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中文三楊蕙綾：耶誕節趕攤應該不會遇到老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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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聲 班代表 社團負責人座談 校長聽你說
歌手溫嵐、戴愛玲的連番演出，讓全場瘋狂。
（攝影／林奕宏、李鎮亞、鄧翔）

【記者藍硯琳、楊蕙綾、李又如淡水校園
報導】學期將至尾聲，為聽取更多學生意
見，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與課外活動組，分別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全校一、四、五
年級班代表座談會」及「社團負責人座談
會」，兩場座談會全程由校長張家宜主持，
並與蘭陽校區進行視訊連線，副校長們及一
級主管與學生面對面，傾聽學生心聲。

班代表座談 學生最關心Wi-Fi

夜淡月超瘋狂

由商管12系聯合舉辦的「夜淡月瘋狂」，15
日在活動中心瘋整夜！現場擠進千人，一睹藝
人風采！現場有飲品提供學生「暢飲無限」，
讓學生直呼，「太high了！」（文／歐書函）

實驗劇團精湛演技 探討人性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實驗劇團於13日展
開為期四天的期末公演，探討城市中人類的寂寞
和生命中所受的制約。其中《相濡以沫》以交錯
的手法，在演員的歇斯底里中表達出寂寞且疏離
感的意象，男主角統計二張逸昌表示：「劇中角
色和自己蠻相似的，害怕失去依歸、習慣，只能
一直壓抑著內心情感，劇中角色像我的影子，他
像是我，我就是他。」
改編自第十一屆臺北文學獎的得獎劇本－《我為
你押韻》，
以自殺未遂
的編劇及神
祕的少女為
開場，透過
劇中不斷重
複且押韻的
台詞，以及
貫穿整劇所
運用的近百
首情歌，勾
圖為劇照。（攝影
／羅廣群）
勒出屬於愛
情的輪廓。導演歷史
三吳彥霆表示，劇裡有很多幽默逗趣的橋段，劇
中談到很多關於創作及藝術的概念，希望透過戲
劇，讓人反思「庸俗」在其心中的定義。中文三
藍硯琳表示，我滿喜歡第二齣戲，演員機伶的演
出和逗趣的對話讓人印象深刻。

大陸交換生王藝靜，亮麗的外表讓她
在吉林被發掘當模特兒，但比起美美上
鏡，她更想當個專業的「傳播人」。

同學，優秀青年除了學業成績優良之外，
於社團、服務學習上更有一番不凡的表現，
「這也就是淡江所培養人才的使命。」隨後
班代表針對禁菸成效、圖書資源、師資等問
題提問，學校各相關處室師長予以答覆。
班代表提議中，無線網路（Wi-Fi）問題
最受矚目。歐研博二邱崇宇表示，學校的
Wi-Fi收訊差且時常斷線，搜尋資料上十分
不便，尤其在驚聲大樓使用時更是明顯。資
訊處資訊長黃明達回應，目前已購入數十顆
無線基地臺，將會陸續汰換以改進收訊品
質，「也請同學能向資訊處反應收訊不良之
處，將會立即派人改善。」保險碩一黃有志
反應，夜間部同學時常在廁所抽煙，更將煙
蒂丟於馬桶之中，造成使用者困擾。
軍訓室教官陳國樑答覆， 本學期
共取締21
名違規的同
學，予
以勸告及懲
戒，今
後會更加
強 夜
間巡視，也
會評估
其他懲罰
方
式來規

社團負責人座談 空間需求大增

男團第二
網球校隊奮力奪大專盃 女團第三

中西5音樂性社團 用音符報佳音
【記者余曉艷、吳泳欣、李又如淡
水校園報導】耶誕節前夕的淡江很
「音樂」！一連多場的音樂性社團趕
在歡樂佳節前舉行成果發表，要給同
學年終前的最佳表演。
首先登場的是管樂社，於13日
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期末音樂會
《Fight》，現場湧進近300位同學同
歡。會中由指導老師陳一夫擔任指
揮，共演奏6首曲子，並邀請社團小
號分部指導老師鄭柏鑫以高音小號獨
奏其拿手曲目「Flowerdale」，而演
奏到第五首曲子「Pizzicato Polka」則
邀課外組組長曲冠勇當客座指揮，現
場反應熱烈，管樂社社長土木二周昱

辰表示，非常感謝同學的支持，也預
告下學期會更積極舉辦大型活動，希
望用音樂帶給大家更多感動。
緊接著弦樂社和聆韻口琴社於14
日在文錙音樂廳聯合舉辦「口若弦合
期末音樂會」。兩社團首次合作，弦
樂社社長運管二許翼揚表示，過去弦
樂社主要跟管樂社或外校的弦樂社等
合作，為了讓社團給觀眾帶來新的表
演方式，所以今年決定主動邀約口琴
社，希望彼此能擦出音樂的火花。
節目演奏神隱少女片尾曲「永遠常
在」、「古老的大鐘」、「台灣民謠
組曲」等。會計二彭偉卿表示，為人
熟悉的旋律，容易讓觀眾產生共鳴之

活動名稱

12/19(一)
8:00

舞研社
商館大樓

【大富翁之Dancing around the
world】寒訓報名

12/19(一)
8:00

源社
排灣族文物展覽
黑天鵝展示廳

12/19(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波西傑克森：神火之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賊」
12/19(一)
18:30

合唱團
「聲聲不息」淡江合唱團期末成
文緇音樂廳 果發表

12/20(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超世紀封神榜」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20(二)
18:30
12/21(三)
12:00

校園團契
E514

「那些年錯過的，禮物」交換禮
物活動

正智佛學社
「尋心之旅」免費社遊活動報名
SG235

12/21(三)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魔法師的學徒」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21(三)
12:00

歐洲所
T607

碩班暨五年一貫招生說明會-秘
笈傳授

12/21(三)
12:00

美洲所
T506

碩博招生暨五年一貫說明會

12/21(三)
19:00

文創中心
L417

TEDxTaipei 淡江放映會：創新的
起始點

詞創社
第一屆非黑即白詞創超級白黑大
覺軒花園表演廳 對抗
魔術社
L401

近距離魔術大賽

2/23(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哈利波特：死神的聖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物（2）」

賢等人，今年約有70位羽球隊校友回校共襄盛舉。
體育事務處教授楊繼美表示，每次藉由校友盃的盛事
都可以讓他和好久不見的學生一起回憶學生生活，今年
更有僑生英文系校友張惠娟特地從馬來西亞回來看她，
這是民國67年她第一年當羽球隊教練時指導的學生，憶
起當年早上大家一起晨練，晚上一起坐在草地彈吉他、
唱民歌的生活，「羽球隊擁有深厚的革命情感，校友盃
的活動可以再度讓大家懷念以前的畫面。」羽球隊隊長
資管四林仕駿則說：「因為不了解校友的球路和戰術，
所以對戰起來特別新鮮、刺激，薑還是老的辣。」

淡淡生活二手市集 溫暖你心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淡水初冬，細雨綿綿，但
校園內仍然可以看見同學們熱情的生活態度，12日至15日
由學生會舉行的第4屆淡淡生活節，讓同學體會不一樣的冬
天。
因為天雨關係，原定於蛋捲廣場上的二手市集後來改至
體育館一樓社辦廣場，但同學熱情不減，反而吸引更多同
學前來撿便宜。「沒想到現場這麼熱烈！」中文四邱智柔
說：「原來現在女大生的衣服竟然多到可以出來擺攤！」
另外，有許多前幾年原是顧客的同學這次也「揪團」一起
擺攤，大家輪流顧攤位更有效率，「第一次賣東西感覺真
有趣，能夠交到許多好朋友呢！」機電四陳姵妤指著自己
身上的衣服熱情地說：「像這件衣服就是其他攤位的同學
送我的！」
13日在驚聲廣場上播放電影「命運化妝師」，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也到場給予學生會打氣，肯定學生活動；14日在
教育館Q306播放的電影「河豚」，現場座無虛席，財金四
王遇安表示，這部影片的內容很特別，而且也很好笑。
另外，今年增加了「Just Change」活動，以發票換咖啡
的方式進行，許多同
學帶 著
關愛來參與
活動，讓淡淡生活
節更添溫
暖。而往年
的1460張
照片活動，
今 年
以366張照
片彙整做成
一本行事
曆－「生
活點滴年
度祭」，
讓每個人
在明年都
能天天回
味淡淡生
二手市集不畏天寒，溫馨登場。（攝影／
活節。 賴意婕）

裸視攝影展 展現美學力量

【記者歐書函、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捕捉
畫面的一瞬間！12日攝影社於黑天鵝展示廳舉
辦「裸視」攝影展，主題貫穿攝影作品及裝置
藝術，以具象畫面背後抽象的概念，表達人與
人之間的關係與情感的連結。策展負責人公行
三曾琮霖表示，入口處的主視覺牆以黑色毛線
勾勒出若隱若現的「裸視」二字，讓觀者感
受主題所傳達一種「既看得見又看不見」的感
覺。場內空間設計比照美術館的方式，在大片
留白的牆面與場地之間，更為突顯每張作品的
風格與特色。而現場的互動區設立了一個小小
的攝影棚，供同學進棚拍照，實際體驗當「麻
豆」的感受！
14日晚間更舉辦電影派對「裸逝」，並邀請
吧研社調製飲品，讓同學在視覺、味覺上有雙
重享受！一開始以充滿社會寫實黑暗面的電影
＜迷上癮＞為大家揭開序幕，攝影社社長西語
二陳怡秀表示，配合此次前衛主題，片中特
別的拍攝手法及分鏡，為同學拓展新的視覺
視野。活動過程中也舉辦趣味性的抽獎遊戲及
Dance time。從挑戰試喝調酒來抽出大獎，獲
得第一大獎的日文三周依潔說：「很高興可以
抽到荒木經惟的書！希望對未來攝影之路有所
啟發。」

學生議員投票 6人當選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第28屆學生議會
經過一週投票選舉，新科議員名單今日（19日）
出爐，淡水校園總票數456票、蘭陽校園172票，
共計628票，其中工學院、管理學院投票情形較
踴躍。共有10名議員參選，其中有3人連任、3人
新任，共6名當選的同學即將在下學期為議會注
入心血，替同學們服務。
淡水校園當選人，分別為企管二劉書宇、企管
三周淳凱、教政碩二陳淑樺、土木三黃偉駿；蘭
陽校園政經一黨以石、政經二郭宇璇，2名候選
人全部當選。現任議員兼選舉委員會召集委員國
企三李孟臻表示，上學期的議會選舉投票率都會
比較低，「未來將提昇議會的知名度，讓同學們
瞭解議會的業務、工作，相信也可以讓更多人想
要加入學生議會。」

境外生歌唱大賽 一展歌藝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14日由華僑聯誼
會所主辦的「快樂僑聲歌唱大賽」在大珍市海鮮
餐廳熱鬧開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及國際
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李佩華皆到場一同享受歡樂
的溫馨氣氛。活動執行長國企三陳佳雯說：「今
年歌唱大賽擴大舉辦，只要是境外生都可報名參
加，也是第一次有陸生加入歌唱大賽，他們把現
場氣氛炒熱到最高點！」。

餘，更讓人不自覺隨音樂哼唱著！最
後弦樂社和口琴社合奏兩首聖誕歌曲
作為安可曲，為音樂會在耶誕氛圍之
下劃下句點。
壓軸登場的國樂社和古箏社聯合成
發「箏樂十五」，16日同樣在文錙音
樂廳演出。濃濃的中國風，詮釋出豐
富的樂曲。國樂社社長歷史二胡宗傑
表示，和古箏社合辦是希望跳脫以往
一般國樂演奏的形式，讓觀眾們有著
不同層次、更多元的聽覺感受。前來
支持的弦樂社社長許翼揚提到，平常
接觸的都是西洋樂器，「欣賞國樂古
箏表演，讓我體會到中國傳統樂器及
曲風，也有另一種不同的味道。」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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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地點

12/22(四)
19:00

校友盃羽球重溫場上情

一抹甜美的微笑、帶著細膩悅耳的聲音、一頭秀麗的長髮、
些許淡妝。她，是大傳一的大陸交換生王藝靜，除了是吉林大
學廣播電視系的學生外，清秀的她更有個目光焦點的身分！在
大陸曾擔任Model、Show girl、宴會接待人員、外場主持人，是
個名副其實的正妹女大生！
喜歡嘗試新東西的王藝靜，因朋友介紹踏入模特兒圈，她笑
說，隨著鏡頭「喀嚓！喀擦！」聲擺動的感覺很開心。但五光
十色的生活，只是人生的點綴。曾在主持精品活動時不小心打
盹兒，她懊惱地說著這個經驗給她的衝擊，「當興趣變成了責
任，如何在每天重複的工作中持續熱情，這需要很堅持的意志
和信念。」這是她在Model身分中，得到的最大收穫。
比起面對鏡頭，王藝靜更喜歡旅行，「我喜歡一個人遊走在
街頭，觀察每個人、每件事，尋找內心世界的共鳴。」走過墾
丁、野柳等各個臺灣角落，「走在臺灣彷彿就踏進了偶像劇裡
的場景中！」她說，過去的她一直覺得臺灣很神秘，只能透過
從小看到大的偶像劇了解，因此產生很大的憧憬，從薰衣草、
MVP情人等，都是忠實觀眾。「最近當紅的『我可能不會愛
你』更是我在臺灣最美好的伴兒。」放下Model身分，王藝靜
像個臺灣的「小粉絲」，在旅途中發現寶島的美麗。
作為交換生，王藝靜提起大陸的課程，講求術業專攻；淡江
大傳所學廣泛、各式各樣都能接觸，「傳媒不只一個方向，
我可以知道自己最愛什麼，然後做出最好的選擇！」當了1年
Model的她說，比起美美的擺拍，她更希望發揮自己的專業，
當個「傳播人」。從她散發出清新的氣質與身形中，不難想像
她在大陸面對鏡頭或是群眾時的優雅，她卻笑說，「我講話哪
有臺灣女生溫柔，臺灣女生連生氣都像在撒嬌！無時無刻都走
入偶像劇的浪漫情懷呢！」王藝靜這個東北女孩，不用美麗的
面容，而用一顆純真的心，勇闖台灣。 （文／洪予揚、攝影／
梁琮閔）

日期/時間

12/22(四)
18:00

社團負責人座談會，社長的心聲，
學校都聽到了。圖為總務處總務長鄭晃
二（左）回應詞創社社長財金三謝汶權
（右）。（攝影／李又如）

隊練習的情況下，球隊隊員仍然自發性
練習，畢業學長姐也會特地回校指導動
作和觀念，並無私傳授獨門秘笈，獲益
良多，「資源沒有其他校隊來得多的情
況下，與往年相比，我們今年能拿到這
樣的成績已經很棒了。」未來目標也要
在穩定性與積極度之間求得平衡，「提
高隊員們贏球的企圖心，才能把握住每
顆球、每個機會。」
除了校隊，校友們也很熱血！由體育
事務處主辦的「校友盃羽球賽」，10日
在紹謨紀念體育館羽球場開打，包括前
台北市交通局局長兼運管系副教授羅孝

淡水校園

12/22(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哈利波特：死神的聖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物（1）」

向學校發聲，社團人也「踹共」！課外
活動組組長曲冠勇表示，鮮少有學校
能提供與讓社長和學校有直接面
對面表達意見的機會，。會中除
頒發社團布置比賽獎，在自由發
校長張家宜（右）於班
代表座談會中頒發優秀青年
獎給企管三蘇玟瑄（左）。
（攝影／鄭雅文）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網球
校隊傳佳績！100學年度大專校院軟式
網球錦標賽， 7日在台南嘉南藥理科
技大學開打，共有17所大專校院同場
競技。電機三林岱頡榮獲男子單打第
二名；男子雙打分別由化材碩二錢東
緯、化材碩二朱俊銘拿得第二名；經
濟二陳彥宇、化材碩二呂紹綱拿下第
三。
雖拿下團體賽男子團體第二名、女
子團體第三名，軟網隊長林岱頡卻表
示，本校軟網資源少、風氣不盛，加
上缺乏軟網專業師資，在沒有教練帶

言及問題答覆時間，社長們也踴躍發言，
並由相關業務處室直接回答，交流互動良
好。
多數社團針對社團學分化後，場地不足
提出意見，登山社、烹飪社都希望能有專
屬的社團空間，溜冰社也表示在社課場地
溜冰場會受到校外人士干擾，網球社則提
到和校隊、其他社團一起練習時場地協調
的衝突，詞曲創作社社長財金三謝汶權則
建議校方是否蓋一棟「社團大樓」。張校
長則表示，目前募款新建的教學大樓若建
成，就會有更多的空教室可供釋放給社團
使用。。而蘭陽的社團也有話要說！蘭陽
瑜珈社社長語言二陳易霆表示，雖然蘭陽
校園是美麗的綠建築，但開放式的空間、
迴廊，加上蘭陽多雨的氣候，常常造成地
面濕滑、也會漏水，很容易滑倒，希望學
校可以改善；而淡蘭排球社社長政經二郭
啟慎也表示，蘭陽只有室外的體育場，常
因天候不佳讓社課無法進行，張校長回
覆，2年前就已規劃興建體育館，只是因為
宜蘭縣政府仍在評估，若核准必會立即動
工。
而學生會副會長公行三簡巧玳也代表社
團送上卡片對張校長獻上耶誕祝福，驚喜
的是，張校長也準備了一車的枴杖糖送給
社團負責人，讓現場氣氛溫馨十足！

勸同學的吸煙行為；機電四王芝琳指出，
學費太貴、學分太多，財務處回應，本校
學雜費自97學年度起均未調整，於私立大
學校院中屬中等收費，以99學年度為例，
本校工學院收費於11校中居倒數第3。針
對圖書館光線問題，水環一王嘉瑜表示，
光線整體太暗、不利溫習，總務處回應，
圖書館內燈光經測試，皆符合標準照度，
對此，戰略博一張廖秋鄉則讚許，「圖書
館有很好的氣場、及舒適的環境，讓人一
進館內就想讀書！」也肯定圖書館館員對
學生的協助。機電一劉驊希望五虎崗排球
場照明設備能「平均照明」，體育處教學
組組長劉宗德回覆，由於五虎崗為承租用
地，在燈具上僅能使用街燈，為不打擾鄰
近居民，故無法加設球場使用之照明燈，
加上為能達到節能減碳之功能，希望同學
能體諒。
在蘭陽校園部分，語言一彭安沛指出，
語練教室的電腦常會遮住學生視線，不利
英文簡報課程教學。蘭陽校園主任室之資
訊業務回應，老師可將電腦簡報同步傳輸
至學生端，近日內也會盡快場勘教室設備
加以改進。另外，彭安沛也反映洗衣部內
用的3台洗衣機略顯不足，福利部門業務表
示，會評估學生總使用量、整體空間及電
負荷量等問題，將研議增設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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