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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大聲公

　 本 學
年 度 新
成 立 的
社 團 —
淡 江 財
富 管 理
實 務 研
習 社 是
跨 校 性
質 的 社
團，社長統計四王年裕笑說：「在電視節目
《中國好聲音》的舞台上，選手們等待的是
一位導師的轉身，因為這代表他將擁有嶄新
機會，而淡江財研也提供一個讓你奮力一搏
的機會！」
　「知識、人脈還有實務成就你的財富人
生。」王年裕表示，社團重視知識面、實務
能力以及人脈養成，也提供投資理財課程、
證照考試和實習機會，「我們注重人生規畫，
也針對社員就業做實務安排，培養未來就業
所需的軟實力。」財研社有導師制度，由 5
位具有豐富社會經驗的企業家為導師，共有
業務、財經、管理、行銷、媒體公關等 5 組，
王年裕補充：「經甄選獲導師肯定的同學便
能在其身邊學習。」
　「TKFMO 是我們淡江財研的英文簡稱，
其中的 O 是組織的意思。」王年裕希望未
來財研社不僅只侷限在社團，而是成為一個
產學教育平台，「財富管理是人生與理財所
結合的一門科學，想投資自己並成長，不想
變成一碰即破的豆腐族，就趕緊加入我們的
行列吧！」（文／林妍君、攝影／盧逸峰）

淡江財富管理實務研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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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用
音樂一決勝負吧！ Beatbox 社於上
月 24 日在覺軒花園舉辦歲末活動
「Beatbox & Rap Diss Battle」，分饒
舌與口技兩大競賽主題，讓新生社
員進行一對一比拚，還有社團幹部
們的高手對決。同時邀請勾引娛樂
饒舌歌手 YK 擔任客座評審，一同
體驗嘻哈文化「鬥技」的表演形式。
現場吸引百人觀看這場音樂會戰。
　社長資管二徐韜表示，「本次活
動期望能讓新生有個展演的舞台，
學習享受表演的氣氛，勝者將頒獎
狀鼓勵。我們設計許多獎項，除了
鼓勵大家一年來在社團的學習成果
外，也在耶誕節前夕與大家同歡，
共渡平安夜。」大傳二郭力誠分享，
「日常僅能由街頭藝人接觸到口技
表演，第一次體驗到外國音樂過招
的表演模式，非常值得。」

7 社團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上
月25 日晚間極限舞蹈社、國標舞社、
卡波耶拉社、舞研社、火舞藝術社、
烹飪社、吧檯研習社 7 社團在學生
活動中心舉辦聯合成發，此次主題

　（攝影／吳重毅）

社團成發 寒冬競活力
為「舞宴」，吸引超過百位同學在耶誕夜裡盡
情狂歡。
　極限舞蹈社社長英文三陳延慶表示，「活動
結合舞蹈與餐酒為一大特色，並以各國文化帶
出各舞社的舞蹈表演與舞蹈教學，盼參與的同
學除了體驗不同國家的餐酒文化，也藉由表演
了解 7 個社團的各自特色。」
　活動在兔子先生的主持下，大家丟開包袱、
盡情解放，其中舞研社帶來的性感舞蹈令在場
觀眾血脈噴張，性感指數破表！而國標舞者的
華麗旋轉、極限舞蹈的後空翻、火舞社在黑暗
中帶來的幻光秀及卡波耶拉社巴西戰舞的特
技，讓觀眾目不轉睛，周圍也提供 buffet 和各
式美酒，挑戰大家的味蕾極限，最後 BeatBox
演出掀起活動高潮，台下尖叫聲不間斷，學生
活動中心儼然像是大型夜店。資工一黃義豐分
享，「活動最後可邀請心儀對象共舞，我覺得
這是完美的 Ending ！」

古典吉他社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8 日共
鳴箱古典吉他社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期末成發
「古典吉他遊走電影間」，吸引逾 40 人聆賞。
　音樂會中演奏多首著名電影、動畫的配
樂，如電影神話的配樂「美麗的神話」、迪
士尼經典動畫獅子王的「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並於結尾演奏今年最夯國片「我的
少女時代」主題曲「小幸運」作為壓軸演出，

全體社員賣力呈現出優美旋律，讓現場聽眾彷
彿置身於電影場景裡。
　社長水環二熊禹皓表示，「從 9 月底就開始
準備這場表演，表演雖然稱不上完美，但是大
家都盡力了，我很滿意每位社員的表現，希望
下學期大家還能夠一起努力下去。」統計二許
寧倢表示，「這次表演的整體呈現很夠水準，
很多歌曲的表現都讓人回味無窮，對『Little 
things』印象最為深刻。」

烏克麗麗社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烏克麗麗社於
上月 29 日在騮先紀念科學館舉辦成果發表會，
社員們個個摩拳擦掌、蓄勢待發，準備「烏麗
全開」，吸引近百名同學到場觀戰。
　社長會計三趙瑞恩表示，「希望現場觀眾可
以感受互相較勁的刺激感。」也表示此次主題
為黑隊與白隊的華麗大對決。比賽前，雙方隊
長互相嗆聲，其中「想不到團名」隊伍帶來
「思念是一種病」與「Where is the love」，以
烏克麗麗結合吉他及箱鼓的表演方式獲得超高
人氣。最後在一陣緊張刺激的人氣投票中，黑
隊拿下今晚的勝利。西語二洪錦色分享，「這
是我第一次參與社團成發演出，氣氛緊張又有
趣，覺得很新奇也很感動！」

詞創社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你認為「這個
聖誕沒有溫暖」嗎？詞曲創作社於上月 29 日
在覺軒花園以此為題，舉辦期末成發，讓同
學們在雪花紛飛的布景中，感受熱血的音樂演
出。共 12 組學生樂團登台獻藝，用搖滾、流
行等多變的曲風，還有選自臺、美、日及個人
創作等豐富曲目，溫暖淡江的夜晚，現場近百
人到場享受這場音樂盛宴。
　活動負責人西語三戴于萍分享，「本次成發

　「我從來沒有過感恩節的習慣，但今年感
恩節那天，卻意外收到『免費、中文化的惡
意程式掃描軟體 Iobit 公司』的兩個外國朋友
捎來的祝福，感謝我對其公司產品長久以來
給的翻譯支援與技術支援。」這是本學年度
獲選本校優秀青年、非常熱愛電腦程式語言
的資工四林君龍。
　「我是在小學 3 年級時接觸到電腦」，林
君龍迷上當時的「奇摩個人網頁」，他笑著說：
「國小學生哪懂得什麼程式語言，就在亂改
中學習，覺得能完成一個網頁很有成就感！」
他從此喜歡電腦，更於小學 5 年級時為導師設
計簡化計算成績的程式，「老師的讚美，讓
我更親近電腦。」但真正對電腦程式產生研
究興趣是在高中時，「我參加『軟體研究社』，
並把資工系視為唯一的大學選填志願。」
　擁有校內外多項資訊類獎項的林君龍非常
感恩地說：「很感謝潘孟鉉老師！因為老師
的指導，我的『小資族 Coupon Bank』才能獲
得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這項專
題同時獲得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
競賽「資訊技術應用組」第三名。

　比起賽績，林君龍更看重學用合一。學以致
用的機會降臨在他大二時，「當時我義務協助
住輔組改善原有的『校外賃居資訊系統』中所
出現的資安漏洞，後來李展蝶老師便推薦我到
軍訓室工讀。」開啟他協助學校單位開發、維
護系統的機會。
　他分享協助軍訓室建置「校外賃居訪視系
統」的經驗，「原先教官進行校外賃居訪視時，
都以紙本記錄，我建置的系統與校內資訊服
務整合，使用統一入口填報並管理訪視資訊，
可於意外發生時，掌握第一手資訊。」此案
獲 104 學年度資訊處校園資訊服務軟體開發獎
勵之補助。此外，林君龍也協助改善校外單位
現行系統，他舉例，「從 2014 年起，我獨力
維護熱門的查榜服務網站『新鮮人查榜』。」
2015 年他更在該網站開發「找同學」服務，考
生可透過登錄網站，和其他錄取同系的新生交
換社群網路資料，他笑說：「有很多大一新生
在開學前因此就跟同學聊熟了。」
　談到挫折，林君龍說：「單位要求和實際設
計上總會有所落差」，他解釋：「有時候對方
給的需求並不是那麼明確，進行設計時較難達

到預期效
果。」 但
他深信，
「在撰寫
程式上，
只要願意
解決，沒
有什麼不
能解決的
事。」 林
君龍總是
能用他積
極溝通與
學習的態
度解決瓶頸，完成任務。
　林君龍也說，「創意與行銷是我最希望加
強的。」因此他努力注意生活細節上的需要，
「創意來自生活所需，我希望能以自己的專
長服務大家。」他認為自己能擁有豐富學習
歷程是因為，「即使不是很有把握，我也牢
牢抓住每個機會，不敢害怕，只想努力拚命
做好就對了。」（文／黃詩晴）

資工四林君龍 程式高手實踐學用合一

衛保組愛的電影院    送禮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快
去黑天鵝展示廳領水果啦！」上週
很多人爭相走告著，衛生保健組於

上月 28 日至 31 日舉辦為期 4 天的「愛的電影
院」與「水果底加啦 !」活動週，引發熱烈的
支持。
　你知道國民健康署建議每人每天都應該攝取
兩份水果嗎？為了鼓勵大家多吃水果，活動現
場設有闖關活動，包含「蔬果小百科」、「飲
食卡路里」等關卡，都是與飲食健康相關的知
識考驗，闖關成功者，將獲贈每日限量水果一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課外組於上月
28 日廣邀各社團指導老師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與蘭陽校園同步視訊，參與「104 學年度社團
指導老師知能研習會」，邀請榮譽學程講師何
孟軒前來分享。
　學務長柯志恩致詞時表示，雖然本校社團必
修化，但仍面臨「如何燃起大學社團活力」的
挑戰，希望透過何孟軒的分享，汲取經驗，並
交換大家經營社團的想法。
　何孟軒目前是健言社指導老師，他分享自己
在求學過程參與社團與經營社團的經歷，「剛
進大學參加健言社，因參加比賽需要蒐集、閱
讀大量資料，因此大大壓縮系上課業、活動的
時間。」需要幫助的他卻誤會老師與學長姐拒
絕溝通，因而離社，這誤會直到多年後才被澄

清。另外，他在擔任系學會幹部時，因與社團
內成員產生摩擦，造成組織隔閡。
　他以自身經驗鼓勵指導老師，經營社團時應
以愛為出發點，在管理上應更穩重、冷靜且放
下我執，多與社團內的同學溝通，才能創造雙
贏的局面。弦樂社指導老師潘劭愷表示，「聽
完演講，深有同感。社團管理以幫助學生成長
為主，應全力支持，並適時給予建議。」

社團繽紛樂

主題源自近期熱門的網路用語『邊緣人』，藉
此主題反襯出社團溫暖如家。表演者皆穿上紅
色系衣物，結合聖誕老人形象，用音樂送暖。」
西語三江采軒表示，樂團歌曲演繹精湛，大飽
耳福，也感受到詞創社溫暖的心意。

氣球社 創意耶誕樹吸睛
微光詩社 詩行動藝術動起來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社
於上月 30 日進行「詩行動」，以詩人兼指導
老師鴻鴻「在臺北各地的街景角落彩繪詩句」
為例介紹何謂「詩行動」。社長中文三林佑霖
表示，「詩行動」是近年來所興起表達詩的新
藝術形式，主要將詩句透過行動藝術，如：快
閃、戲劇等方式呈現，並訴求將詩融入生活，
即「生活即詩，詩即生活」。社課中，幹部除
闡釋「詩行動」意義，更準備實作練習，教導
社員如何以小型劇場詮釋詩句，實踐其真諦。
中文一簡妙如說：「這次社課讓我初步了解詩
行動，並對行動藝術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你累了嗎？蔡忻林教拉伸放鬆
　【記者李宜汀淡水校園報導】體育處講師蔡
忻林於上月 28 日在 SG246 為教職員工帶來「療
癒球肌肉放鬆與拉伸教學法」，活動吸引逾
60 位教職員到場參加。
　參與者有的帶著自己的療癒球，有的向體育
處借用，大家開心地在蔡忻林帶領下體驗療癒
球放鬆術。在一個半小時的教學過程中，蔡忻
林除了向大家講解與示範如何使用療癒球這種
特別的輔助工具來放鬆肩頸、背部、腰腿等部
位的肌肉外，現場也一一指導參與的教職員正

確姿勢，為大家帶來一場肌肉放鬆的特別體驗。
　參與課程的體育處助理教授趙曉雯說：「參
與這次課程收穫頗豐，工作的辛勞在這堂課中
得到了放鬆，今天從蔡老師這邊學到的肌肉放
鬆知識，回家以後會和家人一起分享，希望他
們也能放鬆肌肉。」

　【記者孫于翔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23 日，
創意造型氣球社為因應耶誕節的應景裝飾，邀
請到彩虹氣球工作室指導老師劉偉杰來校教
學，指導社員製作耶誕樹造型的氣球，並同時
舉辦交換禮物活動。現場充滿節慶氛圍，社員
們玩得不亦樂乎。
　社長保險四張耕華表示，「這次活動是因應
佳節而設，所以希望安排交換禮物與製做耶誕
派對或節慶相關造型氣球的活動。偉杰老師在
氣球耶誕樹的製做上有獨具的經驗與心得，因
此邀請老師來分享，希望讓社員們知道，只要
用一點點的錢跟心力，就可以為派對製造歡樂
的氣氛。」社員水環三黃雋華興奮地表示，「從
沒想到可以用氣球做耶誕樹，覺得創意十足，
不僅可以運用在耶誕節擺飾中，也很適合用來
交換禮物。下學期還會想繼續留在社團，增進
自己的第二技能。」

屍築         爆表
　耶誕驚魂

夜，建築系館
尖叫聲此起彼
落！建築系於
上月 25 日舉
辦之第十二
屆「 建 鬼 」
活 動 —「 屍
築」，吸引超
過 7百人參與
盛況。
　活動前，場
外已大排長龍
等待進場，更
放映鬼片為同學提前「暖身」。場內牆上印滿
紅色血掌印，加上昏暗燈光，使得假人偶及工
作人員扮演的「殭屍」難以分辨，且不時拿著
水槍、敲擊鐵條、模仿電鋸聲等製造氣氛，搭
配神出鬼沒的嚇人招數，在長達 20 餘分鐘的
鬼屋情境中，不少學生嚇得心驚膽跳。
　中文三吳品萱心有餘悸地說：「活動最大特
色是透過攀爬、突破障礙物，增加緊張感！」
會計三林靚笑著表示，「同行夥伴的尖叫聲，
使氣氛更加驚悚、刺激。」活動總召建築二董
奕萱表示，感謝全體工作人員為讓參與同學體
驗驚嚇氣氛，努力籌備及場佈。（文／周雨萱、
攝影／吳重毅）

職場新鮮人理財秘訣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職輔組的職涯
主題月活動，於上月 29 日在鍾靈中正堂舉辦
「你不理財，財不理你」職場新鮮人理財講座，
邀請 Career 職涯學院職涯顧問歐陽慧蓉到場分
享理財經驗與生涯規劃，約 40 餘人到場聆聽。
　一開始，歐陽慧蓉運用人生夢想、退休年
齡、期望的第一份薪水來計算人生總收入，說
明目前社會新鮮人所會面臨的難題。她表示，
目前大學畢業後起薪約 2 萬 5 千元至 3 萬元，
扣除生活與娛樂花費後，所剩不多。強調「開
源節流」如果不適度節制消費慾望，恐怕就陷

入舉債度日。她說明：「日常生活開銷、投資
理財與風險管理是理財金三角，適度分配與運
用是理財的不二法門。但理財不可貪心，記得
不要把全部的雞蛋放同個籃子裡，分散風險才
不會造成不可挽回的錯誤。」她也支持社會新
鮮人勇於追求自己的夢想與目標，並引用歌手
林志穎為例，強調有夢想又懂理財的重要性。
　中文三陳浩賢表示：「新聞常常強調大學畢
業後工作難找、起薪很低等問題，讓我對於未
來人生規畫其實蠻恐懼的，但透過講師生動的
舉例示範與講解，讓我於理財有了更進一步的
認識，對於人生規畫也更有方向了。」

份，為自己的健康加分。
　愛滋有哪些症狀？愛滋感染者之心路歷程你
知道嗎？活動期間現場也撥放由奧斯卡最佳男
主角馬修•麥康納主演之「藥命俱樂部（Dallas 
Buyers Club）」。同時在打卡區拍照註明「『愛
的電影院』現正熱映中」成功上傳至 FB，就
贈送一份精美小禮物。
　衛保組組長、校醫談遠安表示，「15 至 22
歲為愛滋病高發人群，性行為時正確使用保險
套有助於防止愛滋病的傳染。另，大學生多外
食族，建議多吃青菜、水果，飲食少油少糖。」
　活動承辦人衛保組約聘校護邱鏡伃表示，
「愛滋病與飲食不均衡都是大學生族群面臨的
健康問題。希望透過電影放映與闖關遊戲宣導
健康知識。」參加活動的統計二許寧倢表示，
「『飲食卡路里』讓我更清楚很多日常飲食都
是不健康的，督促我多吃水果，改正不良飲食
習慣。」

　衛保組舉辦「愛的電影院」與「水果底加
啦 !」活動週介紹許多健康飲食，引起許多學
生佇足閱讀。（攝影／吳重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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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君龍介紹他獨力維護的「新鮮
人查榜」網站。（攝影／林俊廷）

　健言社指導老師何孟軒分享社團經驗。（攝影
／吳國禎）

　7社團聯合成發「舞宴」high翻學生活動中心。
（圖／羅慕昕提供）

　古典吉他社演奏電影配樂，讓人彷彿置身電影
場景。（攝影／閩家瑋）

　詞創社 12 組學生樂團獻藝，覺軒花園溫暖祛
寒意。（攝影／何瑋健）

　烏克麗麗社吸引百名同學觀戰「烏麗全開」。
（攝影／吳國禎）

Beat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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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wishes for the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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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忻林指導大
家使用療癒球。
（攝影／吳國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