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
報導】詞創社以音樂壓境
淡水校園！18日邀請知名
樂 團 旺 福 在 學 生 活 動 中
心，舉辦巡迴音樂講座；
23日的Live House中，有
Space Cake史貝絲考克、
脫序派對Mofo Party，以及
瑪啡因Maffine3組獨立樂團
High翻覺軒花園。
　 旺 福 樂 團 的 音 樂 講 座
中，以聊天、表演方式分
享從學生時期的組團至今的音樂創作經驗，旺
福樂團團長姚小民表示，儘管受限於經費、課
業的兼顧、創作的挑戰等困難，但仍未忘卻對
音樂的熱愛，反而會在有限的資源中爭取更多
的演出機會，且跨社合作很重要，因單打獨鬥
是不會有完美演出，可結合各社團人才發揮所
長，「不要忘記夢想，做就對了，事前準備和
心態調整，會成為成功關鍵，加油！」
　覺軒花園的Live House熱力音樂，替秋末冬
初微涼的淡水校園，增添一股濃濃的暖意。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是誰在書卷廣
場留下神秘的記號？學生會因應本校63週年校
慶，製作《命運，讓我們相遇》系列微電影，
為今年的校慶注入了浪漫的元素。學生會副會
長歷史三李泓毅表示，本次主題是蛋捲情人夢
的愛情故事，預計將孤單的蛋捲寶寶配對，讓
他有圓滿的歸宿，「蛋捲寶寶已經五歲了，今
年除了更換全新面貌之外，我們更賜予他一個
綁有粉紅蝴蝶結的匹配女孩，在微電影中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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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10/28(一)

8:00

中文系

L514收件

五虎崗文學獎30週年-第

二屆「秋水文章」詩歌創

作大賽報名

10/28(一)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淡江國際事務研習營報
名（http://enroll.tku.edu.
tw/）

10/28(一)

8:00

諮商輔導組

網路報名

悠活塗鴉樂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10/28(一)

8:00

諮商輔導組

網路報名

樂活節能好生活-搶救北

極熊四格漫畫徵圖活動報

名（http://enroll.tku.edu.

tw/）

10/28(一)

10:00

諮商輔導組

商管大樓前
「擁抱失戀」擺攤活動

10/28(一)

10:00

諮商輔導組

商管大樓前

「你性平了嗎?」擺攤活

動

10/28(一)

10:00

教政所

網路報名

102學年度預研生說明會

報名（http://enroll.tku.

edu.tw/）

10/28(一)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校慶表演舞蹈排練

10/28(一)

19:00

驚聲古典詩社

H105
琴歌吟唱講座

10/29 (二)

8:00

文錙音樂廳

文錙藝術中心展覽

廳索票

珍愛文錙˙一生一世系列

演唱會11/5第二場 弦舞在

淡江音樂會索票

10/29 (二)

10:00

諮商輔導組

B127

"進擊的旅程"~生涯探索

團體
10/29 (二)

10:00

軍訓室 

鍾靈中正堂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專業知

能研習-教師組
10/29 (二)

12:00

職涯輔導組

鍾靈中正堂
遠東商銀 2014 Early Bird 
早鳥就業計畫說明會

10/29 (二)

12:20

教發組

I601

良師益友傳承帶領制團體

活動 - M&M一家親
10/29 (二)

15:00

大傳系

SG320

女性影展校園巡迴展-失

婚記

10/29 (二)

15:00

圖書館參考組

U301

蒐集資料的方法-基礎篇

報名（http://enroll.tku.

edu.tw/）
10/29 (二)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複習-正面打入身摔

10/30(三)

10:00

軍訓室

鍾靈中正堂
拒毒你我他

10/30(三)

10:00

軍訓室

B712

犯罪預防宣導-黃帝穎律

師專題演講
10/30(三)

17:00

日本阿波舞社

外語大樓一樓
校慶表演舞蹈排練

10/30(三)

19:00

鋼琴社

文錙音樂廳

「星空」鋼琴社期中音樂

會
10/30(三)

22:00

天文社

學校操場
觀星活動

10/31(四)

9:00

大傳系

B603

女性影展校園巡迴展-晝

夜無盡

10/31(四)

12:10

教發組

ED201
雙元教學專題講座-「英
語教學+分組討論？」

10/31(四)

12:10

未來所

ED504

誰來午餐之三-學習中成
長，創造自在人生，報名
請洽分機3001

10/31(四)

13:00

遠距組

I501
開放式課程說明會

10/31(四)

18:30

圖書館參考組

U301

蒐集資料的方法-進階篇

報名（http://enroll.tku.

edu.tw/）

10/31(四)

20:00

合氣道社

SGB1武術教室

萬聖節小活動（一教、四

方摔、入身摔測驗）

11/2(六)

8:00

課外組

H117
急救訓練-急救員考照

11/2(六)

13:00

物理系

S104
物理學系50週年慶祝酒會

大代誌
學生

908期
中華民國102年10月28日

西語四蔡昀儒：

本週我最靚
「 萬 聖 節 到 了 ，
我 們 一 起 來 狂 歡
吧！」

英文系講師莫康笙

校園話題人物

　常頭戴鴨舌帽、以輕鬆打扮，走在校園
中，酷酷的神情總讓人誤認是校園學生，他
是英文系講師莫康笙，同時擔任BEATBOX
社指導老師，長期創作嘻哈饒舌樂曲，曾是
「參劈」饒舌樂團的Rapper，近期發表《溫
故知新》混音專輯，認識他的人都會暱稱
「老莫」，都知道只要談起Hip-hop，他便
會滔滔不絕分享，莫康笙熱愛嘻哈饒舌樂並
表示，因為它不受拘束的曲風，可以挑戰自
我，並滿足對音樂的創作。
　他與嘻哈饒舌樂的淵源是國中時期赴紐約
留學開始，某天同學現寶似地提供嘻哈光碟
讓莫康笙從此愛上它，他回憶著說：「剛開
始覺得很新鮮，而且這歌唱的唱腔、音階、
旋律都讓人感覺特別，有時候像是在說話，
有時候旋律感很強，有時候又只有音樂，每
個音符都打動著我，就這樣地鼓舞著我的靈

老莫創作嘻哈饒舌樂

萬聖節到 各社團搞鬼變裝尖叫應景

本校獲教部青年署服務學習優等 

淡江大學校慶

週年

學生會微電影 暖身63週年校慶

社團大聲公

動新聞社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獲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102服務學習示範性計畫」大專
院校組優等獎，將擇期公開表揚以勉勵推動有
成。服務學習專任研究助理吳恩慈表示，本次
將本校服務學習的特色、推動過程，以及成果
等以書面方式呈現，很高興獲得肯定。
　生輔組的「淡江用心、師生安
心，友善校園全國冠軍」校園安
全宣導活動於22日在海報街，由
校長張家宜揭開序幕，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學務長柯志恩、總務
長羅孝賢、教務長葛煥昭、生輔
組組長李進泰等人出席。本次強
調校園安全、春暉宣導、交通安
全、法治宣導以及賃居安全5項
重點，並有網路交易安全、工讀
陷阱經驗談、反毒等講座，還結
合春暉和紫錐花活動，一起推廣
反菸、反毒、反愛滋、反檳榔及
反酒。
　張校長致詞表示，本校榮獲友

善校園獎為唯一獲獎大學，希望藉此活動讓師
生能在安全環境中教學與學習。海報街有新北
市消防局淡水分隊防災教育、賃居安全等闖關
遊戲，張校長與柯志恩等人與同學一起體驗，
令現場同學印象深刻。會計三黃靖芸說：「玩
樂中學習，學習中玩樂，非常有趣。」

　【記者蔡佳芸、黃怡玲、林妤蘋、鄭文媛、
趙巧婷淡水校園報導】在百鬼夜行、萬鬼齊聚
於本週四（31日）萬聖節中，校園好熱鬧，社
團因應節慶舉行驚聲派對！本週二（29日）晚
上7時，由國際青年交流團開跑，在淡水校園
內進行「國青萬聖逃走中」以促進社員交流。
活動中將有8位變裝獵人追擊玩家，背後名牌
被撕下來即出局，讓玩家在鬼節中體驗被追殺
感覺。國際大使團以「尖叫旅社」為題，於週

社團菁英論壇開講經營行銷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課外組為增
加學生社團知能，本週五（11月1日）舉辦
「夢，踐-社團菁英高峰論壇」，將由學務長
柯志恩主持，專題演講中邀請中華學生社團教
育學會理事長張同廟主講「從企業化角度談社
團經營」、逢甲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組
長簡信男說明「社團行銷與管理」；還有荒野
保護協會理事長賴榮孝、簡信男、台灣插畫
師協會理事長楊勝智分別針對「社團v.s.土地
關懷」、「社團v.s.服務學習」，以及「社團
v.s.創意行銷」議題，進行分組座談，由社團
學習與實作召集人黃文智、課外組組長江夙冠
分別擔任引言人。學務創新人員吳宜家歡迎趕
快上活動報名系統報名（http://enroll.tku.edu.
tw/course.aspx?cid=asbx20131101）。

硬筆賽黃暐婷蟬聯冠軍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師資培育中心
於24日舉辦「硬筆字及板書競賽」，共94位學
生報名參加，由歷史四黃暐婷二度蟬聯，獲得
獎金3千元、第二名為大傳四黃詩容，獎金2千
元，第三名有3名，分別為英文四許庭楹、英
文二賴宣如與郭蓉蓉，各獲1千元。預計於明
年1月10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頒獎典禮。
　亞軍的黃詩容表示，已連續參加4次硬筆競
賽，為了能有好成績，以熟讀五言絕句並訓練
聽寫能力來因應競賽規則，平常也勤練硬筆書
寫，終獲佳績。她開心地說：「這次比賽的心
情較放鬆，按照平常寫字的手感加上經驗累
積，領悟出跟著感覺去寫的道理。」

　聽過學生動新聞社嗎？甚麼是「動新
聞」？就讓學生動新聞社創社社長土木三
徐任筌來告訴你！徐任筌原本是土木工程
學系系刊的總編輯，創社的初衷是希望能
由學生自己發行一份屬於淡江的報紙，站
在學生的角度及立場，關心學生事務及意
見，為每一個淡江學生發聲，是新成立的
學生網路媒體社團。徐任筌說明，「為了
區別學校各個傳播媒體，於是成立了動新
聞社，以網路作為平臺，強調新聞的即時
性及快速性。」
　社團課程內容豐富，設計一系列的讀書
會、演講、及實習課程，將邀請壹電視、
中天新聞記者和攝影師來為社員上課，以
實戰經驗分享，教導學生們新聞採訪、新
聞稿撰寫，及人物特寫等技巧，用新的視
野及角度，以學生相關事務為主，站在學
生的立場報導新聞，徐任筌表示，「希望
成立一個屬於淡江學生的網路新聞。」社
團時間於每週三晚上7時在Q201進行，每週
一次社課，期中期末考前一週將有AII PASS
糖社課，而考試當週則暫停一次。
　學生動新聞社於開學時發放2千份《動
新誌創刊號》，提供大一新生完整校園周
邊資訊。學生動新聞社以FaceBook粉絲專
頁為新聞平台，未來將架設專屬網站，對
校內外進行採訪報導，不定期發行網路刊
物。徐任筌以充滿信心的口吻說道:「希
望培養每一位社員成為獨立記者，並且一
天發佈一則網路新聞，讓動新聞持續不間
斷。」學生動新聞社的FaceBook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TKUSMN?fref=ts
（文／黃怡玲）

　【記者莊靜、陳安家、夏天然淡水校園
報導】實驗音樂社、美術社、吉他社、烏
克麗麗社、西洋音樂社、BEATBOX社、詞
曲創作社於24、25日共同舉辦「秋‧藝音樂
日」，滴咖啡旁設立LIVE微舞臺，在下課
10分鐘中，讓步履匆匆的師生欣賞秋天的音
樂聲，並鼓勵現場同學可以畫畫、剪貼、寫
作等方式，創作「心中的音樂」作品並上傳
FB粉絲專頁，按讚最高者可獲得烏克麗麗一
把，投票至今日（28日）中午12時止。
　共鳴箱古典吉他社、日本阿波舞社與聆韻
口琴社於21日在H108聯合舉辦迎新茶會，3
社以社團特色準備表演節目外，還有「比手

米食節試辦低碳便當 週五開跑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配合第3屆
TKU「台灣米食節」活動，總務處本週五（11
月1日）起至30日止，於商管大樓大門口現場
試辦「低碳便當」零售，鼓勵師生吃米飯，並
減少一次性餐具用量。
　資產組與迦南餐廳合作，推出素、葷食餐
盒，售價70元，為新鮮供應，數量有限。每
日凌晨0時至10時30分於活動報名系統網站登
記，並於11時45分至12時20分在商管大門前刷

卡領餐，12時20分後將開放現場販售，13時30
分前前50名歸還便當盒者享5元優惠。資產組
專員賴映秀表示，若試辦成功，未來將於商管
大樓後棟1樓出口設點販售。
　近期亦與校內美食廣場聯合推出6款「日
式餐盒」新菜色，供校內送餐服務。只要滿
5份，可於前一日訂餐，售價100元。詳細資
訊，請參閱總務處首頁。http://www2.tku.edu.
tw/~ag/

首先登場的Space Cake史貝絲考克，以輕鬆的
R&B曲風融合Funk元素演出獨立音樂；接著
脫序派對Mofo Party，以一曲《轉動》帶來充
滿戲劇張力的演唱，搖滾式的表演將現場氣氛
拉至最高點，讓觀眾隨之跳動搖擺；壓軸的瑪
啡因Maffine以迷幻搖擺樂風、輕柔甜美唱腔，
搭配豎笛悠揚的樂音，穿透演唱曲目，觀眾皆
陶醉在「嗎啡式」音樂中，整場活動在觀眾的
一片歡呼中溫暖結束。保險三胡家兢說：「聽
他們的歌，讓我整個都熱了起來啦！」

　學生會的《命運，讓我們相遇》系列
微電影為校慶暖身。（圖／網路截圖）

　22日在海報街的校園安全宣導活動中，校長張家宜（左
四）、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左三）、學務長柯志恩（左
一）、教務長葛煥昭（右一）、總務長羅孝賢（左二）出席
參與。（攝影／余浩鉻）

　共鳴箱古典吉他
社在迎新中表演。
（攝影／鄧翔）

　水上救生社的救生員訓
練的竹竿步行溪訓。（圖
／水上救生社提供）

　 實 驗 音 樂 社
的 秋 藝 音 樂 活
動 表 演 。 （ 攝
影／夏天然）

畫腳」團康遊戲，52人在溫馨氣氛中交流。日
本阿波舞社以充滿節奏舞蹈為活動暖身；共鳴
箱古典吉他社則由社長土木三林哲緯、副社長
西語二徐佑昇分別演出耳熟能詳的曲目；而聆
韻口琴社壓軸演出獲得滿堂彩。
　水上救生社於18、19日進行救生員訓練海訓
及溪訓，至白沙灣和北勢溪進行實地演練，教
導學員室外救生技巧，培養專業的水中能力，
整體訓練過程大家一起齊心克服困難。
　嘉雲校友會也於18、19日則在桃園老貝殼休
閒農場舉辦隔宿露營，他們教唱本校校園情
歌：《癡》、《背影》、《女孩的眼神》、表
演拜火舞、反串的肥皂劇等。

了屬於他們的相遇，同時於11月9日校慶當天
留下神秘的伏筆，請大家快來一同見證蛋捲寶
寶的勇氣愛情！」
　李泓毅指出，本次的微電影由學務處大力
贊助，微電影的劇情發展，是將每年為校慶
熱情站台的蛋捲寶寶，巧遇與他一樣熱心的好
女孩，從那天起便朝思暮想希望能有重逢的機
會；而在蛋捲情人夢的活動中，終於碰到蛋捲
寶寶的夢中情人。李泓毅笑著說，若想知道
後續發展，趕快到YouTube網站或書卷廣場上
的QR Code下載一探究竟，（YouTube網站：
http://youtu.be/C-UQfFgoBLg）。李泓毅提
到，後續還有更多活動，請大家密切注意。

旺福 獨立樂團獻聲

　18日旺福樂團在學生活動中心
的音樂講座中，分享創作歷程。
（攝影／羅廣群）

　23日在覺軒花園Live House的獨立樂團表演中，熱力
的演唱為秋意的淡水校園增添暖意。（攝影／余浩鉻）

詞創社音樂壓境校園

社團活力現 迎新溪訓宿營演唱展特色

遊戲體驗校園安全5重點 

四（31日）晚上，將古色古香宮燈教室布置成
詭譎神秘的西洋古堡氣息，工作人員與來賓需
變裝成電影《尖叫旅社》中的角色，現場還會
提供恐怖餐點，以及精采的萬聖節遊戲，讓你
在歡樂的氣氛中與境外生進行國際化的交流。
　而盛大、刺激的萬聖趴，即將於30日（週
三）晚上6時30分引爆學生活動中心！員林校
友會、宜蘭校友會、基隆校友會，以及新北市
校友會聯合舉辦「北蘭的基員」萬聖節party，
活動總召員林校友會活動長英文二林敬庭表
示，為了讓學弟妹留下難忘的萬聖節回憶，
因此邀請其他校友會共襄盛舉；而現場安排

吉他社、魔術社和BEATBOX社助陣，希望讓
活動更熱鬧壯觀。林敬庭指出，除請參與者
搞怪變裝外，還有選美走秀，選出party king
和queen，活動結束後會再引領學弟妹手提環
保南瓜燈籠遊校園，沿路中會呼喊「trick or 
treat」討糖果，讓大家感受萬聖節的氣息。
　此外，於週二、週四（29日、31日）晚上
7時，烏克麗麗社在L401、E302舉辦「treat or 
ukulele」萬聖趴，邀請全校一起來「扮鬼」！
烏克麗麗社公關長教科三蘇姿卉表示，活動當
天，除烏克麗麗表演外，會評選最佳造型獎及
致贈小禮物，請精心打扮奪得最佳造型獎。

魂。」因此，他開始瘋狂聆聽嘻哈，無時無
刻到唱片行搜尋相關樂曲，恰巧身處國外，讓
他沉浸在嘻哈饒舌世界中。莫康笙認為，嘻哈
饒舌樂是符合人體工學的音樂，它的旋律速度
很接近人體的心臟跳動次數，因此只要音樂一
起，人們會不自覺地跟著音樂擺動點頭，不會
對人體造成太大負擔，而歌詞可以融入情感，
反映人生的心境。這也是老莫熱愛嘻哈饒舌樂
的原因。
　回臺後的莫康笙從音樂聆賞者轉為創作者，
他表示，是受到MC熱狗的影響，發現中文也
能和國外嘻哈饒舌歌手一樣，利用其中文特色
和情感來創作，因此便和MC熱狗等同好一起
創作、分享，儘管當時喜愛嘻哈饒舌樂的人不
多，但大家分享著音樂創作喜悅：2002年與友
人成立參劈饒舌樂團、2004年創作臺灣第一個
地下饒舌作品《聽說》混音專輯、2008年推出

《押韻的開始》，隨著参劈人員各自單飛，莫
康笙在2012年另組「溫故知新Revival」，該年
底發行同名饒舌專輯。他說到：「我喜歡在創
作時跟歌詞玩文字遊戲，可以有創意也可以有
寫作，就像寫作文一樣，因為篇幅夠，才能將
故事講的透徹，在寫詞上也可以發揮到最大效
果。」
　除了音樂創作人、英文講師的身分外，他還
是2個孩子的父親，他笑著說：「能在學校念
書、教書是件很踏實的事情，還能增加音樂
創作的養分，且可利用時間來保有創作的動
力。雖然有了家庭較不能隨心所欲，但仍須時
時保持努力的態度，不因自己的興趣而本末倒
置。」因此他善用智能手機的功能隨時記錄創
作靈感。法文一樊在晨說：「老師在社課時會
提供很多嘻哈饒舌歌手的作品與我們分享，這
些能幫助我們對嘻哈饒舌樂的了解，覺得很值

得。」
　老莫說：「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他表示，無論是何種歌曲重點都
在於如何表達，這也是音樂創作的變化與創
作。未來的老莫仍會堅持音樂創作的路，希
望在音樂中引起更多人的共鳴。（文／劉芷
均、攝影／賴意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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