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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工四謝皓同：期末考一到，課堂上就多了許多新面孔！

社團下鄉服務 17隊寒冬送暖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天氣
嚴寒，熱情不減，本校共16個社團386
位師生組成17隊寒假社會服務隊下鄉服
務，把溫暖送出去！課外活動輔導組將
於本月17日上午10時在B712舉辦「社會
服務隊授旗典禮暨行前講習」，為他們
加油打氣，勉勵肯定他們的服務精神。
這是柬埔寨服務學習團第4次出隊，
隊長數學碩二蕭力誠表示，這次在設計
課程上會加強深度，希望能培育當地的
種子老師；在表演活動上，也不像以往

單純表演台灣歌曲，而是練習之前從柬
埔寨帶回的當地民謠，然後這次去再特
別表演給他們看，拉近與他們之間的距
離。
種子課輔社分別在新北市三芝國小
與台南市層林國小舉行4天3夜的「2011
種子課輔社聯合北區營隊－環遊世界
不用80天」活動，幫助當地的小學生提
升外國語言文化的學習興趣，並輔導
他們完成寒假作業。種子課輔社社長財
金二呂明蔘說：「希望每位社員都能投
管樂社﹁悸動 ‧
反射﹂期末音
樂會樂聲悠揚，令觀眾如痴如
醉。
︵攝影／陳芝嫻︶

期末成發強強滾
【記者梁琮閔、段采伶、陳思嘉、
林姍亭、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這學
期即將結束，本校音樂性社團紛紛舉
行期末音樂會，熱舞社也舉辦小家成
發，為寒冷的冬夜注入一股暖流。
詞曲創作社濃妝上陣
詞曲創作社於上月18日在覺軒花園
舉辦主題成發「濃妝搖滾」，由9個
樂團輪番熱力演出，每位表演者無
論男女都帶「妝」上陣，吉他手也
戴起長達30公分的大捲造型假髮一起
搖滾。當晚表演近20首歌曲，開場由
企管一謝宜靜自彈自唱陳綺真＜太陽
＞，壓軸由「威寶鑽石」團將韓國流
行歌曲＜Mr.＞改編為金屬曲風，以
＜終結孤單＞壓軸演唱時，全場更是
興奮大叫，跟著歌曲的節奏邊唱邊
跳，國企一陳冠任說：「沒想到在學
校可以看到這麼有臨場感的演唱，喊
到都破音了！」
國樂社中國風釀春
國樂社於上月23日在文錙音樂廳舉
行期末公演「釀春」，演奏＜阿里山
的日出＞、＜金鼠鬧春＞等樂曲。音
樂會一開始即以＜鬧新春＞一曲熱鬧
開場，團員們穿著中山裝與旗袍登
台，現場充滿一股濃濃的中國風情。
接著由國樂社見習團社員演奏＜聖
誕組曲＞等名曲。最後的安可曲由團
員們使出搞笑功力，紛紛戴上墨鏡與
聖誕帽演奏＜流浪到淡水＞，打著拍
子大合唱。保險二黃慈婷表示：「最
後安可曲時，團員發揮比手畫腳的能
力，同時帶領大家合唱，我與朋友們
也不禁跟著大唱了起來。」
古箏社 口琴社FUN SONG箏琴
古箏社與口琴社於上月28日，在文
錙音樂廳舉辦期末聯合成果發表會
「箏琴FUN SONG」。古箏社社長
經濟二王嬿婷表示，古箏搭配口琴讓
音色更加多元，台下觀眾聽得如癡如
醉，其中，＜葉門民謠＞氣勢磅礡，
很有異國情調，並合奏＜粉紅豹＞、
＜龍貓＞等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
最後由口琴社社長航太二李盈慶及古
箏社副社長英文二王苡嫣合力演出安
可曲＜菊花台＞，讓台下觀眾備感驚
喜。古箏社社員化學四王政原說：
「最喜歡＜戰颱風＞，把雨聲大小描
繪得栩栩如生。」
鋼琴社吹雪國風情
鋼琴社於上月29日在文錙音樂廳帶
來「冬季戀琴」，現場座無虛席，舞
台布置成縮小版的愛斯基摩冰屋，並
以白紙鋪成一地雪白。一開始便由物
理四簡誌宏以拉赫曼尼諾夫一曲＜前
奏曲Op.23, No.5＞帶來震撼人心的開

場，最後在大傳系校友宋承恩以精湛
琴藝表現＜木星幻想曲＞劃下句點。
現場還來了一群特別的來賓，他們是
「竹圍小太陽生活成長營」的小朋
友，很少有機會聽音樂會的小朋友們
各個難掩興奮之情，承辦人學務處人
員楊新格說明，帶他們聽音樂會是本
校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的計畫之
一，小太陽的小朋友都來自中低收入
戶的家庭，他們在課後沒甚麼娛樂，
「希望藉此機會給他們留下不一樣的
感覺。」
管樂社悸動人心 弦樂社升起希望
管樂社和弦樂社於上月30日分別在
學生活動中心、文錙音樂廳帶來動
人的音樂饗宴。管樂社以「悸動‧
反射」為主題，共演出7首扣人心弦
的樂曲，另邀請小號獨奏者法文四劉
恩良演奏＜小號協奏曲＞及宋承恩演
奏＜琉球狂想曲＞，令人聽完演出後
彷彿能回憶心中最初的悸動，西語三
林韋杉表示，「管樂社的表演不輸職
業樂團的表演，水準愈來愈高。」
弦樂社此次的「琴人夢」（Dream or
Reality）有別於先前的音樂會，以存
在於夢境與現實錯綜的情境呈現，由
「入眠」、「噩夢」、「早晨」3個
主題依序帶給觀眾不同的聽覺饗宴，
弦樂社指導老師陳宜亭說，音樂會的
最後以「早晨」呈現，要給觀眾新年
新希望的感覺。此外，這也是陳宜亭
在淡江弦樂社的最後一場演出，安可
曲前的一席話，不僅感謝大家長期以
來對弦樂社的支持，也「期待弦樂社
未來能發光發熱」，令觀眾及台上團
員聽了相當感動。
熱舞社火辣馬甲登場
熱舞社於上月27日晚上6時30分，
舉辦「第一屆小家成發」，當主持人
倒數54321表演開始時，觀眾的尖叫
聲就不絕於耳。用分組競賽的方式展
現成果，請熱舞社指導老師「merry
monarc」的雪球及「中國強」的小銘
等人評分。每家輪番上陣，穿著也別
出心裁，帥氣的西裝、火辣的馬甲
登場，還有組別應景穿聖誕裝。最後
競賽結果以編舞、創意、造型及舞
技等評選8個獎項。另有「最佳人氣
獎」，由觀眾投給自己喜愛的組別。
熱舞社社長航太三郭力文表示，舉辦
「小家成發」後，不會跳舞的新生會
主動詢問學長姐關於舞蹈的問題，且
會約出去討論，交流變得很頻繁，大
家的關係變得更加熱絡。水環三湯佩
玲說，她喜歡第7家的表演，因為融
入戲劇，音樂的點抓得很準確，而且
穿著聖誕裝還蠻特別的。

入服務，從中獲得感動，進而更願意服
務。」Union海豚工作隊將以「撒下種
子，讓夢發芽」為主題，至屏東縣滿州
鄉長樂國小，教導當地小學生電腦相關
知識。
蘭陽志工服務隊將以「麵包超人大戰
細菌人」為主題，舉辦英語育樂營，教
導簡單的口腔保健衛生和飲食均衡英
文，隊長旅遊二林哲頤表示，由於大二
人手較不足，許多大一生擔任幹部，過
程難免辛苦，希望他們能從中體驗學習

到團隊精神和事前準備的工作，林哲頤
說：「期待讓學員都能學習到這些簡單
實用的英文。」
康輔社去年參與教育部「大專青年重
整校園送愛計劃」，下鄉到屏東縣佳冬
鄉羌園國小舉辦冬令營後，今年再度主
動與羌園國小校長聯繫，為當地60位小
學生舉辦「時尚玩家冬令營」，教導當
地學生愛惜食物與資源的重要性，並透
過世界各國飲食文化擴展他們的國際
觀。

12位議員下學期上任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第26屆學
生議會議員選舉結果於上月31日公告！淡
水校園14人報名9人當選，蘭陽校園則是3
席議員全上，12位議員將在下學期為同學
齊力發聲！
淡水校園當選議員分別是商學院產經四
蔡孟霖、國企四洪文彥；管理學院會計三
林子普、企管二劉書宇；工學院化材三李
中明；文學院資圖四李凱傑、資圖三徐宇
安；教育學院教政所碩一陳淑樺；國際研
究學院戰略所碩三陳翼均。蘭陽校園旅遊
二林哲頤、旅遊一張天一，以及政經一
郭宇璇。淡水校園共647票、蘭陽校園204
票，12位議員中，淡水有7位新任、蘭陽2
位，為議會帶來新血。
學生議會議長財金四鄔承渟表示，今年
最特別的三個現象：一是首次有參選人製
作宣傳影片炒熱選情，拉抬選票；二是蘭
陽校園於學院合併後，在只有1位保障名

額的情況下，3位議員參選都順利當選，
看得出來蘭陽學生在學生自治上有進一步
的重視；第三、今年當選的議員中，多
有社團經驗，未來將會全力替同學爭取權
益，但相對之下法律背景的參選人略顯不
足。
連任成功的蘭陽議員，旅遊二林哲頤表
示，本學期終於三讀通過蘭陽秘書團的相
關規章，確立章程，「表示蘭陽校園正式
擁有自治的保障，連任任期中，也會盡力
推動蘭陽法規的建構，讓蘭陽同學能有完
善的申訴管道。」他也指出，希望未來蘭
陽的投票日能避開週三的下山時間，「以
免降低投票意願。」新上任的化材三李中
明則表示，責任變重了，未來將會嚴加把
關學生會活動的舉辦及同學福利的爭取，
「相信議員任期是我成長經驗的一大步，
為了同學，一定會全力以赴！」

圖／王育瑄
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承辦人軍訓室
教官魏玉文（右）將「友善地圖成果
冊1.0」贈予盲生資源中心，由盲
資中心輔導老師邱存能代表接
受。（圖／學務處提供）

友善地圖成果冊出爐 學務處贈予盲資中心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
為將無障礙空間的理念落實校
園，土木工設組、英文、日文、
德文系4班大一新生所繪製的
「友善地圖」已由學生事務處彙
集成冊。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
程承辦人軍訓室教官魏玉文日前
將「友善地圖成果冊1.0」贈予盲

生資源中心，由盲資中心輔導老
師邱存能代表接受，邱存能也回
贈感謝狀，由日文一鄭羽辰代表
領取。
學務處人員楊新格說明，這次
初步完成的「友善地圖成果冊
1.0」，由大一同學們親自勘察本
校淡水校園各棟建築物，尋找適

合身障同學使用的出入口及校園
內外的無障礙設施。地圖中，以
顏色標示盲生可獨立到達、無法
獨立到達及非開放區域。透過這
樣的地圖資訊，讓剛進入本校校
園的身障新生能更快適應淡江生
活。而日後身障學生也會依照同
學們繪製的地圖，更仔細地走訪

校園，針對地圖上一些錯誤的地方加以修改，使地
圖資訊更趨向正確，進而發展出「友善地圖成果冊
2.0」。

淡水河畔跨年 西音社搖滾一整夜

「走到哪，我們就唱到哪！」由西語
二陳以聖（左一）領軍的樂團，鼓手物
理二林駿吾（左二）、主唱西語三熊耀
燊（左三）與企管二林尚勳（右二）、
貝斯手企管二謝哲軒，在小發財車上展
現走唱精神。（攝影／張峻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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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跨年夜看煙火
不是唯一的選擇，搖滾一整夜也很high！西洋
音樂社與輔仁大學搖滾音樂研習社，於上月31
日，不畏寒風在淡水觀潮廣場接力開唱，共計
6組樂團連番上陣，西音社副社長西語二陳以
聖說：「我們希望玩音樂像跳舞一樣，走到哪
就唱到哪！」
西音社與輔大搖研是首次合作，也是第一
次在戶外開唱，讓不少路過的民眾以為淡水
也辦了跨年晚會，原本計劃開著小發財車到處
走唱，但需要更周全的規劃，期盼未來能達
成「走唱」的夢想。英文一夏君儀自彈自唱＜
What is love＞，她表示，「雖然很緊張，但是
在跨年夜留下這樣的回憶也是挺不錯的！」在
現場欣賞表演的歷史一王博正說：「在5度的
寒夜演唱，讓我見識到他們對音樂的熱情，也
讓我感受到大學生就是要這麼熱血！」

跨年夜冷颼颼，西音社仍
不畏寒風在淡水觀潮廣場開
唱。（攝影／張峻銓）

歡迎讀者提供任何話題人物的蛛絲馬跡！請打專線：02-26250584，或寄e-mail至ab@oa.tku.edu.tw 。

余繁

電機系教授余繁，是最讓電機系學生津津樂道的「余
杯」，他的興趣是一邊騎腳踏車，一邊聽刻著「F Ye」字
樣的I pod shuffle，愜意的運動養身！（攝影／張峻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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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社會服務隊

「你看這是能上網、能聽一萬多個電台
的數位相框、這是能紀錄消耗多少卡路
里的單車GPS、這是隨收隨印的行動印表
機……」眼前這位左拿數位相框、右拿GPS
的科技迷，是電機系教授余繁，只要談到
科技，就像打開話匣子般，停也停不下
來。
手上總有許多最新科技的余繁開心地分
享，平常最喜歡一邊聽著最新的I pod shuffle
的音樂，一邊騎單車養身。「我會順時
針、逆時針各騎10圈，因為這樣才能平衡
輪胎的痕跡！」因此已屆古稀之年，他仍
然身強體壯，看不出歲月的痕跡。
在電機系任教39年，是許多學生口中嘖
嘖稱奇的老頑童，凡是電機系的學生，都
得通過余繁的「電路學」這關，否則不能
畢業，因此桃李滿天下，父子兩代同師，

早就不是新鮮事，就連電機系教授翁慶昌
都是他的得意門生！除此之外，學生遍布
產、官、學各界，因為知道老師的喜好，
因此總會獻上最新科技的產品給老師。例
如每天陪他騎單車的GPS，就是第4屆畢業
生送他的！
暱稱為「余杯」，他是每位電機系學生
眼中的鮮師，只要上過他的課，無不喜愛
他嚴厲又不失幽默的授課風格！尤其不能
碰到老師的「死穴」：遲到、睡覺、講
話，一律都得打X！學生都記得他的經典名
言：「敢遲到，把門關起來，讓你『門』
都沒有！」電機四吳松晏表示，只可惜
「余杯」要退休了，未來的電機系學弟妹
沒能體會到「余杯」的魅力！他更說如果
未來他能發明「鋼鐵人」，一定第一個送
給「余杯」！（文／黃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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