給予外國學生學費減免的優
惠，讓許多對韓國文化有興趣的學生前往
該校學習。（整理／楊蕙綾、圖片來源：
http://www.hanguoliuxue.org.cn/sungshin.
asp）

相關「姊妹校 On Air」介紹，請上淡江
時報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
點選姊妹校專區，就能搜尋到更多友
校資訊！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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