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大傳二李又如：金馬獎淡江人總不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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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社團TA課程結業 成立社團專屬諮詢管道
本校首創社團TA，成立「黃埔軍團」專門為社團建立諮詢管道。圖
為培訓課程，社團TA們合作培養默契。（圖／課外組提供）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有新
生力軍成立─由40人組成的「社團TA」（社團教學助理），
讓玩社團有了新的方式！因應社團學分化，課外組希望讓更
多專業人才從旁輔導社團，也培育資深社團人從參與者變成
指導者。未來這群社團TA將在SG201替新生解答社團學分化
的種種疑惑，也會為遇到問題的社團提供諮詢的管道，透過
經驗的傳承讓社團永續經營、也讓社團學分化更加完善。而
玄奘大學學務長林至善在培訓課程中提到，淡江社團TA的制
度在大專院校是很項創舉，宛如革命烈士一樣，並以「黃埔
軍」形容這群充滿鬥志的社團TA！
通過徵選的40位社團TA，來自不同社團現任、卸任幹部，
甫結束的4天培訓中，邀請了社團界的「三巨頭」林至善、
弘光科技大學副校長陳昭雄、逢甲大學領導知能與服務學習
中心主任簡信男；與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國際企業系教授張
同廟、弘光科技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陳明國等講師，講
授包括社團經營理念、企劃執行、簡報設計等實用技巧，還

有如「從青年領袖面向談大學生應有的社會關懷角色」等
課程，實務面、關懷面一應俱全。「是很不一樣的學習經
驗！」物理二陳勁旭表示，想要利用自己的經驗去幫助剛接
社團的學弟妹，分享一些做事方針、建立信心，才會加入社
團TA的行列，讓更多人能體驗美好的社團經驗。
「我準備好了！」歷史三吳東憲在結訓典禮上的「我的承
諾」堅定地寫下。各個社團TA在紙上描下自己的手，在手掌
心寫下承諾，召集人企管進學四葉日承表示，一起宣誓是希
望讓大家增加動力，讓夥伴們互相督促、支持。歷史四黃雍
勻則期許，「希望能像領航者，帶領、引導社團夥伴至正確
的道路。」通過培訓的社團TA可以得到中華學生社團教育學
會的「社團經營師證照」，成為專業的社團TA。陳勁旭也提
到，社團TA像是亦師亦友的角色，若以「老師」的身分面對
同學可能會有距離，但是他也擔心身兼學生的身分會沒有說
服力，「但我會把這個當作挑戰！」

１８８位境外生腳足球類賽 大馬蟬聯冠軍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第
1屆境外生盃球類大賽於上月26、
27日盛大舉行，共有188位境外生
熱情參與。由華僑同學聯誼會舉
辦，將歷年的「僑生盃球類大賽」
首次擴大舉行，參加對象從原本港
澳、馬來西亞，擴大至陸生及所有
外籍生都可組隊報名。活動負責人
財金三吳慧豐說：「這次比賽很激
烈，報名隊伍相當多，境外生參
加踴躍，除了歷年的香港、澳門、
馬來西亞等學生外，也增加了印
尼、美非、大陸生等，讓比賽精采
許多！」在比賽項目上跟往常一樣
有籃球、羽球、足球、排球外，也
增加了躲避球和5人6腳兩項趣味競
賽。

比賽成績上，港澳生和馬來西亞
兩組不相上下，馬來西亞最後以總
積分35分奪得積分總冠軍！籃球比
賽由去年的馬來西亞隊伍繼續蟬聯
冠軍。羽球比賽上會計二黃瀚玟表
現突出，第一次參加比賽就勇奪冠
軍，吳慧豐也表示，今年足球項
目報名特別熱烈，共有8隊報名參
加，熱愛足球運動的港澳生就報了
4隊！足球項目由產經二徐智揚等
港澳生所組的隊伍獲得冠軍，徐智
揚說：「從國小5年級就開始踢足
球了，現在到臺灣求學也從未間斷
此興趣，在比賽中，和去年不同的
是，多了外籍生加入後，賽況激烈
很多！中南美洲的足球選手讓大家
印象深刻，也希望之後大家能常有

【記者楊蕙綾、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音
樂人到訪淡江，大談創作與音樂經營，讓愛
「玩」音樂的rocker很熱血！29日晚間，詞創社
及西音社分別在Q306及B713舉辦講座，邀請五
月天專輯共同製作人兼技師團團長－黃士杰、
知名樂團1976主唱阿凱（陳瑞凱），暢談音樂路
上的成功經驗，各吸引近百位同學到場聆聽，
一睹音樂人風采。

機會一起踢球！」
是跟在臺灣認識的其他大陸過來念
來自尼加拉瓜國企三柯安亞說：
書的學生們組隊打球、同隊還有一
「會參加這個比賽是因為很喜歡
個日本人和美籍華人，感覺很特別
打羽球！希望明年
能 有 更
也很有趣！」
多不同國籍的學生
參加，
可以因為
比賽多認
識一些人
的話會更
開心！」
來自廈門
資工一的
潘岳則表
示，「跟
學長們比
首屆境外生球類大賽，各隊卯足全力，為自己的隊伍進
賽 時 壓 力 球得分！（攝影／區迪恆）
很大，但

如果你是五月天的歌迷，那你對黃士杰應該
不陌生，一句「做音樂很苦」道出無數音樂人
的心聲，從編曲、混音到最後的母帶製作，每
個步驟、細節都不得馬虎，一首歌重複錄製10幾
次，儼然成為工作常態。但其實追求完美，都
是基於音樂人對於自己作品的堅持，當聽見歌
曲最後呈現出來的那一刻，黃士杰笑著表示：
「其實再辛苦都是值得的！我認為，不要侷限

音樂的方向，要發展無限可能，這才是音樂的
生命。」最後他也舉五月天詞曲創作人阿信為
例，勉勵所有喜愛創作的同學們，要多閱讀各
種題材不同的書籍，吸收各方面的新知識，讓
音樂創作更加豐富！中文二伍慧珣表示：「聽
完演講之後，深深覺得做音樂很辛苦，我們應
該要更加努力加強自己的能力，才可以做出更
好的音樂。」

新生盃壘球 電機系再奪冠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原訂於上
月19日舉辦的100學年度新生盃壘球賽，
因當日天候不佳延期至26日，延長一週的
戰線，絲毫不減參賽隊伍的戰鬥指數，經
過一整天的激烈賽事，冠軍仍由去年冠軍
電機系蟬聯，亞軍、季軍和殿軍分別是土
木系、產經系和水環系。
系壘隊長電機碩一劉明濬表示，大一新
生不習慣比賽節奏，比較容易怯場，所以
每次練習，不管是在場上、場下，他都會
跟大家精神喊話，用正面鼓勵的方
式增加信心，「目的就是要繼續
稱霸下去啦！」電機二陳
相儒提到，開學至今每
週都會練習3到4天，假
日學校沒有場地就到
真理大學，畢業學
長也會特地回來，
「雖然有著連霸壓
力，但從練習過程
累積的經驗，有學
長們一起集訓就像
吃了定心丸一樣。」

1976阿凱 音樂人黃士杰 不做音樂來當一日講師

滾淡音樂季 西音大道壓軸登場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西音社主辦「滾淡音
樂祭」壓軸第四滾－「西音大道」，上月28日在覺軒
花園正式開唱。主要以大一新社員組成的12組人馬相
互較勁，並邀請詞曲創作社和實驗音樂社兩個音樂性
社團代表，作為客座評審，一同評審出最佳樂團、最
佳人氣等6項獎項。其中最佳人氣獎計分方式則由全場
觀眾公開票選選出。
表演樂團展現截然不同的風格，視覺系團體、90年
代英國搖滾，更有Iron Chicken樂團主唱俄文一傅信彰
於活動前意外車禍受傷，仍拄著拐杖登台高歌，展現
屹立不搖的精神，獲得全場歡呼。由俄文系同學組成
的「李奧納多皮卡丘」表演時，觀眾不時尖叫主唱俄
文二謝佳峰「好帥！」一舉勇奪了最佳樂團獎殊榮。
由全場觀眾投票的最佳人氣獎由「13號的病房」榮
獲，團長國企四周怡岑表示，此次有眾多朋友相挺，
下次一定要拿最佳樂團。西音社社長物理三林駿吾
說，此次活動成功激起大家的鬥志，提供這樣的舞
台，讓大家能有實戰經驗，同時有更多的表現機會。
更期待「西音大道」不單單侷限於此，更能走出校
園。

量。他說：「持續很重要，別太在意觀眾
數目。」
11歲時於電視上看見「Guns N' Roses」
接受了第一次的文化衝擊，啟發了阿凱
想要玩團的念頭，開始去學彈吉他，留
長頭髮。過去的他與種種規範對抗，在心
愛的搖滾樂裡面解放，一度排斥老三台時
代所撥放的流行音樂。但現在他說：「後
來才想起來有些歌真的不錯。」他表示，
當自己不知道要對抗什麼、銷售什麼的時
候感覺很奇妙。但重要的是「找出自己的
價值，把自己做好，別人只能銷售和描述

關懷動物社 保護流浪動物講座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關懷動物社於上月16
日邀請竹圍動物醫院院長夫人、知名部落客帕子媽，
舉辦「動物保護心路歷程」專題講座，分享動物保護
經驗，鼓勵同學加入志工行列，同時提供寵物醫療的
正確觀念。
帕子媽表示，當初因救援了一隻在住家附近遭棄養
的老狗，才意識到身邊其實有很多動物需要幫助，不
但改變了自己待人處事的態度，甚至影響身邊親友踏
入動保行列，她羨慕的說：「相較於我當年在動保界
孤軍奮戰的身影，現在學校社團提供完善的資源管道
實在是相當幸福，同學應該珍惜這些機會。」更提
醒，進行流浪動物救援時，若遇到受傷的動物除盡速
就醫外，應選擇有經驗的中途之家安置，才能有效提
高送養的成功率，現場她大力提倡TNR（Trap Neuter
Return），亦即誘捕、結紮、原地放養，這不但能抑
制流浪動物的過度繁殖，也能減少安樂死的發生。
資傳二翁雅柔說：「這場演講讓我受用無窮，勿
輕信網路上有關飼養寵物的謠言，應向專業獸醫師詢
問，以免斷送無辜生命。」

管樂社期中音樂會，創意表演讓令人驚豔。
（圖／管樂社提供）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於上月16日
舉辦期中音樂會「百事渴樂」，現場座無虛席，將
近200人入場觀賞，場面熱鬧。管樂社長土木二周
昱辰表示，本次音樂會為延續管樂社的傳統，目的
在於考驗新生的表現，因此捨棄大型演奏會的方
式，改以傳統室內樂的方式呈現，以重奏的方式演
奏23首膾炙人口的樂曲，沒有指揮也沒有主持人，
完全考驗同學的功力，而其中一首打擊樂曲以大型
垃圾筒做為樂器，由5名樂手演奏出節奏磅礡的樂
曲，成功帶起活動的高潮，現場反應熱烈。首次表
演的化材一戴良羽說：「第一次獨奏的演出，緊湊
練習了三週，過程雖然辛苦，常會卡住，但是只要
對自己有信心就能克服一切」。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843-4.indd 1

活動名稱

12/5(一)
13:10~15:10

學發組
網路報名

輕鬆簡報快譯通~簡報實作
（http://enroll.tku.edu.tw）

12/5(一)
18:30

理學院
淡江大學理學院音樂會-科技與
文錙音樂廳 藝術的對話

12/5(一)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創：光速戰記」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6(二)
21:00
12/6(二)
21: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大咖研究所紀文惠音樂講座」
（http://enroll.tku.edu.tw）

體適能有氧社
Street Jazz（街頭爵士）
SG246

12/6(二)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啟動原始碼」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6(二)
18:30

建築系
2011建鬼-電影劫售票
建築系系館前

12/6(二)
09:00

未來所
未來學研究所專業實習成果發表
黑天鵝展示廳 會

12/7(三)
12:20~14:00
12/7(三)
20:30
12/7(三)
18:30

學發組
網路報名

高分戰役-大腦檢測與答題A+~
閱讀讀書策略（http://enroll.tku.
edu.tw）

體適能有氧社
Dynamic Yoga（動態瑜珈）
SG246
法文系
T212

2011歐洲魅影

12/7(三) 圖書館非書組
獵殺第四行者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8(四)
12:20

學發組
I304

我是報告王~書面報告輕鬆寫

12/8(四)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雷神索爾」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8(四)
15:00

職輔組
Q409

下一「讚」，我的實習在微軟校園分享會

12/8(四)
18:30

法文系
T110

2011歐洲魅影

12/9(五) 圖書館非書組
播放影片「X戰警：第一戰」
12:30、18:30 5F多媒體室
12/10(六)
09:00

職輔組
淡水校園

U,CAN逗陣來！探索職涯研習營

你，唯有自己能提高自己的價值。」正如
他的「態度」歌詞裡寫的：「世界末日就
是明天，這就是我的生活態度。」
西音社社長物理三林駿吾表示，聽完演
講後對於自己未來的路更明確，更能知道
未來的路怎麼走。而西語三陳以聖則期待
地說：「希望能像他們一樣，更強！」大
傳二呂懿娟表示，我覺得學到很多，不是
只把音樂搞好就是成功，更要把自己行銷
到更大的舞台。

湛的舞技嗎？千萬別錯過！
壓軸上場的是睽違10年的「淡江耶誕
嘉年華」！由西語系等21系合辦，將在18
日盛大舉行。即日起至9日（週五）上午
11時至下午6時，全校學生可於工學館中
庭、海報街及文學館前憑學生證購票，1
張學生證一次限購2張。系列活動由西音
社、吉他社、詞創社首先於下午4時30分
在覺軒花園聯合表演為活動開出第1砲；
重頭戲的演唱會將於下午6時在學生活動
中心開唱，活動過程中飲品無限暢飲，並
提供免費糕點，藝人卡司強大，陣容包括
戴佩妮、蘇打綠、嚴爵等藝人，這次抽獎
活動獎品豐富，最大獎是GUCCI包！要
狂歡的同學千萬別錯過。

管樂社表演 垃圾桶當樂器秀創意

主辦/地點

黃士杰傳授專輯製
作經驗，生動的解說讓
現場笑聲不斷。（攝影
／謝佩穎）

連三場聖誕趴 要你high翻不孤單
淡淡生活 二手市集登場

【記者洪予揚、歐書函、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
今年的耶誕夜，不想一個人過嗎？瘋狂的12月，
有三場Party等你來high！首先登場的是「天韻合唱
團」，由讚美社、校園團契、學園團契三個社團聯
合舉辦，將於7日（週三）下午6時30分在文錙音樂
廳，邀請全校師生聆聽天籟之聲。
緊接著是最道地的Dancing Party！商管12系將於
15日舉辦「夜淡月瘋狂」，即日起至9日（週五）在
商管大樓3樓門口攤位售票，商管兩院學生票價250
元、非商管兩院生300元、校外同學及現場票為350
元，6人同行只要1650元，校外購票可洽全家便利商
店。本次藝人陣容堅強，邀請溫嵐、戴愛玲、MC
HOTDOG、大嘴巴到場同High，並將於Dancing
Party Time現場選出Party King&Queen！想秀出最精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金士翹擁有數十張證照，同
時是學生、老師又是導遊，十足
文武雙全。（攝影／羅廣群）

1976主唱阿凱大方分享樂團經營
經驗，當講師頗有氣勢，吸引許多學
生到場「聽課」。（攝影／粱琮閔）

1976的阿凱則以「樂團經營與獨立音
樂」為題，闡述經營樂團和玩樂團是截然
不同的兩件事，玩樂團是「樂在其中」；
而經營則是「把事情做好」面對現場同
學的提問，他不但樂意解答，並歡迎透過
E-mail私下諮詢，「畢竟只有這個時代的
年輕人，才懂年輕人要什麼！」
現在身為兩個樂團經紀人的阿凱提到，
經營樂團很困難，有市場開拓、有無業務
能力和能否賺錢等問題，畢竟這是一份工
作。但更重要的是樂團是否能走下去，這
不再只是興趣上的問題，更有經濟上的考

活動看板

金士翹

【記者劉昱余淡水報導】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他，有著多
一年一度的淡淡生活節又來
重身分，
是導遊、 是學生亦 是老師， 從高中
囉！今年主題是「Share」－
畢業後開
始遊山玩
水，踏遍整塊歐洲西半部；
「Share goods, Share Life!」，
而一談
起教育
，堅定
自信的 眼神中 散發出 對
其中「二手市集」將於12
教學的滿腹熱情，手上持有27張證照並且獲選
日至17日在蛋捲廣場展
「淡大證照達人PK賽」第3，這位達人正是管
開。二手市集報名時
科博二金
士翹。
間為即日起至7日（週
愛好旅行
的金士翹，高中唸的是觀光餐飲管
三）止，只需要帶著
理，從畢業至今擁有中、英、法相關語言及旅
100元租金及200元
遊證照， 當初以1 張英語領 隊證照開 啟了帶旅
押金，至學生會辦
行團的 人生， 他笑說 ，「我 最拿手 帶的團 就
公室SG203報名即
是大家較不敢接手的『三師團』，三師就是醫
可。
師、律師和老師。」在帶團時會接觸不同性格
的人，相處的時候雖會有許多摩擦發生，但也
學會與人溝通的技巧及危機處理方式，運用在
未來的教學上，較能掌控學生的情緒及需求。
大學留學進修偏學術傾向的學習，也激發起
他對教育的熱忱，在職場上縱使經驗豐富，但
教書才 是他的 最大興 趣。考 取法國 昂傑大 學
後，嚴格的教學體制使他求學路程步步艱辛，
【記者楊蕙綾
在極大的壓力下他並沒有就此氣餒，金士翹回
淡水校園報導】 本
想考取「 法語高階 認證C1 」時笑著 說，「考
校實驗劇團將於本
試時非常緊張，那這真的是我覺得非常難考到
月13日至16日晚間7
的其中一張證照。」在讀書之餘也曾擔任過酒
時在文館L209展開為
莊巡禮的解說，對品酒也有研究，法語能力的
期4天的期末公演，即
基礎，面對餐飲的書籍就不困難，在未來想任
日起至周五上午10時至
職於觀光產業相關科系便更具競爭力。
下午5時在商館前（靠近
英國攻讀完碩士後，為了瞭解更多台灣的教
驚聲書城）開放售票，票
育體系，現就讀於本校管科所，在踏入淡江前
數有限，售完為止。
本校「生態社區建構」課程於上月安
就擁有講師的資格，結合各種語言、會議展覽
每年公演都會造成轟動的
排學生前往關渡自然公園擔任一日志工，
及觀光旅遊的能力，再加上管理的專長，發揮
實驗劇團，今年將演出《相濡
自98學年開課的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
自己所長到北、中部的大學兼課，在寒、暑假
以沫》及《我為你押韻》兩部
程，今年選修該課者高達258位學生，
的閒暇之餘，也會繼續帶團走遍世界各國，增
戲碼。《相濡以沫》，描述兩個
皆已分批前往關渡自然公園服務學
進自己的廣度及深度。旅遊使他人生閱歷豐富
每天都會在捷運上相遇的男女，
習，在課程中因為非常賣力割草，而
且運用在教學上，有規劃的考取不同種類的證
在擁擠的捷運上有所交集，而遊戲
贏得「割草哥」封號的資傳四黎建
照，擁有多方位的教學觀，他勉勵自己未來要
的開始，就在進入隧道之後。《我
呈表示，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
持續多走 走、多看 看，讀萬 卷書不如 行萬里
為你押韻》將以編劇自殺未遂為開
大家有緣一起分工合作，那就盡
路！
頭，意外闖入的少女將和編劇發展出
力的去完成它，為這環境貢獻一
怎樣的故事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前往
份心力。（圖、文／謝佩穎）
購票。

實驗劇團
期末公演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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