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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溶咖啡
館 」， 聽 覺 視
覺 饗 宴。（ 攝
影／吳國禎）

歲末成發 社團攜手完美收官

954 期
新社辦彩繪展活力

（ 攝影／張令宜）

歲末迎新春，共鳴箱古典吉他
社、烏克麗麗社、國樂社等社團
在校園內展開各式成發活動，為
2014年畫下完美句點。

「戀琴」浪漫饗宴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報導】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於上月22日在
文錙音樂廳舉辦期末成果發表
會－「戀琴」，以一首「sons of
skyrim」揭開序幕，並由20位社員
輪番彈奏14首演奏曲，讓音符迴
盪在嘉賓腦海中。
在演奏「野玫瑰」一曲時，工
作人員更到臺下發放玫瑰花，浪
漫的巧思讓現場笑聲滿溢。最
後，也應景地演奏耶誕曲「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在寒
冬中撫慰聽眾心靈。企管三劉哲
宇說：「『Someone Like You』一
曲令我驚豔，演奏得很好。」社
長運管二林宥嫺表示，雖然練習
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但與幹部
一起突破，最終呈現完美演出，
「真的由衷感謝他們，讓大學生
活有段美好回憶。」

「烏克好聲音」 創意博得喝彩

【記者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烏克麗麗社於
上月23日晚間在I201舉辦期末音樂會－「烏克
好聲音」。本次仿照音樂競賽節目「中國好聲
音」形式，創意十足。活動以美國創作歌手火
星人Bruno Mars的知名歌曲「 Count on me」
熱鬧開場，並由46位表演者，連番演出15首耳
熟能詳的流行音樂曲目，完美歌聲與烏克麗麗
琴音巧妙結合，博得現場熱烈掌聲。
烏克麗麗社社長資圖四莫紜瑄表示，本次擺
脫以往純音樂形式，加入綜藝及選秀節目元
素，不僅增添表演精彩度，觀眾反應也相當熱
絡，「新生與幹部盡力練習與準備，得到如此
成果相當感動。」

「出鬼入神、魔音傳腦」展國樂多元貌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雅滬國樂社
上月23日晚間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出鬼入神、
魔音傳腦」期末公演。
配合本次主題，在表演者的引領下，讓每
位觀眾變身為熱門手機遊戲「神魔之塔」的
馴魔師，上半場以「童心樂陶陶」、「阿里
山的日出」、「臺灣名謠幻想組曲」3首曲
目象徵在旅程中成長茁壯，下半場則帶來
「最重要的小事」、「知足」、「崖上的波

社辦空間大躍進 熱鬧喬遷五虎崗

最後遺言 反思人心

實驗劇團於 23 日至 26 日晚間在實驗劇場，
舉辦為期 4 天的期末公演《最後的遺言》。
一場殺人事件引發文學教授、律師、作家、
殺手相繼出現汽車旅館內，四種角色表面為
證明自我職業價值，實為成就個人名聲，人
性的自私導致最後悲劇收尾。
導演日文四趙康宇表示：「悲劇結局表達
出人們的私心往往導致不幸的事一再發生，
希望帶給觀眾另一層啟發。」中文三陳羽晴
表示，劇中提及，人生中的言行都會成為後
人檢視的一部分，所以每天都要認真的過，
才不會後悔。（文／蔡晉宇、攝影／黃國恩）

本週我最 靚

國企四蕭瑞玲：祝大家
新年快樂！

「重返Ｃ大調」，表演者唱得如癡如醉。（攝影
／吳國禎）

「烏克好聲音」仿「中國
好聲音」創意十足。（攝影
／吳重毅）

ar
2015 happy new ye

【記者莊博鈞淡水校園報導】為解決社團
活動空間不足，本校自 9 月起租賃位於校外五
虎崗兩棟大樓，簽 5 年租賃合約並進行空間
修繕，期能帶給學生優質空間以進行社團運
作。學務長柯志恩說：「特地找學生發揮創
意彩繪，以街頭塗鴉風格美化新社辦的外觀，
希望為社團活動注入新活力。」
兩棟大樓，各為 4 層樓，一棟規劃給 27 個
社團作為辦公室，另一棟則增設木質、PVC
地板、扶手、大型鏡面供社團練習舞蹈、活
動使用，截至目前有卡波耶拉社、國標舞社、
舞蹈研習社等社團陸續搬入及使用活動空間。
卡波耶拉社社長資工四段為康表示：「能
有一個獨立、清淨的空間讓我們辦公及聯絡
感情，感到很滿足。希望能改善天花板漏水
問題。」國標舞社秘書英文三林柏妏則說：「新
的活動場地鋪設木質地板，除更加的舒適外，
也擁有獨立的空間，不會受到干擾，能夠更
加專心地精進舞技。」
對於壁癌、漏水等問題，節能組組長姜宜
山回應，目前學校已持續修繕相關問題，若

「出神入鬼、魔音傳腦」展現耳目一新國樂
樣貌。（攝影／朱蔚雅）

妞」、「神魔之塔」等4首膾炙人口曲子，將
流行音樂以傳統樂器表現，帶給現場聽眾全新
聽覺感受。社長歷史二林妤謙表示：「此次最
困難之處是如何讓大家耳目一新，除了展現國
樂多元樣貌，也能認識更多傳統樂器。」

「即溶咖啡館」聽覺視覺完美結合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4日，吉
他社在覺軒花園舉辦「即溶咖啡館」成果發表
會，現場免費提供多種咖啡，讓味覺與聽覺饗
宴完美結合，吸引逾百人前來欣賞。
第四十二屆幹部群以「Last Christmas」一曲
開場，祝福耶誕快樂，緊接著由吉他社社員陸
續表演「思念是一種病」、「孤獨的總和」等
22首知名曲目。過程中，更用心設計有獎徵答
活動，贈送多樣精美禮品。大傳一陳照宇表
示，本身喜歡音樂，因此興奮地前來看朋友表
演，沉浸在輕鬆氛圍中，享受精彩演出。

「重返 C 大調」表演者情歌告白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Music Night！
音樂文化社於上月29日在覺軒花園舉辦「重
返C大調-期末成果發表會」，逾50人前來參
加。15組表演以樂團或單人方式輪番上陣帶來
精彩演出，經濟三陳子恩感於高雄氣爆帶來傷
痛，自彈自唱滅火器樂團「晚安台灣」希望帶
來溫暖。此外，有同學演唱情歌向心儀對象告
白，引起現場觀眾廣大迴響。社長日文四林佩
縈表示：「今天成發讓我很感動，即使學員有

點緊張，但都努力展現所學，雖然辛苦卻很值
得。」真理大學觀光數位知識學系的林紘瑋
說：「很開心朋友邀我參加，他們的表演曲目
有熱血、深情等不同曲風，十分多元，讓原本
就對音樂有興趣的我想更深入接觸。」

「失戀工作室」古箏療癒人心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失戀，是為
了遇見下一個對的人。」你是否曾有分手後仍
對前男女朋友戀戀不捨嗎？古箏社於上月29日
晚間舉辦「失戀工作室」成果發表會，吸引近
70人前來文錙音樂廳欣賞。
以6個女生分享失戀心情故事開場，接著，
以名為「文婷」的女孩失戀的心路歷程及她朋
友的想法，共錄製16段個人獨白帶出「三寸天
堂」、「望春風」等16首曲目，表演者輕撥琴
弦，彈奏出動人樂章，使臺下觀眾陶醉在悠揚
樂聲中，西語四黃婷怡說，「古箏彈奏相當不
錯，每首都扣合主題，琴聲很療癒。」
「失 戀工 作室 」的 表演 者輕 撥
琴弦 彈奏 出動 人樂 章。（ 攝影 ／
張令宜）

70 人體驗焢窯樂 好萊塢湯圓會 傳雄友情

學生仍有空間使用上問題，
可與課外組反應轉知本組
協助處理。對於未來有意
願申請五虎崗社辦的社團，
課外組組長江夙冠表示，
只要成立一年以上，皆可
申請，將參照一年的表現
來排優先序。
江夙冠補充，新社辦
將持續補強如空調、
防撞柱等內部機
能， 經 費 允 許 會
完成其他外牆的
彩 繪。 為 增 加 白
天社辦使用率，將
考慮規劃讓有活動空
間需求的課程使用。

國標舞社在五虎崗新活動空間練舞。
（攝影／王政文）
化材系系學會甫遷入五虎崗新社辦。（攝影
／王政文）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園報導】由城市農夫
社、彰化校友會於上月 28 日在竹圍農場共同
舉辦「你，今天有焢嗎？」實地體驗焢窯活動，
吸引 70 名同學同樂。
在土地工作者梁淳禹指導下，同學親自動手
以紅磚、石塊堆砌傳統土窯，經過烤窯、食材
進窯、悶窯等漫長過程，不少第一次接觸土窯
的學生感到新奇不已，大呼好玩。烤窯過程還
加入製作手工披薩，等待出爐前由河左岸遊藝
社帶領大家玩高智爾球，活動增添活躍氣氛。
城市農夫社社長中文四黃怡玲說：「活動目
的是透過傳統焢窯，讓大家享受野炊樂趣，不
僅親近土地，更能聯繫彼此情感。」水環四劉
醇和表示，想體驗農地自炊自食參加此活動，
實際動手做後感覺很棒，是特別的經驗！」

建鬼屍控以假亂真 驚嚇指數破表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啊！！！」
此起彼落的尖叫聲，迴盪在建築系館中。建築
系於上月 26 日舉辦「屍控」之第十二屆「建
鬼」鬼屋活動，吸引逾 3 百人來見鬼。
活動開始前，建築系館外，已排起長長人龍
搶著要被鬼嚇。活動以黑白布幕、報紙、桌椅、
隔板等道具，將整棟建築系館佈置如醫院停屍
間般陰森，進入該館宛如進入異世界，攀高爬
低的迷宮路徑絲毫不像熟悉的教學樓館。同時
增加許多以假亂真的報紙人偶、牆上的紅漆、
血掌印，更讓燈影幢幢的建築系館，再添血
腥之感。行進間，扮鬼的同學躲在屋內黑暗角
落，分別製造煙霧、從空中降下假人等方式嚇

人，15 分鐘中沿路真真假假的鬼屋情
境，讓同學隨著步伐不斷加快心跳。
俄文一孫于翔心有餘悸的說：「當
我還在注意坐在椅子上的人偶會不會
突然起身時，就被地上真人扮的鬼嚇
得正著，心臟都快停了。」 運管四
張 彥 棋 說：「 終 於 在 大 學 最 後 一 年
體驗到建鬼，可以沒有遺憾的畢業
啦！」 而 22、23 日 開 放 售 票 時， 前
天晚上就吸引同學徹夜排隊，更有人
攜帶帳篷到建築系館入口卡位，成為
建築週奇觀之一。

「我知道我並不特別，因為有你陪伴，才
不放棄，不敢想像撥穗後的身影，只想現在
我抱著你......」本校103級畢業MV《那一天
的身影》，影片中緊握麥克風，深情投入的
演唱，她是主唱「青青」，法文四游曼青，
餘音繞樑的歌聲，清澈的嗓音，深獲歌迷喜
愛。從小，她就喜歡音樂也熱愛唱歌，國中
畢業後，靠著自己打工存錢，買下人生第一
把民謠吉他，就此開啟她的吉他人生。

高二時，游曼青毅然加入吉他社，儘管
每天練上三至四小時彈到手指發疼，也不減
她對吉他的熱情，「吉他對我而言，就像吃
飯一樣重要」游曼青笑著說。
上了大學，她積極尋找比賽及表演機會，
在「2012輔仁大學第35屆青韻獎」中，以個
人組第二名的亮眼成績獲得《華人星光大道
3》青睞，邀請她上節目參賽。在40取32強
賽中，雖然未能晉級，但經過這場大型賽事
淬煉，讓她練就一身好功夫，增加表演自信
心，面對觀眾不再怯場。
不僅在校園內各成發場合，能見到游曼青
的身影，螢光幕前的清新脫俗表現，讓游曼
青接獲不少校外表演機會，10月更獲邀參與
臺北市客委會「2014台北客音樂」演出，上
月20日在臺中迴響音樂藝文展演空間，參與
「微光音樂會售票演唱會」，也在當紅連續
劇《世間情》擔任臨演，表演臺語歌自彈自
唱。就讀法文系的她，更因語言優勢，受邀
到法式餐廳演奏法文歌曲，游曼青認為，
「學習法文，讓她比別人有更多機會接觸不
同領域的歌曲，擴展自己視野。」
「歌迷是一個個唱出來的。」她說。抱著
吉他在校內外走唱，至今累積不少歌迷，曾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自覺年代詩 15 日截稿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社
主辦「微光詩歌節：自覺年代」開始徵稿了！
主題細分為性別、身份、善惡、框架、信仰 5
項題目，擇一作為創作發想並自訂詩題，來稿
即有機會於活動中展出。全體師生皆可投稿，
即日起至 15 日截止收件，詳見臉書「微光詩
歌節」粉絲團。社長中文三曹馭博表示，為增
添淡水地區藝文色彩，把文學推廣至生活，讓
更多人認識現代詩，將連續 3 個月辦理微光詩
歌節，希冀讓參加者藉文學面對這個時代。

社團大聲公

建築系同學扮鬼蓄勢待發，驚嚇路過人。（攝
影／張令宜）

脫俗氣質 狂戀吉他創作

法文四游曼青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高雄校友會於
上月 26 日舉辦「好萊塢之特務雄很大」湯圓
晚會，吸引 144 位會友共襄盛舉，指導老師、
秘書處機要秘書黃文智也到場祝福。
本次不僅是聯繫會員情感的傳統晚會，今年
增加團體表演與性感椅子舞，更配合好萊塢主
題的走秀及團拍競賽，讓現場氣氛嗨到最高
點。會長運管二賴永彬表示：「很高興在歲末
年終舉辦此活動，與會員齊聚吃湯圓、看表
演，寒冬中傳達暖暖的雄友情。」參與活動的
運管二何思葳說：「整場晚會感受到學長姊帶
給我們的歸屬感，期許明年的我，也能變得像
學長姐一樣厲害。」

有鄰居被歌聲打動，從門縫塞小紙條給她鼓
勵，而臉書粉絲專頁「Oh yeah青青」也突
破1千6百人。「音樂讓人感到快樂，創作則
將這份快樂，封存在歌曲中。」她說。因
此，游曼青秉持此信念，創作出一首首輕快
活潑的歌曲，正如同她第一眼給人陽光的印
象，讓歌迷聽完能一掃陰霾，心情愉悅。
在她燦爛陽光笑容的背後，其實也曾因練
習不順遂，幾度萌生放棄念頭，但她所崇
拜的獨立歌手柯泯薰面對音樂的認真態度
與執著，深深影響了她，柯泯薰曾鼓勵她
「繼續創作下去，寫更多好歌，GOGO！
ROCK」，更成為游曼青堅持不懈的動力。
游曼青自嘲個性自閉，但一次次拿起吉他
站上舞臺後，她開始懂得大方用音樂表達自
己的心情及想法，即使在音樂之路上勢必犧
牲與朋友、家人的相處時間，「我不知道值
不值得，但我知道我不會後悔！」她明白，
「喜歡音樂和想紅想當藝人是兩回事」將來
希望能像她喜歡的歌手柯泯薰一樣，在工作
之餘，還能持續彈吉他，保持創作熱忱，走
出自己的「青青Style」。（文／陳羿郿、攝
影／王政文）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歌牌社

歌牌社
帶你領略
日本古典
文 化！ 去
年 3 月，
一群對日
本歌牌有
濃厚興趣
的日文所
系同好共同創社，並邀請鑽研歌牌的日文系
助理教授內田康擔任指導老師，推廣歌牌文
化。社課除了認識牌面、規則、練習比賽等
競技歌牌，老師也補充關於和歌的雜學。
「當初會認識歌牌是因為一款電玩遊戲！」
社長日文碩二張修齊說。從電玩模擬的歌牌
遊戲勾起他對歌牌原型的好奇，於是有了鑽
研歌牌的想法。
歌牌過去為日本宮廷遊戲，近期才演變成
競技項目。由於比賽激烈，又被稱為「榻榻
米上的格鬥技」。1 組歌牌共 2 百張，由各 1
百張「詠唱牌」、「奪取牌」組成，規則由
一位吟唱者依「詠唱牌」唱出和歌上半部內
容，再由 2 位玩家從各自的 50 張「奪取牌」
中找出相對應的下半部內容，獲得最多紙牌，
即為獲勝。遊戲最大特點是沒有裁判，由玩
家風度判斷輸贏。張修齊表示，玩歌牌不僅
訓練集中力，更能認識日本傳統文化。未來
期望招募新血，並舉辦校內比賽與他校交流，
推廣這項紙牌遊戲。（文／莊博鈞、攝影／
盧逸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