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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社團實作課程結業 業師親授

日前臺大課外組帶領10名社團幹部來校參訪，與
本校社團進行交流，會談中針對學分化交換意見，展
現社團人的溝通表達能力。（攝影／劉代揚）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全國首創「社團
學習與實作」，12週必修課程於上週圓滿結業，經本
報116份問卷抽樣調查，半數以上受訪者認為實作課
程對於了解社團有幫助；課程各單元的設計中，普遍
認為以「團隊合作」及「企劃寫作」為較有幫助的技
能；對於實作課程講師、內容安排，與課程時數，逾
半數受訪者都滿意各環節的安排；在點名制度的部
分，不滿意的比例較高；過半認為，認證制度最能在
「記錄社團學習歷程」上給予幫助，增加歷程豐富性
及完整度。受訪大一生中，約有三分之二都有參加社
團，動機多為興趣取向，且有半數已通過認證且絕大
多數都願意繼續參與該社團活動，有一半的受訪者願

意花四分之一以上的課餘時間參與社團；超過半數的學生更認為，
社團最能培養團隊合作能力。
授課老師黃文智表示，「社團學分化」能給予投入時間參加社
團的學生證明與肯定。面對來自各系的夥伴，社團培養的合作能力
就能適時發揮，他更強調自由開放的風氣，以及悠久的社團活動歷
史，使得淡江在國內是「最有條件做社團學分化」的大專院校。他
認為社團學分化之初當然會對社團帶來衝擊，但正面成效會慢慢增
加，冷門的社團也能透過社團必修化有了延續發展的機會。
授課老師邱建智表示，有些學生認為參加社團和打工、通勤有所
衝突，但大學要學習如何衡量時間的分配，現在不面對，以後進入
職場還是要面對這問題，學生該提早跨出第一步，他也認為學生加
入社團以大一上最踴躍，而大一下就錯過了最佳的時機，社團實作
課程學期上的安排有其討論空間。
授課老師張義雄則認為，課程表編排有待改進，而學生「更換班
級上課，只要完成點名」，就算有出席當週社團實作課的機制，也
讓小組討論、合作與溝通的課程效益減低。他強調，許多同事都是
社團出身，在社團學習到的能力在職場上廣泛運用十分有幫助。
上月25日
臺灣大學課外活動組主任周崇熙，率行政同仁
與10名社
團幹部蒞校參訪，針對淡江首創學分化參觀
其成果，
周崇熙表示震撼，淡江很早就把課外活動納

淡江好聲出輯 唱片行買得到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現在走進唱片行，
就能聽見來自淡江的好聲音！去年成團即奪下金韶
獎的樂團Vast&Hazy，創作歌曲被收錄「I am Music
我是音樂」大賽合輯，以及上週才發行，由Live
House音樂展演空間河岸留言推廣的音樂教育事
業「河岸音造」一手打造的「You Rock獨立音樂
未來模型」計畫合輯。Vast&Hazy團長資傳三林
易祺提到，計畫中的課程讓他學到很多，「尤其
是行銷類的課程，會對樂團方向有一些新的想法，
而且認識很多人！」而主唱日文四顏靜萱則說，鮮少
機會進到專業錄音室，「對錄音過程印象深刻。」
本計畫鎖定對於音樂事業有志者，經過4個月的密集
培訓，表現優異的團隊可獲得高額獎金。同是淡江校
友、河岸留言的創辦人林正如表示，想給有意從事音樂
產業的孩子們一個夢土，「在臺灣當你想要擁抱音樂產
業時，卻沒有一個好的音樂教育管道告訴這些孩子該
怎麼做。」他表示，Vast&Hazy是他認識很久的樂團，
「不過今年的改變有點保守，要如何再創造出驚喜感，
是他們最大的挑戰。」但林正如也說，「他們的創作跟
Live演出都很有生命力，很期待他們的未來！」
28日將在西門河岸留言有本計畫的最終決賽，除了
可以見識樂團成果外，顏靜萱也表示，「希望大家能來
現場支持Vast&Hazy！讓我們拿獎金發專輯！」

西語二林禹瀚：奇怪ㄟ，怎麼都吃不胖。

團隊合作
企劃寫作

收穫滿點

入學校發展方針的「三環」中，學校投入許多資源在學生社團上，
學生也能了解學校的關心與支持，「這份感情將會是校友回饋母校
淡江大學的原動力。」臺大魔術社社長藥學三洪宗建表示，交流的
過程中感覺到淡江社團人溝通能力卓越，而且自主性強，課外組規
劃完善，很能感受到誠意。臺大慈濟青年社精進長資管二李治葦提
出，「社團學分化該有何因應措施？」本校網球社社長企管三林晉
宇認為參加社團不應該被強迫，政策推展初期的確是有點抗拒，但
後來發現可以讓一些冷門的社團有了新的成員注入、復甦，讓社團
繼續保有熱忱，延續下去。詞創社副社長航太二黃靖升則表示學分
化的認證機制讓幹部們更多了一份使命感，在新社員入社後會更認
真付出，學弟妹也能得到更多。
經濟系學會會長經濟二李佩君認為，由於系學會與社團性質有
別，故認證制度實施後參與人數差不多，「大都是有參與系學會意
願的同學，但我同意認證制度的確有助社團發展。」林晉宇表示，
認證制度對於熱門社團而言效果不顯著，對於冷門社團會比較有幫
助，也發現有些許社員參加完3次活動認證後就不再參加活動了，
「對於名額有限制的社團，如此行為真的不好。」驚聲古典詩社社
長中文三林鈞澤則認為，社團必修化有助於招收新社員，「也讓社
團發展更能延續。」他也同意社團認證系統化建立學習成果，有助
於社團經營的機制。

許鉦揚當選學生會長 陳昱如創議員得票新高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導】「第18屆學生會
正副會長選舉暨第29屆學生議會議員選舉」在
上月31日結果出爐，學生會正、副會長由物理
二許鉦揚及資圖一林蕙君當選；學生議會議
員選舉12名候選人全數當選，其中，在工學
院選區，化材三陳昱如獲得427票，創下學生
議會議員票數最高票。
此次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共得4570票，投票
率為17.29％，當選人許鉦揚指出，針對學生會改
選之投票率仍有進步空間，未來希望營造出更民
主的氛圍，讓學生更關注公共事務，提升淡江學
第18屆學生會正副會長選舉出爐，由物理二許
鉦揚（右）、資圖一林蕙君（左）當選。（攝影／羅廣群）

生的公民意識，也感謝淡江學生願意給予此機會服務同學，
「未來一年會更努力推動學生權益的事務。」而選舉委員會
主席運管三黃煒中表示，嘗試二合一選舉後，發覺能夠更有
效率地運用人力及資源，並且肯定此次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的
投票率，「各學院的代表平均幾乎都有100票以上的得票，
又再次創下議員選舉的紀錄」，他也鼓勵所有當選人繼續維
護淡江學生的權益，在校方與學生之間做一個良好的溝通管
道，不僅讓學校能夠聽見學生的聲音，還能共創雙贏的結
果，未來也希望能訂定更完整的民主選舉制度，落實民主風
氣。
針對學生議會議員選舉創下新高票數，學生議會議長企管
二劉書宇認為，此次參選人結構並沒有與以往不同，「所以
這應該是個人魅力的關係。」他表示，此次議會議員的民主
基礎較以往高，在未來向校方發聲時，相信更能夠被重視。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6/5(二)
18:00

諮輔組
驚聲廣場

活動名稱

籠裏分享會
Youth note 樂團

德文系 首辦口譯競賽 萊茵盃獲4獎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德文系於上月
29日首次舉辦「中德口譯」競賽，吸引12名學
生報名參加，經過兩輪競賽後，最終由德文三
何姿穎勝出，第2名為德文四李家華，第3名則
由德文二張文昇和德文四王騰永共同獲得。何
姿穎表示比賽不但可以實際練習口譯，還能領
獎金，是一個很棒的經驗。
擔任評審之一的德文系退休副教授陶緯表
示，競賽可以讓學生互相學習和增強其口譯能
力。但從這次同學的表現看得出口譯課程仍然
需要很大的加強，口譯訓練上也有欠缺，「希
望學生可以平時多加強詞彙的豐富量，訓練口
譯基本功，以增強口譯技能。」
德文系系主任鐘英彥回應，這次競賽最主要
是希望可以找出學生在口譯上欠缺的部份，並
藉由日後的研討會探討該如何加強口譯方面的
課程與訓練。
校外賽事，也頻傳佳績，上月26、27日參加
在大葉大學舉辦的全國德文系第30屆萊茵盃比
賽，德文系表現優異，獲獎獎項包括朗讀比賽
第1名、雙打羽球和排球競賽皆獲得第2名，以
及男籃組第3名。勇奪朗讀冠軍的德文二蘇奕
安說：「這次得獎是在意料之外！」主動報名
的她已經是第2年參賽，本來想藉此機會挑戰
自我，沒想到意外地獲得第1名的殊榮，她表
示還會繼續努力練習和準備參加下屆競賽；她
將會往演講比賽前進，希望也可以獲得佳績。

音樂推手 林禹丞Ｘ吳彤瀚

你在淡江聽過演唱會嗎？除了每年盛大的望春
瘋、各系舉辦的晚會、音樂性社團的成果發表，現
在，你還有不一樣的選擇！「覺軒Live House淡江
獨立音樂推廣計畫」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出任 流，今年參訪地點首度新增西班牙，本校能代表臺灣
執行半年，由「想為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大使代 出團十分榮幸。此行將參觀西班牙媒體之運作、民眾
獨立音樂盡份心力」
表團捷報連連！西語系入選2組，由系主 黨黨部、華語文學生座談，並走訪姐妹校所在地的安
的初衷開始，一群大
任吳寬與兼任助理教授劉坤原，分別帶領 養中心和孤兒院，進行慈善交流。阿根廷部分，團員
學生自費、自行邀約
各6名西語系碩班生，於24日、8月底分赴 西語碩一簡玥琪表示，他們安排體驗書法藝術、臺灣
規劃，將平常要付
西班牙及阿根廷進行外交參訪。美洲所入 料理與在地文化等，以輕鬆愉悅的方式拓展軟實力，
費、還要跑到臺北市
選2組，美國華府團美洲所教授陳一新及 進行外交活動。
區才聽得見的超水準
尼加拉瓜團美洲所所長陳小雀，也將於
演唱會帶來淡江。讓
本月14日和8月15日各自率團前往。上月 奧斯卡之夜異國風情 歡送外籍生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奧斯卡之夜來嚕！國際
原本就根植淡江的音
29日在臺北科技大學，由北科大校長姚立
樂氣息更加多元化，
德，代表所有帶隊老師，接受外交部常務 處將於明日（5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國際跨文
上月26、27日
也讓淡江在「獨立音
次長柯森耀的授旗，會中並舉行國際青年 化之夜─Tamscar」，由國際大使團團員國企一黃雅
外交部與臺北市
樂」上盡份心力，而
志工趨勢、駐地生活等經驗分享及教導國 筠及國企一高珩主持，為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生和交
換生們，舉辦歡送晚會，透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異國
政府在新光三越臺
計畫的催生者，正是
際禮儀。
北信義新天地舉辦
吳寬表示，西語系國家以往只有開放中 風情的表演，讓他們體驗一場特別的饗宴，並在淡江
玩音樂也要玩夢想，林禹丞（右）和吳彤瀚（左）2個大 俄文二林禹丞和管科
二吳彤瀚。
「非洲服飾與文化
南美洲地區，去年領隊前往瓜地馬拉交 的日子裡，留下美好的回憶。屆時國際長李佩華也將
男孩用搖滾創造舞台，讓獨立音樂能大鳴大放！
受邀出席，歡度這場盛會。
來自詞曲創作社，
展」，本校戰略所
本身也有玩樂團的他們，分別是「Hot
Spring熱春
碩一卡西雅和國企
天」的Bass手和吉他手。談起玩音樂的初衷，林
一賴莉思（左圖）
禹丞學了6年的畫，卻因為升學壓力被家裡阻止，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第四屆淡江之星決賽於上月25
最後孫嘉臨以30秒清唱小美人魚的歌曲，澆熄葛永皓的「大
2位徵選上走秀機
「後來開始學音樂，決心不再放棄任何一件喜歡
日在文錙音樂廳準時開戰，共21組參賽。今年評審陣容堅強，
火」，拿下第3名。
會，上臺展示非洲
的事情。」而吳彤瀚的父親從小就教他學吉他，
邀請線上遊戲音樂製作人宋圭璋、巴哈雷頓音樂工作室執行長
此次歌曲曲風多元，多以流行音樂為導向。保險四龐礎以
傳統服飾。2位皆
「以前覺得不重要都不好好學。」但從爸爸過世之
朴智雨、莊敬表演藝術科副主任謝良欣等3位音樂人。曾經參
BBox帶來「love the way you like」、土木四王宇君自彈自唱
來自非洲友邦聖多
後，彈吉他這件事情就變得更有意義。表演經驗
加超偶的企管碩二劉卜銘以「說了再見」得到20.7的高分，技
偶像徐佳瑩「一樣的月光」。評審謝良欣表示：「剎那即永
豐富的他們，除了「享受」舞臺，更想「分享」
美普林西比，卡
壓群雄，奪下冠軍。臺北海洋技術學院多媒體系黃逸塵表現不
恆！」參賽者要把握在臺上的當下，因為機會只有一次。榮獲
舞臺。吳彤瀚說，「會想做Live House計畫，最大
俗，「海嘯」一首使現場觀眾如癡如醉並獲得18.7的佳績，以
第1名的劉卜銘也表示勉勵：「這是學生生涯最後一次參加比
西雅說，「臺灣和非洲的傳統服飾都很美麗，有
的原因就是喜歡音樂啊。」林禹丞也笑著說，「就
0.1分之差險勝第3名。西語三孫嘉臨的「You haven't seen the
賽。能拿下第1名，僅是因為年紀稍長、經驗較豐富，希望學
機會的話會考慮穿著非洲傳統服飾到校上課。」
被彼此影響。」當初兩人突然有了這個構想，「很
last
of
me」、英文二葛永皓的「Duffy」皆獲得18.6分的成績，
弟妹們能加油！」
（文／吳文凱、圖／非洲服飾與文化展活動小組）
多事情，有想法的時候不多做點，以後就失去熱情
了。」只因對音樂的熱愛，成為了極大的動力，從
2011年10月至今，輕晨電、Vast&Hazy、機動現場
Live Machine、糖果酒、黃玠瑋等，不管是在淡江
發跡、還是初來乍到的獨立音樂人，都因為他們站
【記者梁凱芹、呂柏賢、莊靜、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
第1首「稻香」便帶領大家回歸心靈的自然，一共演出18首
「愛管弦事」音樂會的方式，合奏曲目從去年的1首增至5
上了覺軒花園的舞臺歌唱。
成發連發，動靜皆宜。先發由舞研社上場，於上月27日在
激昂而輕快的曲目，包含知名鋼琴家蕭邦、貝多芬的演奏
首，進一步增進兩社之間的音樂交流。弦樂社以柴可夫斯
提到這個計畫最大的障礙，他們笑著說，「沒有
學生活動中心舉辦「第舞航道」，9支主要舞蹈從旅途啟
曲以及國內外的流行曲目，演出者皆以精湛技巧將樂曲詮
基的「弦樂小夜曲」等4首曲子突顯弦樂優美的音色，其中
錢！」錢始終是最大的難題，自從有詞創社的支
程，由臺灣出發，遊歷中國、印度、牙買加等國家之後，
釋的淋漓盡致，其中機電一葉子
「羅馬尼亞民族舞曲」在社員快速且有力的拉奏之下更展
援，加上招募到許多和他們一樣熱血的義工，這個
最後回到淡江大學作為完美的終點，舞蹈風格相當多元，
毅一曲「梁祝變
現了弦樂的感染力。接力演出的管樂社，一開場就以一首
門檻好像也不難跨越了。僅僅因為喜歡就去做、這
包含武術、肚皮舞與雷鬼等。參與7支舞蹈演出的法文二李
奏版」情感豐富
「智慧之海」向觀眾呈現豐富澎湃的管樂特色，航太碩一
最單純的力量，「我們也從許多學生樂團身上看
宗哲，臨時在一週內代替另一個舞者跳肚皮舞，「肚皮舞
的彈奏方式表達
王柄豪表示，聽到用海浪鼓模仿的海浪聲，讓人感覺有如
到，是很難得的，絕對不要忘記自己最初想要做的
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難，尤其是要跳出感覺。」第一次看舞
對教授戴權文平
身在海邊。管弦合奏部分則用音樂訴說撲朔迷離的「歌劇
事情。」最重要的，是學到了對音樂的執著。
蹈成發的保險三陳慧婷覺得：「現場看舞蹈表演真的很精
日在機電系上細
魅影」、法國名著「悲慘世界」等5個故事。日文三李秉儒
現在很多觀眾都是衝著樂團的名氣而來，所以知
采，不知不覺就忘了時間。」
表示，在演奏當下細讀該曲的故事內容，更容易在腦海中
名度不高的樂團觀眾就少，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設計
21日覺軒花園則上演音樂復仇記！西音社舉
浮現出畫面，使人印象深刻。
一場2個樂團演出的緣故。吳彤瀚說，其實很多獨
辦「西洋音樂社期末成發 復仇者聯盟II西音大
古箏社上月31日在文錙音樂廳壓軸登場，以「箏琢」為
立製作的音樂人都很有實力，「但是不太懂得行銷
西音社以熱門強片〈復仇者聯盟〉為
帝的歸來」，共有11個樂團輪番上陣。各樂團
題，代表著每位社員從不起眼的璞玉，經磨練成為一顆美
自己。」他希望透過這個舞臺的設立，讓大家知道
主題，唱high全場。（攝影／林俊耀）
除了重唱國內外搖滾曲目，也表演不少自創
玉。社長經濟三王嬿婷表示，今年在曲風選取上，以大家
原來獨立音樂有這麼多好聲音，「其實我們也希望
曲。其中〈Makiyo用腳擊殺了林姓司機〉樂
心指導以及對鋼琴社多年
耳熟能詳的歌曲和電影主題曲為主，包括<菊花台>、<紅
像望春瘋這樣的校園演唱會可以請獨立樂團，那樣
團，是由部分畢業的西音社學長共同組團，表
的付出，最後他表示：「每
豆>、<寶貝對不起>等，希望能夠引起觀眾共鳴。演出者
的意義又不同了。」林禹丞表示，最大的理想是培
演〈All These Things That I've Done〉時，更和
首曲子都是要用生命去詮釋
中文一黃玉佩表示，她經常透過聆聽不同類型的音樂，培
養出同學下課就知道「今天覺軒花園有演唱會」而
臺下觀眾合唱經典曲段「I got soul, but I'm not a
養自己在情緒上的豐富度，而演出曲目「山丹丹開花紅豔
前來參加的風氣，拉開聽音樂的觸角。
古箏社精湛琴技，優美演出 的 ， 才 能 真 正 帶 給 觀 眾 感
soldier.」，把氣氛「唱」熱到最高點！
動。」
豔」，曲風高亢遼闊，正是她在情感上的一大突破。而彈
未來他們希望邀請到不同風格的樂團，帶給淡
吸引眾多目光。（攝影／鄧翔）
氣質鋼琴社29日轉變形象，於文錙音樂廳
同晚，弦樂社和管樂社於
奏「邊疆舞曲」的教科一朱品瑄說：「我自己很喜歡這首
江同學全新的聆聽體驗。下課後總是不知道做什
「野」性演出，引領聽眾進入桃花源般的秘密基地。開場
活動中心合辦「再管弦事」期末音樂會。活動延續去年
曲子，因為聽不膩，也讓我在彈的過程中很享受。」
麼嗎？來覺軒花園，聽聽Live表演吧！（文／李又
如、攝影／謝佩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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