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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管三洪銘駿：把2012的不愉快丟掉，大家一起迎向嶄新的2013吧！中華民國101年12月24日

　MATZKA魅力席捲淡江！詞創社於18日邀請到2011
金曲獎最佳樂團MATZKA蒞校，舉辦「MATZKA樂團校
園巡迴音樂門診」，現場吸引將近200位同學前往一
睹偶像風采。詞創社社長企管三謝宜靜說：「今晚真
的很熱血！謝謝大家在寒冬中還願意排隊入場，看見
教室被塞滿，很高興同學都很熱情回應這個活動。」
　MATZKA以一曲〈Mado Vado〉熱力開唱，為活動揭
開序幕，接著主唱宋唯農徵求志願者即席表演，現場
互動氣氛熱絡，而獲邀上臺的俄文四王伯崴表示：
「能在他們面前表演自己的自創曲相當有趣！」活動
中宋唯農用幽默的方式，解答同學們在音樂上的疑難
雜症，除了稱讚淡江的學生相當活潑，更期許同學們
「努力朝自己的目標付出，音樂是沒有限制的，想玩
什麼都可以！」
　國企三李俊基開心地表示，「能見到偶像的現場演
出，真的很有感覺！建議社團下次能換到更大的空
間，讓喜歡獨立音樂的同學能一起欣賞。」企管四
王俊人則可惜地說：「只有一小時實在不過癮！但
MATZKA樂團真的很特別，讓人感受到他們把自身的
經歷融入歌曲中，也體會到無窮的生命力。」（文／
林妤蘋、攝影／盧逸峰）

MATZKA樂團駕到！

　【記者賴奕安、莊思敏淡水、
蘭陽校園報導】第30屆學生議會
議員選舉結果18日出爐，本次議
員選舉參選人數10名，當選人數
9名，當選名單如下：歷史二游
政諺、化學二鄭宇翔、土木三邱
盛宏、公行二黃琮芳、保險四許
綵羚、會計二陳佳伶、教科碩二
藍雅芸、政經一楊偉正、政經一
邱宥綾。
　本次選舉總投票率2.93%，以
工學院投票率1%最低，全球創
業發展學院21.88%最高，整體投
票情形仍然偏低。學生議會議長
企管三劉書宇說：「我們還有要
努力的空間，可以從議會形象的
宣導下手。」對於當選人的特
質，他說：「這次許多參選人都
是第29屆學生議會的秘書，可以

說議會的培訓，啟蒙了一些同
學。」
　此外，劉書宇提到，由於學生
會會費繳交情形不踴躍，下一屆
學生自治組織可能會面臨經濟危
機，「希望大家可以藉此財務警
訊，去革新財政管理，並好好思
考同學們不願繳交會費的原因，
讓危機變成轉機。」
　蘭陽校園部分，同時於17日至
18日在教學大樓3樓圖書館前進
行投票，候選人為政經一邱宥綾
與政經一楊偉正，最後票數皆超
過60票門檻，分別以112票、81
票當選。蘭陽選委監察委員政經
二黨以石、蔡萱燁表示，學生議
員存在的目的在於對選民負責、
了解學校政策，並反應至校務會
議中。

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結果出爐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建築
系於10日至14日舉辦建築週，豐富
精采的表演活動，包含建鬼、型男
大主廚、樂團之夜、賓果及聖誕晚
會，不僅系內學生熱情捧場，風靡
全校的「建鬼」更是吸引約750位同
學共襄盛舉，系學會活動長兼建築
週總召建築四林家豪表示，「型男
大主廚」考驗同學們的烹飪技術，
並加入綜藝性規則，為活動增添樂
趣，此外透過社群網站粉絲團的建
立，凝結各活動的向心力，讓建築
週更具整合性。
　邁入第10年的「建鬼」以「獰血
祭」為題，將舊工館與建築館佈置
成醫院場景，並以黑布、舊報紙和乾草等
鋪設在牆上和地上，塗灑紅漆，為燈影幢
幢的鬼屋，再添血腥之感。近90位驚駭嚇
人的鬼魂，扮相令許多同學嚇出一身冷
汗，驚叫聲不斷。「建鬼」活動總召建築
二張琪表示，這次以美國影集「陰屍路」
為發想，並首次在場景中設計音樂，製造

恐慌感。
　此外，今年在動線規劃上細心調整，也
使活動進行更順利。驚魂未定的運管一陳
盈璇直呼：「叫鬼不要打我臉抓我腳！」
而被鬼抓腳數次的英文四蔡文涵說：「好
可怕！從頭上掉下來的鬼簡直嚇死我！但
身為淡江人一定要來建鬼。」

建築週活動不間斷

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12/24(一)

10:00

諮商輔導組

L408
愛情卡體驗遊戲

12/24(一)

10:00

資傳系

黑天鵝展覽廳

創意數位媒體教學

實習中心

招生暨成果發表會

12/24(一)

10:00

資傳系

黑天鵝展覽廳

空界Air-Sector

賴惠如數位創作展

12/24(一)

12:00

淡江校園福音

團契

商管大樓3F門口

聖誕報喜樂洋洋

12/24(一)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花漾羅馬」

12/25(二)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真愛挑日子」

12/25(二)

19:00

淡江校園福音

團契

E412

聖誕晚會－

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12/26(三)

9:00

戰略所

調查局總局
戰略所調查局參訪

12/26(三)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真愛零距離」

12/26(三)

19:00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晚‧安」鋼琴社音樂會

12/27(四)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

「最後一封情書」

12/27(四)

19:00

古箏社

文錙音樂廳
期末成果發表－謠箏

12/28(五)

12:30,18:30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播放影片「愛找麻煩」

12/28(五)

19:00

國樂社

文錙音樂廳

期末成果發表

－夜泊情懷

　建築系於10至14日舉辦「建築週」，其中風靡
全校的「建鬼」，近90位工作人員扮演驚駭嚇人
的鬼魂，現場讓人毛骨悚然。（攝影／鄧翔）

建築週活動不間斷

　建築系於10至14日舉辦「建築週」，其中風靡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
經歷濕冷雨天與溫暖晴天並存的
一週，36系學會於17至22日在海
報街首度聯合舉辦的Last Christmas
「MORE日狂歡」耶誕週，展現出
淡江人的團結熱力，帶給大家一個
嶄新的方式共度佳節，同時吸引不
少人共襄盛舉！活動期間可看見老
奶奶帶著小孫子來買薑餅屋，子孫
情十分溫馨；或有幾位盲生牽著導
盲犬前來，以觸覺代替視覺的方式
去感受商品、逛市集，和大家同享
耶誕歡愉的氣氛。

　本次主辦單位設有6個耶誕主題
攤位。紅衣耶誕老人和翠綠耶誕樹
的小擺飾，淋上雪白糖漿的餅乾屋
頂，牆壁上裝飾著色彩繽紛的巧克
力，都令人垂涎欲滴，讓「薑餅屋
穿新衣」成為詢問度最高的一攤！
不僅可以購買現成的小禮盒，還可
自己動手做。化材一曾靖涵、徐
恬靜、李芮彣3位好友在現場立即
「開工」，他們分享：「這是第一
次自己做薑餅屋，雖然糖漿很黏手
不好做，但還蠻好玩的！」「雪人
傳情」攤位旁擺放著美宣組使用紙

箱DIY製成的雪人造型信箱，可愛
造型很吸睛。美宣組組員化材二吳
佳芸表示，來索取並投遞免費卡片
的人潮踴躍，「有同學就一口氣在
現場寫10張以上的卡片！」總召財
金二丁浩說，讓同學闖關蒐集3個
章，即可換取「社團活動認證」資
格乙次的點子相當成功，「尋找甜
蜜蜜」的活動讓好多大一、大二的
同學都追著系學會會長們跑，就是
為了蒐集15枚甜蜜蜜章換取1枚活
動認證章。
　此外，也請到21個文藝市集小攤

子進駐，其中多為原創的手工藝
品，包括首飾、吊飾、徽章、包
包、圍巾、插畫卡片等。有些賣家
也會和顧客開心合影留念，引起同
學們駐足細賞商品，順道精心挑選
心儀的耶誕禮物。資管三董姿旻表
示，Mini．Hana幸福插畫的攤位令
她印象深刻，「因為他們屬於插畫
家協會的一員，之前在網路上就看
過他們的作品所以感覺很親切，而
且他們的畫真的很可愛！」

聯合耶趴週 MORE日帶來人氣 歌舞市集樂無邊 

　圖為「聖誕老杯杯」攤位，現場販賣「食尚」杯子蛋糕。（攝影／蔡昀儒）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弘光科技
大學於14日蒞校參訪，由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原住民事務暨志工發展中心秘書陳
明國，帶領教職員及學生社團幹部等一
行80人，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進行「校際參
訪，標竿學習」。源社的社員們也在參訪
團抵達的同時，帶來一段精彩的原住民迎
賓舞蹈。
　會中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江夙冠表示，
「盼透過此次校際觀摩，提升並刺激組織
創新，激發彼此對於創新的想法，並藉由
溝通訊息的分享，學習相關經驗。」學生
事務處專員陳瑞娥說明，多元尊重、文
化傳承、族群認同的重要性，並提到
「目前學校原住民學生僅透過源社，
維繫感情，希望能持續規劃專屬於原
住民學生的活動空間，增進凝聚力與
認同感。」陳明國則介紹原住民事務

暨志工發展中心的業務、服務隊概況，以
及技藝推展等事項。
　除了源社分享舉辦社內活動心得，亦邀
請本校全國社評獲獎之社團，由康輔社、
經濟系系學會進行經驗分享。康輔社前副
社長財金四李美儀表示，「準備社評時，
大家都抱持堅持的信念去挑戰，並善用資
源、傳承歷屆學長姐的經驗，才能脫穎而
出。並感謝課外組提供的協助，也鼓勵社
團夥伴尊重彼此的意見，在溝通磨合中讓
每個人都成長！」下午也進行社團辦公室
導覽、分組交流、綜合座談、心得分享，
讓校際間社團互相觀摩。

弘光科大蒞校參訪 增益社團實作經驗

　在這佳節時刻，應景的推出4款、
超過500張自繪耶誕卡片老早被搶
購一空的賣家，可不是身穿紅衣的
Santa Claus，而是一身綠裝的航太四
王令奇！他的作畫採用電腦繪圖的
方式，作品特點在於畫中人物均不
繪上眼珠，風格以單色線條的俐落
筆觸，呈現出簡單而幽默的主題，
並佐以重點式上色，畫面不僅讓人
易懂，也能引人發出會心一笑。王
令 奇 的 作 品 在 網 路 上 擁 有 超 高 人
氣，同時在社群網站facebook粉絲團

擁 有 破 千
名 的 支 持
者 ； 其 中
被 轉 載 最
多 達 6 0 餘
次 的 作
品 是 ，
他 畫 了 2

個蔡依林來呈現的雙十節賀圖。此
外，粉絲團裡也有同好因仰慕其畫
作，而向他提出交換手繪卡片的邀
請，不過他也為網路上紅極一時的
國際青年交流團學姐「馬力歐妹」
單單，繪製facebook的粉絲團封面，
顯示其繪畫天分頗受各界好評。
  早期，王令奇是以小畫家用慢工
出細活的方式，1小時才得以完成一
幅作品，後來改用高中朋友送的電
子畫板，搭配繪圖軟體Illustrator，

目前已累積出破百幅的創作。然而
令人驚奇的是，如此精細熟稔於掌
控畫作線條的王令奇，居然是「無
師自通」！自幼熱衷於畫畫，因此
從小伴隨著他長大的這項長才，早
已成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表示雙親都十分支持他的創作，
「媽媽說我能有一技之長是件很棒
的事！」王令奇甚至將這項技能運
用在課業學習上，例如高中時的物
理課較艱澀難懂，他便以搞怪的方
式畫圖做筆記，將整本課本畫滿插
圖，幫助記憶並增進理解力，因此
也獲得相當優異的成績。
　談起作畫靈感的來源，王令奇直
言 是 出 自 於 生 活 週 遭 的 點 滴 ， 只
要給他10分鐘，他就能顛覆你的想
像，以獨到觀點繪出他眼中所見不
平 凡 的 世 界 ， 生 性 樂 觀 開 朗 的 他

說：「用心體會就能發
現很多小樂趣！況且大
家都會有相似的生活經
驗，若能因此和我的作
品 產 生 共 鳴 ， 進 而 發
笑，就是我最大的成就
感。」未來，王令奇相
當樂於進入和畫圖相關
的工作領域，因為「畫
畫 真 的 是 件 很 快 樂 的
事！」他也會多學習行
銷層面的手法，以利結
合自身專長發揮在職場
上。他表示，這次販售
卡片算是小試身手，順
便探市場水溫，若時間
允許，下學期他計畫推
出一系列的主題賀卡，
當然也包含慶祝畢業季的卡片。王

令奇保證，新作品絕對會帶給同學
耳目一新的感受！（文／歐書函）

隔壁老王
 擅長將意象轉化成圖像

航太四王令奇

　圖為航太四王令奇手持電子畫板，面露逗趣的
表情，搭配自繪的插畫，呈現出應景的過節氣
氛。（攝影／蔡昀儒、插圖／王令奇）

帶動中小學 15社團展現服務成果
　【記者
張瑞文淡

水校園報導】由學生事務處課外
活動輔導組主辦之第八屆帶動中
小學社團發展成果分享會「因為
有你，愛不單行」，於18日在文
錙音樂廳舉行。開幕儀式邀請到
學務長柯志恩蒞臨致詞，並表示
「很感謝各社團肯花費時間及精
力回饋到中小學，相信服務學習

的經驗讓同學有更多的體會，並
期許未來能將服務精神傳承下
去。」
　本次共有15個社團參與帶動中
小學，前往11所學校服務。會中
除有康輔社、跆拳道社、聆韻口
琴社帶來精彩的表演外，各社團
皆上臺分享服務感想，搭配自製
影片的播放，一幕幕小朋友的燦
爛笑容令人感動。

　體適能有氧舞蹈社社長企管三
廖俞涵分享，一開始小孩子都很
害羞，讓我們有點不知所措，但
經過耐心的教導與相處後，才發

現他們真的很可愛而且非常努力
學習，並希望能繼續參與這個活
動，與更多孩子們同樂！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五魅－五反生
活，遠離魅感」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與春暉社於
14日在鍾靈中正堂舉辦「陽光大使」微電影徵
選活動，為建立同學對毒害、菸害、愛滋、檳
榔及酗酒的正確認知。生輔組組長李進泰表
示，「『五反』中以菸品危害的情況最多，希
望藉此活動建立同學正確的健康觀念，未來計
畫與系學會合作，期待擴大報名人數和提升作
品水準。」
　今年獲選前3名的作品依序為：「告白」、
「救贖」與「那些年我們一起反的菸害」。榮
獲第一名的「告白」以反菸為主題，運用紀錄
片的手法拍攝，影片負責人資傳三林昆良表
示，「香菸的引誘猶如『小三』，希望以具體
的意象深化觀者在抽菸前，能多為身旁的親友
著想」，他並說：「準備過程略顯倉促，能獲
得第一名感到非常意外，也很高興。」春暉社
指導老師、生輔組校安人員魏玉文表示，「今
年首次以微電影呈現競賽作品，透過同學們的
創意發想，以寓教於樂的手法，計畫未來能在
新生講習講座、賽博頻道中播放。」

陽光大使微電影告白中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美術社於18至21日在黑天
鵝展覽廳舉辦「黑舞士」畫展，會場佈置成巴洛克式風格，分
為大廳、舞廳、餐桌區等區塊，一連4天展出社員們過去一年的
精心傑作，作品多為社員在社課中完成的作品，有彩繪面具、
紙袋、雨傘，其中畫作部分包含素描、水彩、粉彩、油畫等。
此外，有策劃呈現大型的裝置藝術，並結合素描用靜物將餐桌
區幻化成豐盛的佳餚，取材相當大膽且廣泛。
　另外，今年展場採取開放式空間設計，讓參與者有較無拘無
束的感覺，美術社社長會計三鄭捷表示，「『黑舞士』概念取
自黑天鵝的優雅及巴洛克式華爾滋的元素，希望能透過不同的
媒材來呈現同一種風格，而今年最大的突破，就是將參與者回
饋放在第一位，因此特別在社課時請社員補上作品名稱及理

念，以呼應參展同學的要求。」

　美術社副社長歷史三練淑如（右一）
向參觀者介紹社員們在社課製作的手作
面具。（攝影／林俊耀）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
導】戰略所和法文系不約而同
於20日歡慶耶誕佳節！戰略所
師生們洋溢著節慶的愉悅，
師生們為此次「2012迎接新世
代－聖誕趴」忙進忙出，現場
超過50名所內師生熱情參與，
除了大啖豐盛佳餚外，更重要
的是聯絡彼此感情。
　戰略所所長翁明賢表示，一
年一度的耶誕節，也是所上的
Family Day，至於禮物最重要
的是傳遞關心和祝福。透過有
獎徵答、交換禮物的過程，拉
近每個人的距離，也讓戰略所
師生的感情更加緊密。
　接著上陣的是法文系的聖誕
晚會。一踏入覺軒教室，濃厚

的耶誕氣息撲鼻而來，彷彿置
身在法國歡樂慶祝的街道上，
別有一番風味。敲破彩球後，
從天而降五彩繽紛的糖果，為
晚會揭開序幕。藉由法籍助教
Elsa的介紹，學生們更能了解
耶誕節的意義，以及法國人過
節的傳統。而耶誕老公公親臨
發送禮物，驚艷全場。
　此外，BeatBox表演、法文
系學生相繼即興演出，以及國
企四克羅德的演唱，為晚會掀
起一波高潮。法籍老師們現場
教唱法文聖誕歌曲，為夜晚畫
上完美的句點。法文一林繼祥
說道：「大家相聚在一起很溫
馨。晚會中有法國人的參與，
更能感受法國過節的氛圍。」

戰略所啖美食法文系送禮物
慶賀耶誕節 歡度Family Day

樸毅志工募物資 捐助弱勢團體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樸
毅志工社於17至19日在商管大樓
門口前擺攤，舉辦「舊衣舊書募
集活動」，邀請教職員生一同捐
出衣服、書籍，將它們送給心怡
文教基金會。樸毅志工社社長德
文二邱馨儀表示，「感謝大家踴
躍捐贈，我們只要用點心思，就
可以利用身邊的資源來幫助弱勢

族群，這樣不僅能愛護地球，將
舊物再利用，並發揮愛心，讓世
界更美好。」西語三李雯婷整理
一大袋衣服及褲子，並表示「希
望自己不需要的東西可以幫助更
多人。」西語四孫嘉臨說：「我
是透過facebook知道這次募集活
動，所以帶著舊衣服過來，讓有
需要的人繼續照顧它們。」

黑舞士畫展 美術社員成果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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