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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務活動訊息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參加對象 主、協辦單位 

6/24(一)~6/25(二) 

8：30~17：00 

108 年度學生自治

性團體暨社團幹

部研習 

中正大樓 8 樓

國際會議廳 

學生自治性團

體及各社團幹

部(包括各系

科學會) 

課指組、學生議

會、活動企畫

社、H2O 青輔社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學生事務處發行 

40401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 3 段 129 號 

(04)22195200 

http://student.nut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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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團活動訊息 

※各項活動詳情請見學生事務處網頁 http://student.nutc.edu.tw/bin/home.php 

 

 

 

                           【健康生活】                健康中心編製 

 

 

 

 

 

 

 

 

 

 

 

 

 

 

活動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參加對象 主、協辦單位 

6/24(一)~6/28(五) 

9/9(一)~9/13(五) 

8：00~12：00 

暑假訓練 
活動中心 3F

社室 
古箏社社員 古箏社、課指組 

6/28(五)~7/2(二) 

8/28(三)~9/1(日) 

9：00~16：00 

暑假訓練 
活動中心

6F、操場 

競技啦啦社社

員 

競技啦啦社、課

指組 

7/19(五)~7/21(日) 
前進愛國 嘻遊記

品格營 

南投縣愛國國

小 

賢德青年服務

社社員 

賢德青年服務

社、課指組 

7/21(日) 

9：00~17：00 
聯合管樂音樂會 

臺中教育大學

寶成廳 
管樂社社員 管樂社、課指組 

8/26(一)~8/30(五). 

9/2(一)~9/6(五) 

9：00~16：00 

暑假訓練 
活動中心 B1

道場 
跆拳社社員 跆拳社、課指組 

 

夏日登革防疫大作戰 

 

國內今（2019）年截至目前累計 20 例本土登革熱病例，雖均位高雄市，但鑑

於跨國研究發現登革熱流行趨勢與聖嬰現象所致高溫有關，另登革熱境外移入個案

數為近 10 年新高，全國登革熱流行風險不容小覷發佈(疾管署新聞稿：2019-06-15)。 

 

登革熱好發地區主要在熱帶及亞熱帶，多由埃及斑蚊及白線斑蚊傳播，此類蚊

子特徵為：身體黑色且腳上有白斑 ，但在馬來西亞西部與西非，另有猴子與病媒

蚊間的傳播報告。登革熱的潛伏期約 3～8 天（最長可達 14 天），若有發燒、關節

骨頭及後眼窩痛等症狀，且 3～4 日後產生出疹現象，應儘快就醫，並主動告知醫

師近幾個月的旅遊活動史。登革熱目前沒有特效藥物可治療，大多以症狀治療為主，

若沒有及時就醫或治療，最嚴重可能導致死亡。 

 

http://student.nutc.edu.tw/bin/home.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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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外出務必作好防蚊措施，如：穿著淺色長袖衣褲、於皮膚裸露處使用政府

機關核可的防蚊藥劑。疾管署特別提醒，降雨後一週為登革熱防治關鍵期，積水容

器易成為病媒蚊孳生的溫床，增加登革熱疫情傳播的風險，應落實「巡、倒、清、

刷」，徹底清除孳生源，讓病媒蚊無處可藏。 

 

    如需即時獲得國內登革熱疫情動態，可運用疾管署建置之「登革熱病例群聚地

圖」（網址：https://cdcdengue.azurewebsites.net/），該網頁提供包括群聚警示、病例動

態及趨勢、防治資訊等；另群聚地圖也同時提供各縣市登革熱 NS1 快篩院所資訊，

如有相關症狀，可運用該地圖查詢鄰近所在地之院所後就近就醫。相關資訊可至疾

管署全球資訊網查詢(https://www.cdc.gov.tw)或撥打免費防疫專線 1922 (或 0800-

001922)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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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畢業獎項「學生菁英獎」遴選與表揚 / 生輔組  

 

  

「學生菁英獎」獲獎學生是由系（科）所師長或主任推薦具備創新能力，歷年操行成

績平均 85 分以上、除修畢本系（科）所全部畢業學分外，另須修畢輔系或有專業相關證照

兩張以上、在校期間曾擔任一個以上自治性學生組織或社團幹部職務等。 

 107 學年度「學生菁英獎」遴選會議於 4/30(二)

中午 12：10 召開，各學院於 4/15 前完成第一階段推

薦作業。本學年度各學院推薦人數為日間部 30 人、

進修部 7 人，合計 37 人。遴選結果計有 18 人獲選；

日間部 15 名(商學院 4 名，語文學院 2 名，設計學

院、資訊與流通學院、中護健康學院各 3 名)、進修

部 3 名(商學院 2 名，語文學院 1 名)。每位得獎者可

獲頒獎狀乙紙、獎盃一座及禮券 2,000 元，並於 6/6

畢業典禮中公開頒獎表揚。得獎者尚需提供得獎心

得與照片供展出，以收表揚之成效；得獎感言公告於

昌明樓一樓 4118 室外公布欄。 

獲獎的每一位學生都是品學兼優，甚至兼具雙

專長，充分詮釋本校「培育專業人才、落實創新服

務」的辦學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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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2 期末導師會議 / 生輔組  

本校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導師會議於 108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在中商大樓 2 樓國際

會議廳舉行。校長對導師輔導學生的辛勞表達深切的感謝，亦對各單位積極配合校務發展推

動業務表達鼓勵；本校剛接獲教育部 107 學年度科技校院「校務類」評鑑通過通知，感謝老師

們對學校的貢獻；本校適逢建校 100 年，一系列慶祝活動陸續展開，請老師們踴躍參加。會議

於下午 4：30 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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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學生自治性團體暨社團幹部研習 / 課指組  

 

◎活動時間：108 年 6 月 24、25 日 (8：30~17：00) 

◎活動地點：中正大樓八樓國際會議廳 

為培養自治性團體暨社團幹部對團隊領導、經營與規劃之能力，並希望藉由本成

長活動及課程能使學員體認經驗傳承、默契與團隊精神之重要，進而增進本校學生自

治性社團蓬勃發展為主要宗旨，舉辦「108 年度學生自治性團體暨社團幹部研習」課

程。活動第 1 天早上 9 點由李俊杰學務長主持始業式，團體合照後，即開始 2 天的課

程。本次研習內容以課程講座方式實施，邀請臺中市霧峰區樂齡學習中心蕭翔翼副主

任擔任講師。 

首先進行的課程為「團隊建立與領導」。何為管理與領導的差異？管理為自主性

沒有薪水酬勞可領，靠的是自我管理與團隊合作大家共同經營，領導則反之。講師透

過一些有趣的心理測驗讓學員們認識自我，每個人在社團的位置不同，要能夠了解自

己在團隊中的定位，並且用心參與社團活動。我們學校的社團也比較少凝聚力與歸屬

感，使社團中有很多“幽靈社員”。講師更進一步以“世界咖啡館”的方法讓學員互相交

流及認識新的朋友，一同討論社團如何經營、招攬人才與尋找共同興趣的夥伴…等，

這一類社團存續問題，並分享各組探討成果。講師透過適性分析的測驗讓學員找尋自

我在社團中的定義與合適的位置，以有效的經營管理社團。 

本次研習協辦辦團隊—“學生議會”於「資源整合與活動」課程中，分享及介紹社

團可使用的設備資源及場地，便於社團活動的營造，也與台下新任幹部討論經費及資

源需要，了解如何更有效的運用，讓個社團更能有效運用資源。本校學生眾多，社團

數卻少，且總是無法熱絡起來，很多人都為了課業、打工忙碌不參與社團，透過這次

的研習讓學員了解經營社團的不易，也需要大家共同的參與和協助，理解自己的定位，

並更有效的宣傳社團活動、認識新朋友。也知曉社團營運的不易，還有一些設備、教

室租借的辦法。 

參加兩天的研習從對社團領導一無所知，到認識很多社團朋友及了解領導之技巧

方針，很多人都說領導社團是可以透過管理的，但這次活動及課程讓學員深入了解到

管理與領導的差異性，在團體中成員是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沒有上對下的關係、沒

有薪資及勞力付出的相對關係，因此社團是透過領導激起大家的熱情，共同協力完成

一件事。校外的資源整合和投案或是比賽機會都是社團以往比較少接觸的，透過主辦

人的分享也對社會資源多了更進一步的了解，希望未來這樣的活動可以持續，也希望

可以持續的追蹤社團們的狀況進一步的給予長期的協助，一個培訓是開始，相信各社

團在未來的日子裡，會有更多需要平台的合作機會及定期的社團交流也能讓社團彼此

之間的互相協助，壯大後宣揚，讓更多人願意一同加入！ 

兩天的課程很充實，學員也認識了不少人，希望每個社團發展都能越來越好，活

動於第 2 天由李學務長主持結業式並頒發講師感謝狀及學員研習證書後，圖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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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動藝術社第七屆菁英盃排球賽 / 社團、課指組  

◎活動時間：108 年 5 月 25 日 

◎活動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透過這次菁英盃，同學們一起組隊練習，變得更加團結，堅持到最後並拿下殿軍的佳績，

是非常難忘的回憶。 

透過菁英盃排球賽，除了台灣的各個大學，還有來自日本的早稻田大學一起在球場上互

相交流，是個很特別的經驗。不僅有排球賽，也有其他的周邊展覽，舞蹈表演、箴言展覽、

樂團表演，是個很豐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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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心笑研社-哈哈 FUN 桌遊 / 社團、課指組   

★活動時間：108 年 6 月 6 日(18：00-19：00) 

★活動心得：  

 

今天是我們這個學期的最後一次桌遊。我們

玩了 UNO！ 

這是一款家喻戶曉的遊戲，許多人的童年也

有玩過，因此這款遊戲對大家來說都不陌生，但是

當然也有人第一次玩。遊戲中考驗著大家如何使

用功能牌，當中有技巧與運氣的成分。 

我們最喜歡陷害別人了，如果手上有功能牌

+4 的話，就能夠讓下一個人的手中多出 4 張牌，

牌越晚出完的人他就輸了！ 

 戲劇社-讀劇會 / 社團、課指組  

★活動時間：108 年 5 月 29 日 

★活動心得：  

 

雖然真的太臨時舉辦有點令人措手不及，但還

滿好玩的，比較可惜的是中午遇到電子映像社的宣

傳活動、捐血車、施工等等因素導致聲音被壓過去

外，動線安排也不太好，下午則是人很少，但也可

能是因為之前宣傳太趕又遇到下雨。 

總之，活動是好玩的，但時間跟地點需要好好

規劃一下，而這就是我們下學期的功課，希望之後

換我們接幹時能辦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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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香居書法社-聯展&成發 / 社團、課指組  

  

 

中區書畫聯展─重逢書畫中 

具體成果： 

1.中興大學書法社 8 件；中興大學國畫社 8 幅；逢甲大學書法社 7 件；墨香居書法

社社員 9 件，總計 32 件。 

2.製作海報與回饋表單，且有 40 人填寫、給予意見。 

檢討改進事項： 

1.可以嘗試國畫作品。 

2.下次再迅速些，搶到中商 1 樓的場地就可以舉辦大型展覽。 

3.本社應再產出更多作品。 

感想： 

此為與逢甲大學書法社、中興大學書法社與國畫社共同舉辦的聯展，本校為此

聯展的最後一站，這個聯展很有意義，不只是較為正式的四尺四開裱軸，也可以看

看別校的作品寫得如何以激勵自己。 

 

時間：108 年 5 月 8 日 ( 18：00~19：30 ) 

中區書畫聯展─成果發表 時間：108 年 6 月 1~14 日  

具體成果： 

1.社員共展出 10 件作品。 

2.製作海報與回饋表單，且有 36 人填寫、給予意見。 

檢討改進事項： 

1.可於展覽時放上作品簡介。 

2.下次再迅速些，搶到中商 1 樓的場地就可以舉辦大型展覽。 

3.可出更多作品。 

感想： 

此為例行發表的成果展覽，社員們也依自己的心意寫出了自己的作品，裡面有

日語句子、傳統中文的詩句，也有現今流行用語，這讓這次的成果發表變得多樣化。

許多社員都沒有書法基礎，是來了才開始學習書法，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公開展出，

心裡也感到非常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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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社-學期授課心得 / 社團、課指組  

 

 

  

社長：會資二 1 吳伊品 

整個學期下來，從原本只會自彈自唱的我，到現在能夠當別人的二把、幫別人小合

音一下，並且也讓我的音域越變越廣，都是多虧了兩位老師的指導，他們不像外面的吉

他老師教教和弦那種制式的教法，而是帶領我們去認識吉他，讓我們能夠靈活的運用整

把吉他，而非在上面三格換來換去而已，並且在社課的時候老師也跟學員們都聊得很來，

讓整個社課時間非常歡快，我想大學參加社團一定都希望能夠是個愉快的過程，能快樂

的學習我想絕對會是事半功倍的。 

活動：老服二 1 黃亮鈞 

     今年吉他社因為某些原因，社課別有以往從一個禮拜一節變成一個禮拜變兩節

課，老師及幹部們要花更多時間在社課上面，社課最辛苦的除了幹部們之外當然就是

雅惠和家佑老師，尤其是家佑因為有時候雅惠老師有事要忙無法過來上課，都是他來

教導大家，家佑上課內容比較偏向實用性，例如和弦、單音、和聲、高把位…都是在

表演的時候可以派上用場的技巧，所以每個禮拜他都會準備不一樣的課程，真的非常

用心，不只是課堂上的用心他在幹部們要出表演的活動也會來幫忙驗歌，都會提出很

多大家表演可以改進的地方，算是一位刀子嘴豆腐心老師，但我們都知道這都是為了

讓表演能更完美，這學期多虧有家佑的認真付出雅惠的大力支持還有幹部們的用心經

營吉他社才能持續進步，希望下一屆也能繼承這樣的做事態度，讓中科大吉他社越來

越好！ 

 
器材：資管二 1 許家豪 

這個學期的社課變為兩堂，有雅惠和家佑老師兩位輪流的教導，課堂間更要我們幹

部們幫助聽不懂的學員，兩位老師教學的內容都跟外面的方式不大相同，雅慧老師偏向

能以輕鬆簡單的方式快速的學習一首歌要讓我們享受音樂的樂趣，家佑老師則是教我們

一些進階一點的像是單音、高把位、一些樂理的問題，這些技巧能夠讓我們在之後的表

演上能夠去使用以及展現出來，在我們表演的時候他也會提供一些意見，也會幫我們聽

聽演奏哪裡需要改進，在課堂時老師也會和我們聊聊天，讓上課時不會太無趣，使大家

能快樂的學習。 

總務兼公關：商設二 1 廖珮雯 

今年社課比起以往更多元了一些，一週兩堂的社課、兩個老師、兩種教學方式，有

基本和弦穩紮穩打型、也有跳脫框架靈活有趣型，目的就是讓大家能從不同的方式學習

吉他並且愛上吉他。擔任幹部的我們，雖然只是在旁輔助學員，但事實上大家都在過程

中默默的學習與進步，我想這就是社課最棒的地方吧，能夠大家一起學習一起成長，一

起讓吉他社變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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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商設二 1 黃筱晴 

今年的社課跟以往很不一樣，改為一週上兩堂課，我們請到了雅惠老師和家祐學長

來教大家吉他，有趣又多元的上課方式和內容，從和弦到單音都教得淋漓盡致，很謝謝

老師們用心的教導，帶領著吉他社的幹部和學員一起變更強！另外也要很感謝抽空回來

教和聲和高把位的楷瑜學長和海母學姊，讓學員能夠學到更不一樣的技巧，也讓他們在

期末小音樂會的時候能夠運用所學，讓表演更加完整～ 

副社：保金三乙 陳冠曆  

吉他社的社課不僅是為了每一年新的學員所開辦的也是為了延續 31 年的中科大吉

他社的精神、從以前還是學員像一個客人一樣來上課到自己是主辦單位從中學習了很

多、怎麼與人溝通交談。上課不僅是教導在座的新生同時也精進了自己的實力、同時也

幸好有了家佑老師會在課後給予我們指導已經補足我們不夠的地方、雅惠老師上課的

方式也是每年都在創新非常的不一樣、從上課中可以學到老師們的精髓也看得到他們

的用心、然而大家也不辜負這些機會已經老師們的付出在這一年裡大家都很用心投入

在社課、多了很多以前沒有的活動也為了與來上社課的社員們籌辦了很多活動、希望可

以延續下去！ 

美宣：商設二 1 吳謙 

今年的社課比較不一樣，從一個禮拜上一天社課，變成有兩堂社課，有兩位老師，

雅惠老師是以輕鬆愉快的方式，一堂課就讓社員們學會了好幾首歌，家佑老師則是教偏

樂理的部分，像是單音、高把位、合音等等的技巧，讓社員們在學會歌曲之餘，更知道

怎麼把這些技巧加入到歌曲中，甚至表演時也能運用到。兩位老師輪流教學讓社員們能

有更多樣化的學習方式開心學習，在一旁輔助社員的幹部們也學習到了許多，很謝謝兩

位老師的用心教導！ 

活動：商設二 1 蘇品祘 

在還是社員的時候，總是懵懵懂懂的老師彈什麼就跟著彈什麼，還會完全聽不懂。

自從當上幹部後，在老師不管是花課內或是課外時間的用心教學後，我也成為一位可

以教導學員的小小老師，聽得懂老師的上課重點及樂理，雖然花了兩年的時間，但非

常的值得。為什麼是兩年呢？因為當我還是小大一、社員的時候，就一直在吉他社，就

覺得有兩位老師在輪替的上課方式非常的有趣，一個是可以用簡單卻快速的方法學會

自彈自唱，另一個則是比較基礎的和弦及單音教學，對於吉他完全沒有基礎的我，這

種方式不僅可以親民的快速學習自彈自唱還可以不失像外面常見吉他課那樣學習基礎

課程，所以在當社員那年我也學的很開心，所以這樣說下來，就算花了 2 年的放學時

間在吉他社，如果能重來，我也還是會選擇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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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老服二一 威虎 

從這學期新的社課中，一週多增加了一堂，除了原本週二的吉他課，學習老師十

分新穎的吉他教法，還有週四，則是學長，來複習一些基本功，或是提升對於自彈自

唱的知識，讓一些對吉他不熟的學弟妹，更能跟上老師的教學進度，實用的技巧也可

以增加他們對於吉他的成就感，增加學習意願，這些改變都是往年所沒有的。身為幹

部的我也學到了很多吉他的技巧，從一個完全沒有吉他經驗，到後來可以彈好一首曲

子，懂一些樂理，可以試著去唱好一首歌，這都是多虧了兩個課程，不同的教學著，

兼具了自彈自唱的每一面。學習了這麼久，也提升了自身的勇氣與自信，慢慢變成一

個可以教一些簡單的東西給學弟妹的學長，讓我成長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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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音社-學期授課心得&成發 / 社團、課指組  

 

  

 

授課心得 

葉忠穎： 

雖然我是比較晚進來的，但是這裡的社員每個人都非常好，教我很多我不會的東

西，老師也很會教學生，重點是組團超好玩的啦！ 

 

黃筱媛： 

熱音社的課程編排很酷，一週五天都準備不一樣的課程，我自己是上主唱跟貝斯

的課程，課堂上的氣氛很融洽，不管是老師還是其他同學都很好相處，也多了很多表

演經驗，是會讓人有所成長的社團。 

 

邱彥傑： 

歲月如梭，轉眼間這學期的社課又上完了，縱使堂數不多，但還有許多活動讓我

們有機會表演，讓我受益良多，實力也越來越進步！希望熱音社能一直傳承下去、一

屆比一屆更精采！ 

 

王新佑： 

社團老師會關心每個人的狀況並給與指導，上課氣氛也很輕鬆。而且每次上完社

課都獲益良多，有上課感覺進步就很快，有人指導真的跟自己練差很多。 

 

林芷寧： 

每次都很期待社課老師的教導，課堂上氣氛非常融洽，因為社課時間不多，所以

更珍惜能學習的時間。除了能學到專業唱歌知識以外，我還可以透過上課觀察到老師

在教導跟帶領課堂的方法，讓我可以有清楚的教學概念以及順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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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發表 

程于恬： 

這次的活動圓滿持工的結束了，當天的天氣非常的好，但其實昨晚才剛下過大雨，

大家都非常怕這次的成果發表會淋雨泡湯，幸好一切沒事。 

 

王子維： 

在中科熱音社我學到很多東西，也因此體驗到練團跟表演的樂趣，幹部們都很盡

責也都很有能力。真的很開心當初有選擇此社團，我也因此唱歌進步了很多。 

 

呂依芳： 

這是我第二次上在大遠百的期末成發，每一次架場都能學到新的東西，這次我更

是學到了很多關於音控以及現場的知識，雖然太陽大，但還是非常開心能參與這次的

期末成發！ 

 

施宇恩： 

經過這次的成發，讓我再次體驗到在外頭表演的心情與體驗，在過去的樂團練習，

不只能再次體驗到樂團的生活，也讓我能將我的打爵士鼓的技術再往上提升，很開心！ 

 

呂孟庭： 

這次的成發很辛苦，一下擔心會因為下雨而泡湯，一下又擔心太熱大家會中暑，

不過一切都很值得，這次的成果得到了許多觀眾的掌聲，讓我們社團讓社會大眾更瞭

解更喜愛！ 

 

楊毅晟： 

對於這次的期末成發，給予我很多值回票價的經驗，包括第一次戶外表演，架設

場地及台上的演出等等，練習與付出都得到相應的回饋，希望下次還有機會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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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技社-期末成果發表 / 社團、課指組  

  
昱翔： 

第一次跟大家一起舉辦這種大型的活動，也很高興能跟台中一中 Beatbox 研究社一

起合作，也很感謝來自中部各校的高手們能來參與演出，我們在這場表演中將 beatbox 這

項文化推廣給各位參加的來賓，也許 beatbox 在台灣屬於次文化，大眾較不能接受，但我

們還是盡力的把 beatbox 發揚光大，讓更多人知道這項文化，也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兆谷： 

去年也辦了一個類似的派對活動，但是是跟電子音像社合辦的，他們有很多經驗也

有很多構想，我們就只是在一旁提供協助，總有種寄人籬下的感覺，於是有了去年的經

驗之後辦了這個活動，我們在形式上以口技為全部的表演，算是在台灣口技圈的一個創

新，我們原本以為我們活動會提早結束，因為只有口技的表演，持久力有限，但是我們

卻還稍微延長了活動，我們的確做到了，我們讓這次活動有一個好的結果，我們也能夠

靠自己辦出這種程度的派對，其實很令人雀躍。 

珂爾： 

很開心可以有這個機會跟台中一中 beatbox 研究社一起舉辦這次的活動，藉由這次

活動推廣 beatbox，讓更多人了解到 beatbox 的魅力，吸引更多人來學習這門表演藝術。

也感謝社團的鼓勵及幫忙讓我可以在畢業之前上台表演，這次活動真的很棒，希望畢業

以後也能有機會在參與類似的活動，我也會繼續練習，讓自己的 beatbox 技巧能越來越

好，成為一個更棒的 beatboxer。 

筱蓁： 

這次很難得的與台中一中合作，舉辦一個 beatbox 專屬的成發，對於臺灣 beatbox 來

說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每一位表演者都很早就開始準備內容、努力的練習，從規劃

到籌備一直到表演當天，大家都團結的去完成每一件事情。成發的當天，每一個表演都

十分的精彩，中間還有邀請了中科電子音及逢甲嘻研社，很感謝他們可以過來為成發增

添不一樣的色彩、讓整體表演更豐富。看到每一位表演者都如此認真，觀眾也聽到很多

不同風格的表演，大家都很辛苦，也希望 beatbox 可以藉由這次的專屬成發在台灣、在

中部能更廣為人知，越來越多人喜歡這個音樂文化。 

阿泰： 

在活動前，很擔心每位社員及台中一中的學生們是否能如期練好表演，但在這幾個

月不斷德看到他們努力得練習，再來活動當天看到他們都順利完成表演，實在感到非常

窩心，且這是第一次我們口技社獨立辦得大成發，雖然活動沒有預期的人多，不過台灣

這個東西就是相對小眾文化，我們只能更加增進自己，也謝謝中科大的課指組，對社團

這麼照顧這麼相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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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薇潔： 

加入社團兩年來，上過了無數課，團練

過好幾百次，為的就是站上舞台能光鮮

亮麗，也是為了這個年度最大活動-期末

舞展。但是辦舞展，要做的事遠比練舞

還多更多，一個活動背後，需要一群人

的分工合作才能完成，我們 10 幾個人每

個人都很重要，這幾個月來大家沒日沒

夜的處理社團的事，回家次數也是少之

又少，也時常因為社團的原因和家人吵

架，但是最後我們呈現出來的成果很值

得，我家人看了也瞭解我為什麼不能回

家了。謝謝大家帶給我這麼棒的回憶，

這會是我人生當中非常珍貴的寶藏。 

蘇明瀚： 

舞展是我們熱舞社很重要的活動，

首先，還是要謝謝學校給的資源，

沒有學校的資源我們也沒辦法好

好的籌備一切，但是我也希望學校

未來可以為了社團給予更多的資

源以及場地，我相信也能帶給學校

更多的榮耀。 

不管是什麼活動都需要大家一起

分工合作，成發當天看到的一切東

西，從無到有，經過了討論和實際

行動，才能讓當天順利；當然，一

個群體中也需要有帶頭的人，和在

下面做事的人，雖然有些地方盡力

了但是沒辦法做到完美，但我知道

大家都是因為跳舞才聚在一起，雖

然行政的事情很頭痛，但沒有大家

也不會有這個舞展，這段時光，無

法忘懷。 

李筱茵： 

參加熱舞社應該是我目前做過最正確的選擇，有了

學校提供的資源，使我們可以順利去日本比賽，還

有順利的完成這次舞展，真的非常感謝學校。 

當然我們準備這次的舞展，需要的不只是練舞，行

政的方面大家都是非常用盡心力在做。這次的舞展

我是擔任美宣長的職位，從主視覺 logo 到宣傳文宣

以及串場影片，也都是熬了好幾個夜，花了好多心

思去完成，這些經驗也是我在別的地方學不來的。 

洪浚華： 

舞展是我們熱舞社最大的活動，雖然在學期末，但

這不是結束，而是我們的開始，舞展一點一滴由我

們自己建立起來，不管是美宣、音響燈光聯絡、路

線、工作崗位等等，當然首先我們要感謝學校給予

我們這麼好的場地，才有這麼精彩的舞展，大家一

定會覺得我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的拉贊助，我覺得

就是我們喜歡跳舞，因為我們喜歡跳舞，我們想要

辦這個活動，給自己給喜歡跳舞的人一個舞台。 

 G.O.D 熱舞社-期末舞展《Outopia 我們的烏托邦》 / 社團、課指組  

 

  
李湘筠： 

為了這個舞展，前置作業花了半年的時間。從

拉贊、聯絡廠商等等都必須在好幾個月前就

先敲定好。處理完這些行政的事之後，大家還

要忙各自舞風的每支舞及開場舞。除了練好

自己表演的部分還要帶著新生練習，只為了

讓每支舞更整齊更好看。而雖然加入的時間

只有半年，但也從中學習到非常多東西，也更

認識了其他 12 個夥伴。一起出國比賽、一起

辦活動等等，雖然有很累的部分，但快樂、開

心的部分能讓我忽略了累的地方。加入的這

半年真的非常值得，以後不管是畢業了或是

出社會，一定都會回想起這段甘苦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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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鎧敏： 

這次舞展繽紛了我的社團生活，也為我提供了

展示自我能力與發揮創造力的舞台，不但能開

闊眼界，增加人生閱歷，還能提高學生的綜合

素質。我明顯的感覺到自己的溝通能力、組織

能力、表達能力、處事能力等都有很大的進步，

性格也變得更加開朗樂觀。從一個單純的社團

活動參與者逐步走向一個社團活動舉辦者的時

候，我才真正體會到了舉辦社團活動的真正意

義。雖然在籌備活動的過程中遇到了許許多多

大大小小困難，但是當我們大家齊心協力一一

把困難解決，再次回首時，我們收穫的不僅僅

是心中那一份單純的喜悅，更多的是滿足感與

成就感。 

李怡樺： 

熱舞社是很多人想參加的社團，但真正

會留到最後的人並不多，而我選擇留下

和大家一起經營這個社團，因為跳舞讓

我們遇見。 

在這裡學到了不只舞技上的東西，也學

會辦很多活動，還有交際、生活等等，在

這次的舞展也是，完全從零開始做起，籌

備期間遇到各種困難，也發生了很多小

意外，甚至有些事是到最後一刻才確定，

儘管如此每個人仍努力的為這場活動做

準備，練完舞再繼續忙到半夜，這一切我

覺得很不真實也很值得，不知不覺就這

樣結束了。 

熱舞社真的像家，所有的喜怒哀樂都能

在這看見，相信這些日子未來回想起來

會很美好，很開心能有這個機會認識大

家。 

李宜珊： 

看著這個去年接幹以來的遠大目

標，從無到有，就像是我們 13 個幹

部一起孕育的小孩一樣，過程中當

然會遇到各方面像是經費、器材、

人員……上的問題，但在協調這些

事情的細節中讓我學到課堂上沒辦

法學到的做人處事的道理，也因為

這個舞展認識了很多新朋友。 

以前覺得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現在

回頭看看卻都完成了，不管結果是

好是壞，我們都已經從中學習到最

重要的過程，也謝謝學校提供場地

讓我們練習和表演，能和大家一起

完成這個舞展真的非常開心，一切

的辛苦都值得了。 

徐翔： 

參加社團有兩年時間了，從社員到

幹部，身分的不同使我們學到很多

也成長許多，這一年既忙碌又充實，

不但要顧及課業上的壓力還有生

活、家庭、練舞等等...，豐富了我的

校園生活，社團教我們的不只是跳

舞更多的是待人處事，舞展籌備期

間，資源上的不足使我們需尋求贊

助商，兩人為一組走遍臺中的各個

道路尋訪各間門市店鋪，雖然遇到

許多困難，過程中有些爭吵，但大

家還是一起努力一起面對一起解

決，並完成了舞展，謝謝學校供我

們這麼好的舞台，讓舞展得以圓滿

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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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升： 

這學期因為喜歡桌球的緣故加入了

桌球社，剛到桌球社時教練就分配

了對手給我，並且每個禮拜固定教

一至兩種實用招式，在教練辛勤餵

球和凡問必有答的教導下幾乎都能

在下課前掌握，在社團中有親切的

社員和各路高手所以從來都不會感

到乏味，如果你是喜歡桌球的同學

也想學習新招式和磨練你的技巧的

話，桌球社是你的不二選擇。 

陳姵晴： 

這學期社課結束就等於我社長的任務也結

束了，其實我不太適應這學期新的教練，可

能是他沒有之前的教練幽默有趣，雖然這

學期因為我有打工，社課只能禮拜三去，但

是我還是很期待每次社課，期待教練會教

我們新的技巧、帶我們玩不同的遊戲。卸下

了社長的職位，我還是桌球社的一員，希望

新任幹部可以更盡心盡力幫助社團，讓桌

球社有越來越多社員、越來越有向心力，也

替學校招募一些有心想練球的人，成為校

隊，為校爭光。 

陳盈諠： 

這學期社課結束了，副社長責任也到一個

段落，很高興這一年能為大家服務，雖然

中間換了兩次教練，使的社團學員們必須

從新適應，但始終熱愛桌球的我，並不會

因為教練的更換，而心灰意冷，我才了解

到我需要更加磨練自己，不同教練教法也

有所不同，這是我能理解的。但我也看出

是否教練真心想教學，還是只是再混時間

摸魚，這是我無法接受的。這不僅社員學

不到新知識，也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既然

簽了教練一責，就該盡全力，而不是混混

時間，騙騙錢。這學期，因為打工緣故，

一星期只能抽一天來社團練球，我更珍惜

來社團時間，也教到許多來自不同科系的

同學，不管年紀大小，都有直得我學習的

地方，每位社員都是運動健將，有著上進

的心，想不斷進步，多吸收桌球技術，這

是我所敬佩的，我學到很多，希望下學期

新幹部社員，能守好自己本分，並且使桌

球社更加強大，讓我社團更多社員。 

張意敏： 

很開心在課業之餘能和志同道合的朋

友們一起打桌球，社團內大家相互切

磋、琢磨，不僅增進彼的實力也增進了

彼此的情感。而且透過社課時間運動

讓自己流汗的感覺真好，雖然比較可

惜的是有時候教練因為有事情而無法

來授課，導致社課必須暫停一次，不過

每當社課的時候，還是能看見社員們

打球投入的樣子，就覺得參加這個社

團很開心，而且過得很充實，平時的壓

力與負擔也減輕不少！ 

陳盈瑾： 

這學期的社課，我過得很充實也交到很

多朋友，雖然教練交的東西沒有我想像

中的多，可是多少還是讓我的實力進步

了不少，希望以後教練可以多帶大家做

一些活動或是遊戲，讓我們有多一點機

會可以跟不同實力的人互動，讓社課更

活潑有趣一點。 

 桌球社-學期授課心得 / 社團、課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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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芸： 

每一次的成果發表會對我來說都是檢驗自己成果的時候，從大一參加到現在，已經

是第三年了，上台前還是會帶著滿滿的緊張，希望自己能夠呈現出最棒的表演，將古箏

優美的聲音傳遞給來的觀眾，分享我們練習的成果。表演前開始訓練合奏默契，也讓我

與其他社員之間關係更加的好，互相砥礪、一起成長，都是成發帶給我滿滿的回憶。 

 

和娟： 

很高興社團有這個活動，能讓社員們可以有多一點互動的機會，也透過這個活動讓

我們社與不同校區的古箏社一起合辦，讓我們學習到如何在團隊合作上有更多要注意的

細節，比如說拍子的配合或是在開始曲子表現的共識，都是需要共同配合的；以及能讓

社員們能在成發發揮平日在社課時老師教的古箏技巧，這次作為表演人員與工作人員雖

然覺得忙碌但也有所收穫！ 

 

奉緣： 

我覺得今年的成發我比較有參與感，因為一年級的時候對琴比較不熟，所以只彈一

首曲子，只上台一次就感覺結束了，沒什麼真實的感覺，今年則是多了幾首，所以比較

有感，我也對自己的進步感到滿意。 

 

惠雯： 

一年一度的成果發表，緊張之餘，也期待上臺完成表演，訓練已久的成果成功表演

後，有種重獲新生的感受，世界又開闊起來的興奮，會覺得辛苦的練習有了回報，感到

非常開心。 

 

佳毓： 

這是參加成發的最後一次，總是有些不捨，我也很幸運的擔任這次活動的主持人，

這之中我也學習到很多，在活動的進行中面對問題的臨機應變、面對緊張感等，都和平

常上課報告不同，有特別的成就感，雖然總是有自己覺得不足的地方，但是這就是下次

會更好的開始！ 

 

繹溱： 

我覺得這次成發讓我收穫很多，覺得自己很粗心，沒有注意到調雁柱時，應該調到

哪個位置，就上場了。這是我要檢討的，不會再有下次發生。我覺得大家表現都很棒!一

起為下次成發加油吧！ 

 

  

 

 古箏社-期末成果發表 / 社團、課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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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恩： 

大學的最後一次成發，就算有專題要做、有展覽要展還是抽出時間來練琴，中途也

發生了大大小小的事，總之還算順利地結束了，辛苦大家了。 

 

御豪： 

第一次參加學校古箏社的成果發表真的很開心，不管是跟著大家一起練琴、搬器材

到練習流程，最後一起場復，接下來的三次我也不會缺席的。 

 

旻愉： 

以前一直在台下看其他人發表的我，第一次參與社團成發，明明一整天都沒什麼緊

張感，卻在開始前坐立難安，希望之後這種感覺能夠減緩。 

 

薇雅： 

雖然我自己時間很難喬開，所以有很多不足，但是在這難得的上台表演裡，收穫了

不少，辛苦同屆的幹部們，成發至少成功結束啦。 

 

媛鈞：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古箏社的成果發表會，在準備時真的蠻緊張的，結果正式上場大

家一起合奏時還是有些小狀況/問題發生，我覺得可能是默契度不足且一起排練次數較

少，希望以後若還有機會上台我能變得比較沉穩些，至於在團練這方面上可能就要看看

大家時間安排了。 

 

鈞慈： 

初學古箏，平時沒有很多時間上社課去練習，但藉著這次成發的機會，特地排出時

間來社室練琴，雖然最後我彈的還是不盡人意，但還是透過一次次的練習中發現，我還

是很喜歡古箏。 

 

容甄： 

這次成發很難得的表演了第一首曲子，曲子本身就帶給人非常熱鬧的感覺，可能因

為曲子本身的原因，讓我這次真的感到非常的緊張，雖然和我一起表演的社員也和我同

樣的緊張，卻依舊配合得很好，真的很感謝他們的，也辛苦大家了。子涵：透過這次的

成果發表，又多學了兩首歌，給自己掌聲鼓勵鼓勵~辛苦我們的其他小可愛們了！掌聲

鼓勵鼓勵~再來辛苦我們的社長了，再次掌聲鼓勵鼓勵~那下一次就是再把自己的曲子練

好，不要出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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珮岑： 

準備過程中，我常體會到歐陽修筆下的賣油翁所云：「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凡

事皆無一蹴可幾，希望自己勤奮務實，在將來達成自我期許的目標，也別再給其他朋友

們拖後腿！ 

 

宛柔： 

這次能和敦風的各位一起舉辦成發很開心，從練習一直到演出，大家互相配合幫忙

才能讓表演完美落幕，也辛苦大家為了成發一起努力，一起成長。美中不足的就是我們

練習的時間稍嫌不足，即使如此大家還是能一起把曲子演奏完，希望明年成發也能和敦

風的各位一起表演。 

 

香綾： 

很開心能再次跟敦風一起聯合成發，大家一起努力的練習了那麼久的曲子，終於能

夠上台去表演，雖然還是有不足的地方，但大致上還算很成功的，下次我們會努力的把

不足的地方改善的！ 

  

妤蓁： 

從上學期就在籌備成發，過程中遇到好多事，也常常怕自己因為課業跟社團沒有取

得平衡而沒有能力把這幾首歌彈好，但經過大家不斷的互相鼓勵和練習，成發非常圓滿

的結束，非常感謝敦風各位的協助，也非常感謝觀眾給我們的支持來看我們的成發演出，

這次活動很辛苦但也很開心交到了許多好戰友！ 

 

詩涵： 

這次是第二次跟敦風一起舉辦成果發表，但今年跟去年不同的不僅是來參觀我們成

發的人數有變多，我們的實力也進步很多，希望下次還可以一起合作舉辦成發！ 

 

芳慈： 

這次的春風響燕比往年的成果發表還要熱鬧許多，進場前門外已排了長長人龍，開

場後望向臺下幾乎已經坐滿了！感謝羽燕和敦風的社長副社及各幹部的精心籌備，讓這

場演出順利圓滿。 

 

慧珺： 

去年忙著和敦風一起籌備整個成發，是在企劃上學習溝通；而今年則能無後顧之憂

地練習大曲子，在琴藝的進步上更是往前邁了大步。羽燕和敦風本就是同校社團，透過

合作更可以協助兩校區的互動，及人際關係的促進，期待未來都能夠持續聯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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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社-學期社課心得 / 社團、課指組  

參加金融社在社課中學到很多理財觀念，還有一些分析、技術方便的知識，受益良多；

除了這些還有很重要的分散風險的觀念跟心態方面的調整。來社團還認識了很多朋友，可以

一起討論金融相關的話題也可以一起出來玩，很開心~ 

這是我第二年參加金融社的課程了，我覺得相當的有趣，因為我們的課程是用循環式的，

所以我這學期學的東西我之前幾乎都學過了，不過也因為這個原因，我更加期待一些進階的

課程或是業師，還讓我學習到更多的專業金融知識。 

這學期終於玩到一直聽說卻沒見過的現金流，老鼠賽跑中的投資跟資金規劃讓我獲益良

多，也知道現金流為什麼叫現金流的原因了。另外很謝謝社團用心安排這學期的課程，不論

是學期剛開始的個股期貨還是後來的外師，這程內容都很紮實。 

原來投資也可以從小資本開始，這學期的期貨課程讓我顛覆對投資的印象，我一直以為

投資一定要好幾萬元，原來投資也可以從幾千塊錢開始，用少少的資金也能有獲利。期末的

第一金學長回來分享，也讓我知道原來貿易戰跟貨幣不像表面上那麼簡單，背後還有很多佈

局，謝謝幹部們這學期的用心讓我們有學習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