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大代誌 4 Happy New Year of the Rooster

中華民國 106 年 1 月 3 日
JAN

圖書館寒假開放時間看這裡

大專校院網球賽報名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寒假開放日期報你知！寒假期間，鍾
靈分館不開放，總館休館日期為 1 月 15 日、1 月 20 日至 2 月 6 日，以及 2
月 11 至 12 日，且 1 月 19 日下午休館。臺北分館詳細開放時程，請至圖書
館網站最新消息查詢。8 日（週日）前借閱之圖書，以原到期日為還書日。
自 9 日（下週一）起借閱之圖書，歸還日延長至 2 月 7 日後；如借閱期限欲
跨越寒假者，請於到期日當天自行上網辦理續借及查詢到期日。而非書資料、
教師指定用書、教職員著作等特定館藏，仍維持原借閱期限。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從球場白線外擊球，以上旋球畫出如同香蕉
般漂亮的曲線，打進對手的球場內得分！喜歡網球的人都知道這是精彩的香
蕉球。為倡導全民體育，推廣網球運動，增進全國大專校院教職員工情感並
切磋球技，教育部體育署主辦的 106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
將於 21 至 23 日在嘉義中正大學舉行，請快報名囉！比賽採中華民國網球協
會審定之最新網球比賽規則，並採用 slazenger (WIMBLEDON) 網球。即日起
開始報名至 3 日（週一）止，報名事宜請洽體育活動組黃子榮，分機 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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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 實驗劇團公演 探討反位思考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實驗劇團於上月 25 至 28 日晚間的期末公演，
帶來「求生不能」、「杏仁豆腐心」兩齣戲。前者以奶奶驟逝為故事出發點，
描寫家中成員歷經親人逝世，從各持己見到相互理解的過程。舞監法文四王
學寬說明，希望表達就算關係緊密如親人，也要學習相互尊重。「杏仁豆腐
心」則以分手的同居情侶，在最後一次共度的耶誕節，吐露彼此隱瞞的心聲，
王學寬表示，劇中大量使用臺語，盼更有鄉土感。中文一賴姵伃表示，「第
一次到實驗劇場，不僅劇場設計令我震撼，演出內容也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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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反思信任關係
（圖／實驗劇團提供）

社團老師逗陣研習輔導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課外組於上月
22 日廣邀各社團指導老師在覺生國際會議廳，
參與「105 學年度社團指導老師知能研習會」，
由課外組組長陳瑞娥以「社團輔導面面觀」為
題演講，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約 70 位與
會交流。會中，學務長林俊宏感謝社團指導老
師費心指導各社團，希望透過陳瑞娥的心得，
汲取經驗，並交換大家經營社團的想法。
陳瑞娥以自身輔導社團的經驗，分享許多實
務面的問題，包含迎新宿營練活動太吵遭抗
議、活動內容的適當性、活動意外事故處理等
等，跟大家說明與提醒。她例舉某科大迎新太
過火，學生哭訴、家長擬提告；某大學生扮吊
死鬼夜教，結果勒頸命危，震驚社會，建議「管
理社團需要發揮同理心，與學生多聊兩句，老
師會知道更多，同時可反映給課外組知曉。」
另外，她也希望社團若有需要協助的地方，請
老師隨時告訴課外組。
會中社團指導老師討論熱烈，弦樂社指導老
師潘劭愷表示，「聽完演講，深有同感。社團
公文流程的資訊化雖帶來便利，但社團的運作
始終來自於人際的交流與經驗的分享。」

喚起淡橄魂 50週年隊慶跨代齊聚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成立於 1965
年的橄欖球校隊已走過 50 個年頭，為擴大慶
祝 50 週年隊慶，上月 24 日下午，逾 70 位校
友們返校與近 30 位在校生在冬陽下的操場再
戰幾場不分齡賽，共同享受橄欖球的快意奔
馳！晚間則在淡水福來餐廳席開 12 桌，酒酣
耳熱，話當年趣事；更夜宿會文館，徹夜長聊。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橄欖球是衝撞性很強的

詞創社 低溫中10 團熱唱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上
月 27 日晚間的覺軒花園擠進逾百
人，他們不畏驟降的低溫，前來捧
場詞曲創作社舉辦成果發表會「滿
滿的大成發」。
29 日，鋼琴社於文錙音樂廳舉辦音樂會「新心知我琴」，
音 樂 會 由 社 員 們 組 成「 阿 寶 寶
邀請國立臺北大學晨星鋼琴社共襄盛舉。（攝影／蔡晉宇）
包」、「五寶團」、「福如東海」
鋼琴社 邀臺北大學合辦音樂會 等 10 團輪流上台熱唱，曲目亦包含自創曲，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9 日，
全場歡呼尖叫聲不斷，滿滿的熱情加上舞台燈
鋼琴社於文錙音樂廳舉辦第 53 屆期末音樂會
光，嗨翻整個覺軒花園。
「新心知我琴」，本次音樂會邀請國立臺北大
社長運管三陳緯翰則說，「這次成發令我十
學晨星鋼琴社共襄盛舉，兩校共有 16 位演奏
分感動，即使天冷又大雨，仍阻止不了喜歡音
者齊聚一堂，吸引近百位觀眾聆聽，場面溫
樂的人前來。不論大一到大五皆享受音樂的饗
馨。主持人也以話劇形式串場演出，為音樂會
宴，完全沒有隔閡的感覺，這就是我喜歡詞創
增添了許多亮點。
的地方。」大傳三熊芷萲表示，這次的成發許
整場音樂會曲目多樣，除了演奏古典樂曲
多人齊聚一堂，且台下的觀眾跟台上的觀眾互
動氣氛很好，是很成功的成發音樂會。

古箏社 雅韻琴音迴盪覺軒花園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古箏社於上月
22 日在覺軒花園舉辦期末成發「雅韻」，由「聖
誕鐘聲」一曲做為音樂會開場，讓觀眾一同感
受佳節氣氛，並以大家耳熟能詳的曲目「城裡
的月光」做結束。本次表演除了古箏的表演，
更別出心裁地加入小提琴、鋼琴合奏，為聽眾
帶來耳目一新的感受。
社長中文二林靜宜表示，表演都很順利，這
次最主要是能讓新生上台訓練臺風，加入其他
樂器是個新的表演方式，合奏的部分大家努力
了很久，另外也謝謝西音社幫忙收音。
社員會計一黃亭裕說，因為以前沒有參加過
音樂會的活動，成發是個很新鮮的體驗，很開
心能加入其中。化材一戴千詠說，看到演奏者
指頭飛快地彈撥古箏，琴韻流暢，層次感十
足，覺得很厲害。

西音社 恐冷症獲最佳樂團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西洋音樂社
舉 辦 第 八 屆「 西 音 大 道 」 新 生 盃 樂 團 樂 手
賽，於上月 27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搖滾開唱！
一共 5 組樂團報名參賽，吸引逾 70 位觀眾到
場為自己喜愛的選手歡呼加油。並由前社長
教科四黃冠誠組成樂團「the trippleA lineup」
做開場表演，表演團則邀請到最近發專輯的
「EnlightEN-TW」為壓軸，搖滾曲風讓大家
一同隨著節奏搖擺。
參賽者多清亮或帶有獨特嗓音的歌聲，讓現
場觀眾如癡如醉。「恐冷症」樂團因良好的氣
氛掌握，獲得最佳樂團的第一名，主唱航太三

田野調查 記錄淡水變化進行式

【記者劉必允專訪】「身在淡水，我想找出、
寫出在地人想知道的故事。」目前擔任《淡淡》
半年刊總編輯的建築五陳彥銓這麼說。
5 年前，陳彥銓剛升上大二，在參加一場建
築相關的工作坊後，「我很想找回對生活、對
土地的感覺。」此時，恰巧看到中文系田野調
查研究室的招生資訊，他便加入了。
「田調室的研究，強調走出校園，走入在地
文化。」陳彥銓從此一頭栽進，「我喜歡與團
隊一起深入淡水，由於採學長制，是中文系林
哲謙學長帶領我入門，透過學長姐的指導與田
調紀錄片的拍攝，對淡水、對田調，從模糊的
認知，逐漸加深輪廓，變成具體形象。」他說
著自己在田調室的成長，「從鏡頭下，我看見
地方百態，清水市場的肉販、自來水廠附近
的仁愛街等等，很喜歡這樣用影像記錄在地文
化。」除了影片，他們更希望有完整的文字記
錄，「我們開始在成果展中加入手冊的製作。」
未料，這本起初只是附屬於紀錄片的手冊，
卻發展得越來越獨立，陳彥銓笑說，「透過紀
錄片的經驗，我開始分析刊物該如何定位、定

訓練場和球場，更在離隊後的彼此牽掛，很高
興能跟各屆學弟再聚首！」
總幹事謝東霖則神情驕傲地說，「我從 26 年
前開始接觸橄欖球，現在伙伴們都已從年輕氣
盛步入中年，但我至今還打。」他更表示，很
開心校隊有許多外籍生加入，希望帶給校隊更
多活力，也歡迎他們畢業後加入「OB 老球皮」
行列。

吳孟諺
混音開講
社團獻技迎期末
掌聲連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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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表演者自創曲目，曲風各
異，有葛令卡華麗的「雲雀」、蕭
邦澎湃的「g 小調第一號敘事曲」、
惆悵的「夜曲 Op.55 No.1」，更改
編日本動畫電影「你的名字」主題
曲等等，博得觀眾掌聲連連。
電機二江秉翰分享，「我很勤奮
27 日，覺軒花園擠進逾百位觀眾，他們不畏驟降的低溫， 地準備這次期末的表演，表演時也
很放鬆地享受音樂，非常快樂。」
捧場詞曲創作社舉辦的成果發表會。（攝影／鍾子揚）
已畢業 3 年的校友詹詠文表示，「看
到學弟妹們把鋼琴社維持的這麼
好，讓我非常開心。」

校園話題 物

一兩年前就開始籌備此次隊慶，當天大約有
120 人前來共襄盛舉！很多校友都說，幾十年
沒下場了，但當年那不畏艱難、勇往突破，直
至達陣區的情景，依舊不時出現在夢中。
已近 70 歲的第一屆隊長劉雄濤，目前也擔
任橄欖球校友會會長，他頗有感觸地分享，
「時間真快，球隊已走過半個世紀，我也從年
輕氣盛轉而齒牙動搖，球隊的精神不只展現在

橄欖球校隊為慶祝 50 週年隊慶，於上月 24 日下午在操場戰幾場不分齡賽，約 120 人共襄盛舉，場邊拚命吶喊加油聲不斷！賽後全體開心合影，紀錄這難得的一刻。（圖／體育處提供）

社團繽紛樂

建築五陳彥詮

運動項目，需要身心保持絕佳狀態，「能舉辦
50 週年隊慶實在不容易！看到老校友們穿上
球衣、戴上頭盔，毫不馬虎地暖身拉筋，下場
與在校生打球，那包含團結與期許的畫面太令
人感動了。」她說當天許多校友還攜家帶眷，
全家在場邊拚命吶喊加油。
促成此次活動之一的校隊領隊、體育處副教
授洪敦賓興奮之情溢於言表。他開心地說，從

陳彥銓投入田野調查 5 年，目前擔任《淡
淡》半年刊總編輯。（攝影／鍾子揚）
題。」他接著說，「我覺得辛苦努力的成果不
應該像煙火般短暫綻放」，他希望有更多的人
能看到淡水，「便開始思索刊物的發行，也許
是傳遞內容的切入點。」《淡淡》的雛型便創
生了，目前更成為田調室的成果展現。
陳彥銓提到完成一本刊物的辛苦，「剛開
始，我以為製作門檻不高，殊不知要考慮的層
面很多啊。」但他覺得自己很幸運，「學長姐
們知道我要摔倒了，他們著急地提醒、忍住不
插手，只為讓我學習更周延的思考，也學習帶

領團隊。」
他感恩地分享，「整個編製《淡淡》的過程
中，獲得的幫助遠比遇到的困難還多。」陳彥
銓在第二期的刊物中放置回函卡，回收張數令
他感動，「其中最多的是感謝我們能將淡水記
錄下來，也有些讀者建議內容應更深刻且正面
思考。」正因為這些意見，讓他與團隊理性地
去思考這本田調刊物的走向與定位，「不然田
野調查與刊物，都很容易淪落為只屬於我們自
己的熱情。」
對於《淡淡》未來規劃，陳彥銓表示，「前
發行人周彥文老師十分關注淡水水文志的主
題，所以下學期的成果展中，田調室將會展示
水文志的計畫。」透過水文資料來研究淡水的
農業發展，藉此讓大家認識淡水市郊。
陳彥銓笑說，「建築系與田野調查的專業訓
練，讓我學習到不同面向的知識。在田調的這
幾年，那個寡言的我，已被訓練成能對學弟妹
講課兩小時，也訓練我對發現事件並加以整合
的能力，以及對架構的掌握及分配，更有助於
我在建築系的學習。」他希望有更多同學加
入，讓田野調查研究室更茁壯。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張哲瑋說，獲得第一名很驚訝，還有其他實力
很強的團，謝謝評審肯定，希望之後有更多上
台表演的機會。運管三陳緯翰一曲「完全感覺
Dreamer」以迷人又穩定的嗓音、穩健的台風、
歌曲掌握度高，獲評審青睞，榮膺當晚最佳主
唱。他表示，有這樣的佳績感到十分意外。
社長產經三鄭旭璟表示，天氣不佳導致前置
作業十分辛苦，雖然諸多的不順利，但最後圓
滿結束，感謝社團幹部們的用心，也期望透過
這次比賽讓新生們對社團有更深的認識，且讓
自己的樂團更加精進。

口琴社 冬夜聆韻 40 人吹奏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4 日晚
間的文錙音樂廳，悠揚的口琴樂音讓台下聽眾
沉醉。這是淡江聆韻口琴社於舉辦成果發表會
「冬夜聆韻－冬日下的音樂會」，除了社團成
員外，亦邀請陽明口琴社成員與淡水家扶中心
小朋友等 40 人一同到場表演。共表演「驚愕
交響曲」、「羅馬尼亞舞曲」、「黃昏三鏢客」
等 16 首膾炙人口的經典曲目，小小的口琴奏
出多重音色，讓台下滿座的聆聽者驚豔！
聆韻口琴社社長管科二詹巧歆表示，「此次
成發主要為下學期全國比賽做準備，增加新生
上台的經驗，穩定台風。」公行一張家蓁表示，
「在耶誕夜這個特殊的日子，沒有比欣賞優美
的琴音更好的事情了。」

熱舞社 聖誕趴趴趴金勾盃決賽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晚到的耶誕活
動，耶誕氣氛一樣濃厚！熱舞社於上月 28 日
晚間在體育館一樓舉辦「聖誕趴趴趴」耶誕舞
會暨金勾盃決賽，吸引約 40 位社員參與。舞
會以趣味遊戲開場，整人環節讓現場氣氛瞬間
被炒熱。隨後進行的金勾盃決賽則是焦點。晉
級的四強隊伍重新分組，在隨機切換的音樂聲
中切磋技藝。最終由俄文二林浩任、英文二蔡
宇軒、校友姜書洋脫穎而出。
社長，英文三洪婷融表示，「耶誕舞會是歷
年舉辦的活動，今年則額外在活動中販售熱舞
社歷屆的紀念品。」得獎的林浩任興奮地說，
「全員穿著紅、綠、白的服裝參加舞蹈比賽覺
得很特別。」

財務處期末提醒補繳費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注意，期
末補繳通知來了！尚未完成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加退選後應補繳費者，請儘速憑補繳
單至學校出納組（淡水校園 B304 室、臺北
校園 D105 室、蘭陽校園 CL311 室）完成
繳費。若有遺失，請至中國信託線上列印
或至財務處 G401 室補單。8 日（週日）前
亦可利用信用卡及 ATM 轉帳方式繳納。
財務處提醒，「未完成補繳費者，將無
法辦理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選課程及註
冊作業，且畢業生不得領取證書。」如有
疑問可洽財務處，校內分機 2067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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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許多剛開始音
樂創作的人，都想了解製作音樂的流程，甚至
希望了解一首短短兩三分鐘的歌曲，是如何生
成的？混音是什麼？跟編曲有什麼關係？
學生會於上月 22 日舉辦「混音入門」講座，
邀請鼓手兼製作人吳孟諺分享混音的入門觀
念，吸引對混音有興趣的 50 餘位同學聆聽。
在演講中，他講授了編曲、錄製、混音、母
帶後期處理的基礎及頻率在混音上的重要性，
「混音是音樂製作中的一個步驟，將多種來源
的聲音，整合到一個立體音軌或單音音軌中。
這些原始聲音的來源，可能分別來自不同的樂
器、人聲或管絃樂，收錄自現場演奏或錄音室
內。」吳孟諺最後播放音樂示範混音之技巧。
會長資管四陳信宇表示，盼能透過演講讓對
音樂有興趣的人獲得更正確的混音觀念。法文
三許婕妤說，「能在學校聽到吳孟諺大師的演
講很開心，也對混音有進一步的了解！」化材
一戴千詠表示，「聽了演講後，才知道要成為
混音師，必須擁有絕頂的好耳朵、喜愛聽各類
音樂，還有所向無敵的耐心。」

社團大聲公

淡蘭微電影社
發展於 2007 年的微電影，至今已在全球廣
為流行，本學期新創社團「淡蘭微電影社」，
為推廣與促進更豐富的視覺美學，並利用所
學拍攝微電影而成立。
微電影與電影有什麼不同之處？社長觀光
二游穎傑解釋，「微電影不僅只是純創作的
短片，而是相較於長片，時間較短的電影，
但製作方式與電影相似。」他更補充，「與
靜態攝影不同，因為要拍得細膩而到位，拍
攝微電影的器材較屬意使用高階相機。在所
有參數都調整好下，進行拍攝，捕捉當下最
好的鏡頭。」
社課是從基本剪輯軟體，到 Adobe 一系列
的 AE，PR，PS 軟體學習。社團指導老師柯
建恩則負責教學監製，並規劃在下學期開始
拍攝微電影。游穎傑說明，「目前讓同學以
一組一組方式進行攝影練習，以熟練器材使
用。」下學期，作品拍攝完成後，將上傳網
路平臺進行宣傳。
游穎傑在大一時就發現蘭陽校園的影視藝
術社團偏少，因此決定創立一個屬於蘭陽校
園學生的拍攝平臺，希望有更多的攝影愛好
者加入，更希望能一起努力，共同打造出社
團品牌，「Just shoot it ！拍，就對了！」（文
／楊喻
閔，圖
／淡蘭
微電影
社 提
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