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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資科系曾柏傑撰稿】負責籌劃課外活動事宜的蔣業維老師即

將於下月調往台南，蔣老師在任職期間認真負責，不僅幫助學生解決問

題，對於各個社團所舉辦的活動也都大力支持，給予學生相極大的鼓勵

與肯定，因此，對於蔣老師的離開，許多學生都感到相當不捨。

    蔣老師在學生時代曾加入政大的山地服務社，從加入社團那一刻開

始，他的人生有了很大的改變。在參與社團的過程中，讓他有機會跟對

岸交流，接觸了很多人，不僅開闊了視野，也豐富了人生經驗。因此，

他鼓勵學生多參加社團，多與人接觸，因為在社團裡可以學到如何與

同學、平輩相處，與老師、長輩們溝通；辦活動時要去借場地、申請經

費、策劃活動內容等，這些都是很難能可貴的經驗，現在能夠透過社團

先接觸、學習，對以後出社會有很大的幫助。

　　蔣老師也提到，很多事並不是天生就會，而是需要後天的學習與練

習。透過經驗累積，熟能生巧，會越做越好，而社團就是一個學習與練

習的最佳途徑。社團甚至可以學習一技之長，像他以前的同學，加入了

國醫社，畢業後就去當中醫，所以社團跟工作也可以是息息相關的。因

此，蔣老師鼓勵同學把時間花在社團上，不管是服務性的社團還是學術

性的社團，只要肯花時間去做，一定會有所收穫。有個從英國留學回來

的校友就告訴蔣老師，他說，在大學四年裡，他覺得投注在社團的時間

是最值得的，雖然有時很辛苦，但卻有很大的收穫。

    蔣老師秉持一貫理念，用最積極的態度與熱情，盡全力協助學生辦

好各項活動，他的用心和熱忱，感動了不少與他共事過的人。在離開之

前，蔣老師也勉勵本校學生多多參與課外活動，從中學習累積經驗，不

斷提升自己的能力，為將來踏入社會做好最萬全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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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公共系林庭孝撰稿】於11月5日召開的社團大會，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的蔣老師與江老師和各社團、系學會的負責人與會，議程分為眾

所關切的：招生展檢討、校慶園遊會與創意市集活動說明以及經費核銷問

題。

　　社團招生展辦在十月中，新生訓練時逛社團的時間不夠，使各社團招

生效果大打折扣。部分的社團的心聲是：「新生訓練時新生們匆忙的經過

我們攤位，就結束了新生訓練，而動態招生展完，新生早就被系上的學長

姐拉去系隊或是練啦啦隊了。」最重要的是，明年的動態招生展也不能在

新生訓練時發表，因為明年的二、三年級都要去聽障奧運擔任手語志工，

今年窘況十分有可能再發生一次，因應辦法由於時間有限仍尚未討論周

全。

　　此次開會另一重點是園遊會擺攤。蔣老師表示，校慶園遊會預期總收

入有五十萬，預計能招到60攤位，請學生以單位申請。更重要的是這次希

望能規劃出有「世界觀」的感覺，例如有遊樂競技區，美食區又分歐風、

和風、美式、中式、什麼都不式，目前還未知如何規劃，將安排攤位特色

評比，希望能達到聚集經濟的效果。蔣老師十分鼓勵各社團與系學會把握

這次的校慶園遊會，給自己一個機會，累積社會經驗，建立一起打拚的情

感，更重要是培養自己的執行力。此外有同學擔心會搶市場，問到校慶當

天學校的地餐的會開嗎？在此蔣老師說不會限制地餐營業，不過就往年的

經驗，廠商都會虧很多，所以才讓廠商自行評估是否營業，不過這次地餐

廠商大部分是新的攤位，可能會賣的比往年好也說不定。

　　社團經費補助與結算之辦法，江老師提到經費核銷部份，由於12月

底完成年度預算，需要各社團趕緊在12月初完成經費核銷，如果有申請

活動但沒申請補助的也請通知課指組，以及12月10日前要先把社團活動記

錄本寫完。學生會補充說，第十二屆學生會任期內能補助每個社團、系學

會各1000、1500的補助，可以補貼校方不能提供之處，如獎金、獎品、餐

點等。最後做出創意市集擺攤與晚會節目邀演說明，聽說當天能邀到藍又

時、魏如昀等名人到場，而剩下的時間就交給各社團安排節目表演外加五

攤小吃攤。

　　以上是這次社團大會所討論的議題，有些已有初步的結果，日後將會

再針對各項議題做更深入的報導。

今年招生展，明年怎麼辦？ 離情依依，蔣老師的經驗分享

　　【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今年的全國國語文競賽，本校囊括了各項佳績：中語系的吳

宗霖榮獲寫字組第一名，而數資系林莉薇則獲得寫字組第四名，特教系劉旻君榮獲國語朗讀

第三名，而客家語演說的部份，特教系的李姿儀與謝易臻則分別獲得第四名及第六名的佳

績！除了個人得獎的殊榮外，今年大會第一次舉辦的「團隊精神錦標競賽」獎項也在蔣業維

老師及江寶貴老師的帶領下一舉拔得頭籌！

　　今年比賽之所以能榮獲如此良好的成績，想必除了參賽同學的努力外，還有師長在行前

鼓勵會上所安排的「模擬賽」的助力。當天邀請到陳光憲、梁淑媛、徐長安及楊寶蓮等四位

評審老師到場品評朗讀、演講的選手，提供選手們練習的機會外，並給予選手們中肯的建議

及鼓勵。會中，校長及組長也上台致詞勉勵選手們，並由蔣老師和校長共同掌旗，與參賽選

手們一同大聲吶喊口號：「市北教大，獨領風騷！市北教大，創新突破！市北教大，一枝獨

秀！眾人焦點，就在市北！」憑著這股精神，這次全國國語文競賽果然旗開得勝，獲得極佳

成績！

             年全國國語文競賽
                        本校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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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老師與校長掌旗，與參賽同學吶
喊口號！

由四位老師擔任評審的模擬賽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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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想 天 開 競 創 意
　【記者公共系林庭孝撰稿】別以為學POP只有在做廣告、美宣時，能寫出活潑有個性

的藝術字，其實學習POP連帶也激發你對色彩與視覺設計的敏感度，光是設計海報就有

配色、構圖與創意等概念及技巧的運用。本校點子POP社在11月30日下午舉行了十校聯

合作品發表會「藝想天開Live Show」，來自北區的大專院校如交大、國北教、竹教、

北護、長庚、元智的POP社或是廣告研習社，一同交流彼此的作品，藉由觀摩他校作品

以提申社團作品品質。

　　整場活動由創意手牽手社團聯盟所主持，這次的第九屆聯合展覽算是第一次作品審

核，他們表示下學期在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將有第二次審核和最後的成發，歡迎同學們蒞

臨觀賞。審核的作品除了平日上課社員的的作品外，此次主題是創意市集，將由每個學

校代言一家工作坊，並上台做五分鐘的簡報，介紹自己設計的店面招牌的創作精神，並

說明主題故事的構思和設計概念。

　　本校的故事主題是「點子繽紛樂」，畫面由三個可愛的社團吉祥物打扮成魔術師、

兔女郎和嘉賓構成，表演著身體切割術。社長王俐心談到設計構想，表示是從魔術師在

舞台上表演而來。魔術師需要源源不絕的點子，才可以帶給觀眾創新、奇幻的演出。之

所以叫繽紛樂，除了代表源源不絕的點子外，也是因為魔術表演總在舞台上呈現繽紛、

熱鬧的效果。副標題「奇幻舞台‧美夢成真」，除了代表三個吉祥物在舞台上完成他們

的夢想外，也希望每個人都能在自己人生的舞臺上，美夢成真。

　　第一次作品審核各校表現十分出色，作品都色彩繽紛且充滿創意，表現出我們這輩

雖不比上一代吃苦耐勞，但在這創意的世代，每個人都可以充滿特色與夢想。即使第一

次審查結果本校沒有得獎，但他們表示真正的收穫是在他們準備的過程中獲得的，實際

運用老師教導的技巧發揮自我創意外，透過幹部們的分工合作，利用兩週課餘時間，一

同努力完成作品的成就感比什麼都重要。他們表示，這次審核只是開胃菜，下次的作品

審核將會有更完整的作品展出，能看到很多漂亮的作品，激發出更多創意，讓他們更期

待下次的挑戰。 

本校作品點子繽紛樂 社長在講解主題故事

各校POP好手齊聚學活 北護與竹教大的作品

　　【記者教育系朱韻蓁撰稿】由本校健康促進中心所舉辦的九十七學年度急救營已經圓滿

結束。在這次為期兩天的研習活動中，邀請到紅十字會台北市分會的急救訓練員擔任本次急

救訓練營的教練，教導本校學生關於急救的理論知識與實用技能，包含：急救概述、創傷與

止血、三角巾包紮、灼傷處理、異物梗塞、中毒、休克、骨骼關節肌肉損傷、傷患搬運以及

心肺復甦術等豐富課程，而在課程結束後，只要通過筆試及術科考試，就可以獲得紅十字會

所頒發的初級急救員的證照。

　　在課程設計上，主要是先以理論知識為基礎，接著再輔以實作的技能，讓學生確實將理

論應用於實際生活中。本次實作課程特別著重於三大部分，分別為：三角巾的包紮、骨骼關

節損傷的處理與心肺復甦術的使用。在三角巾包紮方面，對於各個不同的部位如：頭部、頸

部、肩部、手部、膝部等都有其不同的包紮方式，教練會先示範，接著再讓學員分組進行練

習，而教練也會隨時指導學員正確的包紮方式；在骨骼關節損傷處理的部分，重點在於小腿

骨折、前臂骨折與上臂骨折的包紮，同樣也是先由教練示範，再由學員分組練習，而最後的

心肺復甦術也是依照先前的模式，採先示範後操作的

方式進行。不過，由於時間緊迫，再加上急救過程繁

複、包紮種類過多，許多學員並沒有充分練習，因此

對於包紮與急救步驟並不是很熟練，而對於這樣的情

況，教練們也立刻給予回應，除了開放時間讓學員們

練習外，只要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隨時提出，他們會盡

力提供適當的協助。

　　承辦此次急救營活動的嚕啦啦社表示，舉辦急救

訓練營的目的除了能夠讓本校學生多一個獲取證照的

機會外，更重要的是希望本校的學生能夠具備基本的

急救常識與技能，以備不時之需。另外，嚕啦啦也表

示，這次活動宣傳成效不彰，以至於實際參加人數

與當初預估有明顯的落差，因此在宣傳方面會檢討改

善。此外，在活動的流程方面也沒有向參加的學員交

代清楚，學員在活動當天才知道整個活動的內容，關

於這個問題，嚕啦啦也承諾會改進，等內部商討過後

會想出合適的辦法解決這樣的問題。這次活動雖然有

些微小疏失，但整體而言還算不錯，對於承辦活動的

工作人員與指導教練們所付出的辛勞，學員們也都給

於高度的肯定，期望在檢討改進後，下次的活動能夠

更加圓滿順利。

認識多元產業
　　　　朱宗慶打擊樂團參訪

97學年度急救訓練營
                       圓滿落幕！

架上陳列著各式各樣的鼓，令人大開
眼界！

學員與教練及全體工作人員合影

參加急救訓練營的學員們認真練習包紮

　　【記者公共系林庭孝撰稿】談到台灣的打擊樂團，你一定

會下意識就想到朱宗慶打擊樂團。創辦人朱宗慶於1982年與志

同道合的朋友組成了一個打擊樂團，為的是實踐他們在台灣推

廣打擊樂的理想，據說打擊樂團當時就是在火鍋店談成的，而

今終於嶄露頭角。師陪中心於11/14舉辦「朱宗慶打擊樂團總

部參訪」，承辦活動的白老師表示，這次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提

供同學認識多元產業之機會，了解各類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趨

勢，以及規劃並儲備職場核心能力，進而提升就業競爭力。

　　在參訪的流程當中，一開始由基金會的王經理大致介紹整

個樂團的組織，接著帶領本校學生參觀練習室和辦公室。練習

室除了隔音門特別地厚外，架上陳列的鼓可說是不勝枚舉，都

相當難得一見，令同學大開眼界；而各個部門的辦公室則是用

有設計感的隔間區分，給人開放的氛圍；在人員方面，除了具

有音樂專長與滿腔熱血之外，還強調紀律，期許在團體中每個

人都能互相合作與尊重，因此，熱情、專業、團隊、紀律正是

朱宗慶打擊樂團的精神。

　　為了推廣打擊樂，在1989以及1992分別成立了「財團法人

擊樂文教基金會」與「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來處理音樂行

政、推廣工作以及打擊樂人才的培訓等，希望能夠達到長期推

廣的效果，而非曇花一現。就如同創辦人朱宗慶的名言：只要

有心跳的人就可以打擊並

聆聽打擊樂！他們不畏艱

難，勇敢築夢的精神，相

當值得我們效法，在經濟

不景氣的現代，我們必須

秉持恆心，涉獵多元的領

域，並為未來做長遠、有

組織的規劃，才能像朱宗

慶打擊樂團一樣，嶄露頭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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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生　　盃
　　【記者體育系陳柏勳撰稿】每個學期一開始，學校都會為了新生而舉辦新生盃系列活動。而開學到現

在，新生盃也告了一個段落，這期間新生們在場上努力奮戰，學長姐們也在旁熱烈的加油打氣，不論是為

了個人或系上的榮耀，新生們都盡力地在場上揮灑汗水，希望能夠獲得不錯的成績。 

　　在排球比賽方面，男子組由勝部冠軍數資系對抗敗部冠軍體育系，雙方競爭異常激烈，在最後一球，

體育系將球托起後，落下時卻沒有人去接，導致最後關鍵的一球以失誤收場，而女子組也歷經一連串的激

烈對戰。最後，男子組由數資系奪冠，亞軍是體育系，季軍是自科系；女子組由體育系奪冠，亞軍是教育

系，季軍則是幼教系。

　　羽球是一種紳士的運動，隔著網子互動，沒有肢體碰撞之虞，且過程中講究運動禮儀。運動中，可以

鍛鍊思維，一次又一次的出擊，需要不同的戰略，才能成功的拿下對手，即使技不如人，只要打出一手好

球，仍能津津樂道，回味無窮。而在這次的比賽中，充分的表現了羽球的精神及技術，不論是一開始的預

賽還是到最後的冠亞軍賽，場場都令人感到相當緊張刺激，而最後由體育系的陳冠豪獲得冠軍，亞軍是資

科系的周亦成，季軍則是體育系的呂穎誠；女子組冠軍由特教系的呂冠儀獲得，亞軍是社教系的郭碧君，

季軍則是英教系的吳思穎。

　　籃球除了是一項講求『團隊精神』的運動外，更是一項注重團隊意識、團隊紀律、體力、技術、彈跳

能力、戰略的運動。打開電視看看世界級籃球賽事，我們可以看到任何世界上頂尖著名的球隊、球員們在

球場都充份扮演著本身的角色 ，他們不求個人表現，注

重的反而是團隊整體的表現。而在這次的新生盃中，許

多科系的表現相當優秀，充分表現出了『勝不驕、敗不

餧』的體育精神，而冠軍體育系也展現出他們絕佳的技

術及團隊精神，因而獲得了冠軍這項殊榮，另外，由數

資系與自科系分別獲得亞軍及季軍；女子部分也是由體

育系獲得冠軍，亞軍則是視藝系，季軍是幼教系。

　　今年的新生盃到此告一個段落，而下學期則會有系

際杯及木鐸杯，屆時也希望比賽的選手都能爭取到理想

的名次，而觀眾們也別忘了去看看比賽，為在場上揮灑

汗水的選手們加油！

藝術中心系列活動
              音樂午宴樂饗師生

社團演奏廳借用後續報導

　　【記者中語系曾俐聆撰稿】本校藝術中心於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七日及十二月

十七日中午，於藝術館川堂舉辦三場音樂饗宴。主題分別為「擊樂世界」、「野薑

花男孩三重奏」以及「水與美」。

　　率先在十月底登場的「擊樂世界」由黃堃儼、盧煥韋、徐啟浩三位朱宗慶打擊

樂團團員完全以打擊樂器來呈現，用無調的打擊樂器來表現出具有節奏感的澎湃氣

勢，也用有調的打擊樂器來表現出優美的旋律線條。而高福明先生在十二月中旬帶

來的壓軸「水與美」則移師公誠樓廣場進行，利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水來表現中國

藝術文化的美。

　　十一月七日蒞校演奏的台北愛樂室內樂坊──野薑花男孩三重奏，由大提琴家

呂超倫、小提琴演奏者李商宇及古典吉他手蔡世鴻三人所組成，三位音樂家均有豐

富的背景，呂超倫擁有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學士、耶魯大學碩士文憑，被紐約樂評

季刊評為「極為優秀的大提琴家，擁有真正的音樂性」；李商宇曾任國家交響樂團

小提琴手，曾與大提琴家馬友友共同演出協奏曲之夜，現任台北愛樂室內樂坊小提

琴演奏家；蔡世鴻則為遠赴法國巴黎師範音樂院及西班牙進修的古典吉他大師，並

曾獲1995年法國楓丹白露第一屆A.PONCE國際吉他大賽銀賞。

　　此次野薑花男孩三重奏的演出，不僅包含大家耳熟能詳的國語老歌夜來香及張

懸的＜寶貝＞，也有古典與探戈的曲目，如自由探戈、女人香、伊巴內瑪的女孩，

甚至動畫電影配樂也少不了：久石讓的＜紅花＞、海角七號電影配樂，還有體現日

本風情的遙遠的日子、長崎的蝴蝶、壽喜燒等豐富曲目。鐵三角組合演奏出一首首

悠揚動人的弦樂與吉他組曲，

透過三種樂器共同譜出音樂多

元跨界的一面。演出將盡時，

同學們鼓掌安可聲不斷，即便

上課鐘聲響起也不忍離開，音

樂家們亦熱情回以激昂樂音和

詼諧的肢體動作，結束一場美

好的音樂午宴。

　　【記者中語系黃冠婷撰稿】日前青年社曾於每周報上刊出古箏社

借用場地所遇到的問題，以及學校負責人員的回應。然而當時並未得

到完整答覆，故本篇報導將繼續針對此事件做詳實的深入報導。

　　古箏社長表示，其借用演奏廳的歷程為：初次借用時音樂系助教

表示不願意借，並告訴他必須到總務處去詢問，但總務處表示不歸他

們管，只要直接跟音樂系商量即可，於是他又到音樂系再次詢問，答

覆依舊是︰「程序上還是要跟總務處申請」於是他再次周旋於兩個單

位之間，然後音樂系這次的答覆是︰「一個月過後，音樂系系上的申

請都結束後，再詢問。」一個月後，他到音樂系詢問，這次則以檔期

已滿和音樂系在系務會議上特別修正了演奏廳的使用只能有五個用

途，學生活動不在其中，被堅決的回絕。最後還表示演奏廳在十二月

有整修的可能，所以決不外借。

　　然而經過一些會議及相關人員的協調之後，目前的解決方案是如

此：

　　首先，總務長表示，演奏廳的權責雖屬於模糊地帶，但仍歸總務

處的管轄範圍內，因音樂系有其特殊需求，所以將實際管理權給了音

樂系，總務處只負責「登記」。總務處的場地借用對外窗口是單位而

非學生，如果學生需要借用場地須找各個隸屬單位代表借用，社團須

找課外活動組，各系找各系的助教。

　　音樂系負責場務的李小姐則表示，因為學期初時，有些老師的課

程尚未排定，而演奏廳的使用權限是以教學優先，所以才會說「一個

月」的大概的預估時間。然而古箏社長一個月後，前來詢問時，他所

需要的時間已經被借走了，但其實並不存在「一個月」的期限。因此

目前一般學生借用演奏廳的流程，應是先到音樂系詢問時間是否有空

檔，之後以系所或課外活動組的「單位」名義，向總務處提出申請及

登記，最後再將申請表備給音樂系完成申請。

　　經過協調，古箏社的成果發表會「箏頌」最後改在公誠樓第三會

議室演出。然而，從這次的事件看來，建立各處室及學生間的聯絡管

道真的非常重要，以免學生需要在課間奔波於各處室以及造成訊息無

法順利傳達的問題，降低學生舉辦活動的熱忱。

藍球比賽的現場狀況

比賽選手們使出渾身解數，以爭奪冠軍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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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異國相遇，馬來西亞週

異國文化研究社訪談

若對本期月刊內容有疑問，或對下期月刊內容有指教，請來信青年
社信箱 seiga000@yahoo.com.tw，或直接上青年社無名網誌：
http://www.wretch.cc/blog/seiga000 給予我們您寶貴的意見。

活動現場人山人海

馬來西亞傳統服飾及
打招呼的方式

印度傳統服飾

華人傳統服飾

表演者們賣力的演出

兩位主持人

辛苦的工作人員正忙著張羅美食

印度拉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