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杜芝融、林芊妘再興報

導】再興中學社團成果發表會舉

行於五月30日，每年備受矚目的

儀隊社，表演時遇到設備問題。

所幸儀隊社成員仍堅持下去，並

完成演出。此次表演的編排皆是

由社員一手包辦，而表演中更是

有過去不曾出現的新隊形，無疑

為一大亮點。

　音樂響起，眾所矚目的高中儀

隊社粉墨登場。相較於以往，此

次儀隊社沒有和熱音等其他社

團合作，對儀隊社而言有極為重

要的意義。他們選擇自行編舞、

挑音樂、排隊形，脫離原本皆由

老師主導的形式。然而，表演進

行時音響頻頻出現問題，導致音

樂無法順利播放。社員們數著節

拍，發揮運動家精神將表演完

成。縱使無法藉由音樂得到好的

儀隊演出 破框架展創新

扣人心弦 譜感動時刻
俏皮現活力　【記者鄭宇芩再興報導】再興

中學一年一度的成果發表會由弦

樂團揭開序幕。在出老師指揮演

出下，今年他們以抒情曲風〈神

隱少女〉，帶給聽眾另一段高級

的音樂饗宴。

 「大家一起演奏出音樂，是最

感動的時刻。」這是社長對於這

次演出最大的收穫。

　舞台上精湛演出的背後，是一

次次辛苦磨練的成果。由於是高

、國中合作，在比賽前的幾個禮

拜，作為高中的學長姐還要提前

一節課，與國中部的學弟妹合奏

。雖然只是幾首曲子，但仍舊是

一遍又一遍的練習，期望把曲子

的情境詮釋到最好。

　一位拉大提琴的國中學妹表示

，因為從小就喜歡大提琴雄厚的

聲音，便開始拉大提琴，上了國

中自然而然也跟著進入弦樂團；

而另一位國中學妹則說，她從小

就學拉小提琴，到了國中更是毫

不猶豫地選擇加入弦樂團。

　提到練習時困難，高中部社長

許維哲表示，今年的高一新生素

質都還不錯，單獨練習並未有太

大的問題，唯一的瓶頸是團員間

的合奏默契，必須要多多練習、

互相配合。由於明年即將因課業

安排離開社團，許維哲笑說只希

望社團不要倒社。

效果，仍能從表演中看到些新

穎的隊形。社員歐育綺表示下

台後成員們無不淚崩。

　觀察儀隊社社員的練習狀

況，發現各個成員帶有或大或

小的傷口，而其中手瘀青、扭

傷的人更是不占少數。由此可

見，許多動作並不如台上所見

的那般輕鬆，正是「台上十分

鐘，台下十年功。」的一大範

例，而每逢練習時刻，社員們

總是練習到8、9點才回家。接

近成發日期，儀隊社同學們更

是組成小組來排練，互相糾出

錯誤，唯恐在表演時出差錯。

　成果發表會落幕，儀隊社上

台向大家一鞠躬，這時台下的

學生齊聲吶喊「再一次、再一

次、……」，希望能藉此再給

儀隊社一次重新表演的機會。

　【記者黃珮軒再興報導】合唱

團在今年的成發演唱兩首歌，為

台下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音樂饗

宴。第一首是帶有爵士味道的

〈Music in my soul〉，節奏感

十分強烈。第二首改編自火星人

布魯諾的〈Just the way you 

are〉，巧妙加入爵士鼓和吉他

重新詮釋，輕快的曲調搭配活潑

俏皮的動作，跳脫以往對合唱團

既有的古典和傳統印象，朗朗上

口的歌詞引起台下的共鳴。

　合唱團大部分利用社課、週會

和升旗的時間練習，因團員人數

眾多，彼此間的默契更顯重要。

藉著音樂的感染力，逐漸消除彼

此的隔閡，秉持著同樣熱愛音樂

的心，聚集在一起練唱甚至參加

比賽。

　此次成發合唱團延續往年清新

可愛的風格，指導老師劉姵希對

合唱團的演出十分滿意，唯一美

中不足的是麥克風的收音問題台

下音量些許不足。劉姵希期許合

唱團繼續努力，期待挑戰更高度

的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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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中，合唱團成員搭配拍手打出節奏，使演出更為生
動。 圖╱再興中學提供

儀隊社成員打直腰桿，展現莊嚴氣勢。 圖╱再興中學提供



　【記者劉芮妤再興報導】這一

次社團成果發表的幕後工作，由

活動組長古雅惠所帶領的班聯會

負責。包括成發的布幕製作、社

團表演初選、彩排到最後的正式

演出。

　負責製作成發的班聯會美宣，

以此次的成發主題──冰雪奇緣

為軸心，前後花近兩週的時間製

作。他們表示在布幕製作上有些

許難度，要做出冰雪的感覺較不

容易，加上冰雪奇緣中的主要人

物及背景不多，難以做出電影裡

呈現的感覺。最後選擇以剪紙、

水彩上色和噴漆的方式。

　班聯會同時以成發主題的電影

主題曲為主軸，邀請語言性社團

、老師及音樂性社團各唱一小段

，因每個團體唱得聲調不同，而

以同一主唱及電影原聲加上每個

團體的演唱畫面呈現。最後由班

聯會成員之一男扮女裝成電影女

主角，模仿電影主體曲MV。

　班聯會在成發中主要的工作是

替每一表演團體在台上標示演出

定位，及表演所需的麥克風、椅

子等器材擺放，還有舞台燈光變

化和布幕升降。因每個表演所需

不同，成員們必須熟悉每個表演

需求，協助表演團體上台前的準

備和謝幕後的收拾，前後花費近

五次彩排。

　活動結束後，大家都還意猶未

盡。負責所有工作分配和督導的

班聯會副主席宋昱鼎說:「每一

個表演團體的需求都不同，我們

人也沒有很多，所以工作大家必

須互相提醒和合作，也是因為大

家的團隊合作成發才能圓滿結束

，雖然我們花了很多時間預演，

過程中也被老師念過，不過還是

很高興能加入班聯，和大家一起

辛苦一起快樂。」

成發幕後功臣

排除困難 高中男熱秀霹靂舞

女熱展現魅力舞功

　【記者粘嘉紋、董家瑜、陳紫

綺、林韋廷、許欣穎再興報導】

五月30日再興中學的社團成果

發表會上，各個社團都拿出絕活

為自己的表演盡最大的力氣，呈

現最完美的成果。而眾多社團中

「熱舞社」算是成發的高潮。

　Breaking soul 配合著節奏的

韻律，成員們看似輕鬆地變換動

作、隊形，通通使出來讓台下的

觀眾大飽眼福。尤其是社長與學

弟合跳的跳轉與freeze更是讓觀

眾大聲尖叫。，表演結束後，成

員們留著汗水氣喘吁吁的深深一

鞠躬，觀眾們掌聲如雷，一切辛

苦都值得了。

　這次的舞風是霹靂舞，是打擊

樂器富有節奏感的音樂。黑白風

格的服裝，是為了有更豐富的舞

台效果而選擇。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精

彩的表演背後須付出努力。結晶

都是汗水與淚水累積的，由台灣

少數數一數二的職業表演團的成

員 當老師帶領熱舞社。每天放學

五點到六點他們都在地下室不斷

辛勤的練習，甚至犧牲了星期日

上午，特地到西門上排舞課。

　在練習過程也遇到重重困難。

一開始大家的意見不一，不少人

又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團練，而

很多人退社導致社員人越來越

少，到最後只剩九個人，已影響

編舞。又高一、高二能力不一，

所以學長們擔任很重要的指導角

色。但他們仍也堅持要求每個人

說出自己的想法，不要以欺騙破

壞團隊最忌諱的不和諧。

　社長感性的說， 整場表演很

精彩，雖然仍有不足的地方，但

是每個人都盡力演出。從一開始

眾多意見一堆，到最後合力演

出，辛苦所有的表演人員老師都

十分辛苦，希望學弟妹能繼續傳

承熱舞社的精神！

　【記者林于軒、湯韻雯、陳品

蓁、葉子瑜再興報導】5月30日

於再興中學新大樓B3舉行社團成

果發表會，許多社團為了這次的

成果發表會，在幾週前幾乎天天

留校，練習所要演出的節目。

　高中女熱在表演時馬上炒熱現

場氣氛，能夠獲得大家的尖叫

聲，不僅是因他們舞力四射，更

是因為大家都看見了在精彩表演

的背後其實是每天辛苦勤奮的練

習。

　常常一下課，便立即聽見熱

舞社的社員們說：「要去練舞

了！」他們為表演盡心盡力的準

備，就算再忙，也不曾聽見他們

喊「煩！」或是「累死了！」抱

著熱情去完成一件自己喜歡而且

美好的事，在完成後，會覺得一

切都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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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發時，可以看到班聯會同學在舞台上穿梭。 圖╱再興中學提供

舞台上，看見高中女熱舞社成員舞台上擺出各種姿勢定PO，魅力
十足。 圖╱再興中學提供

男熱舞社成員展現高難度技
巧，一人從後方跳躍，跨越
另一人。引得台下驚呼連
連。 圖╱再興中學提供

為了此次成發，男熱舞社花費不少時間與精力練習，只為了
展現最好的成果。 圖╱鄭宇芩攝



　學生用新媒體為材料、以聲音

、影像、數位、電子⋯⋯彼此之

間的投射碰撞出的色彩與能量，

嘗試用他們力量傳遞一些感覺，

那些未知的勾勒、曖曖昧昧地想

像。試圖打破傳統「展覽」的呈

現方式，對空間的想像更為自由

，藝術不只存在於強制隔離出的

白色空間，嘗試用空間去呈現他

們策展理念中的「藝術從傳統展

覽形式中掙扎、突破的過程」。

　　台灣大學於5/2~5/30舉辦台

大藝術季，分為光影、聲音、數

位藝術三大類型。「貼近生活，

貼近自我」一直是臺大藝術季致

力推廣的核心概念。今年藝術季

的主題是 HERE WE ART , 台大

資工系三年級楊凱崴親自帶我

們走訪整個光影的展區。他提

到這個展其中一個特色是，讓

學生盡情運用自己的專長科目

來創作。不管是資工、材料、

心理科系，人人皆創造出富有

個人特色的作品。

　【記者施景勻、陳才元台北報

導】楊凱崴指出，在測試其創作

時，發現作品的手指感應靈敏和

準確度跟理想中的狀況有差別。

例如感應器位置的放置會因每個

人身高和手臂長度的不同，造成

誤差；還有因為體驗的過程中，

每個環節都需要手電筒做為導引

工具，也因此一天往往需要消耗

3顆電池。經過改良後，改接電

源線不但方便也更環保。而在這

次創作的過程中，他學會了電子

零件和相關物品的實際運用。但

他也提醒現在的學生，專心在課

業堂上並常與教師討論自己的想

法，才有機會完成自己的夢想。

任何事都存在它的困難，像他的

美工不太好，對他而言，布置場

地就比寫程式或操作電子零件來

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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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台大藝術季展場。

圖╱施景勻攝

圖為與〈指不到的
月亮〉作者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