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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WILD拓野歌

一本屬於成大學生的獨立刊物--GoWild 拓野歌
When your life Go wild, you are on the road to NCKU

拓野歌主編、成功大學政治系/簡攸旭

《GoWild 拓野歌》是一本屬於成大學生的

成大人，跨越時空的影響著我們，承先啟後的

獨立刊物。在宣揚獨立性中，更保有生活中的

傳遞成大精神。但復刻青春的筆跡，在我們的

獨特。我們來自成大，自然想要活得漂亮，但

眼裡，永遠是個文藝年少。因為有成大，有你

每一個人，都活得不一樣。而《GoWild拓野歌》

們，才有《GoWild 拓野歌》，將這本雜誌獻給

除了紀錄寫實外，更有自己的思想與意識。我

成大生活的人們。

們排斥人云亦云的隨波逐流，而是在與眾不同

它起初有個飄著濃濃反骨洋味的名字，

中樹立屬於成大人的思維與主見，我們可以嘲

GoWild 。但思忖良久，它畢竟來自在地的台

諷主流文化，可以對於當今社會義憤填膺，更

南，而且一打開話匣子，滿是說著中文的料子

可以締造屬於成大的一種時尚趨勢，並藉由不

與故事，成大這些年熙熙攘攘的日子也紀錄於

同的成大人，轉換生活的視角，分享不一樣的

它的字裡行間。有人倒問起它：「大學是什

日子與故事。

麼？是浪蕩？還是自由？」它笑而不答，卻拓

《GoWild 拓野歌》行之有年，不同時代的

野而歌。

NCKU Magazine 253

主編的話

校長的話

大事記

合力寫校史

《GoWild 拓野歌》從何處誕生與成長？
身為學生最高自治組織 ─ 學生會組織的新
聞部，我們所做的除了隨時更新對所有學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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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眼前。
一本專屬於成大人的刊物，這就是《GoWild
拓野歌》一直以來秉持的信念。

力的資訊，擔任學生會的發聲單位，並運用自
身專業及資源提升大學生的媒體素養。秉持著

專欄

學生會一貫的「服務與凝聚」的信念，新聞部

成大有很多故事，無論是 過去這所學校

不只是作為全成大學生的媒體，更是一個凝聚

的古老歷史，又或者現今所發生的再平凡不

全成大學生共識的服務單位。

過的生活趣事。每天都是新的一天，有太多

為此，我們創立《GoWild 拓野歌》作為學
生會新聞部主要發行的平面刊物，匯集校內外

說不完的故事正在發生，等著我們去探索其
中的奧秘。

各項資訊，成大學生所關心的時事議題與文學

專欄是每期《GoWild 拓野歌》最重要的一

小品。期望透過《GoWild 拓野歌》讓學生能一

部分，它所占的篇幅最大。可以說是《 GoWild

手掌握近期學校的大小事，同時在繁忙的課業

拓野歌》的靈魂，是一餐的主菜，如果沒有

與生活中能有一絲悠閒的感受，靜靜品讀成大

它，《GoWild 拓野歌》將雜亂無序。我們可以

人的文學創作，從內在中使自己得到昇華。除

說沒有專欄就沒有《GoWild 拓野歌》。

此之外，參與撰稿的部員還能學習新聞專業與

專欄並沒有規定特定的主題，無論是過

傳播理論技巧，增進學生自身素質與能力，使

去或現在所發生的重大事情，又或者平凡生活

學生在各領域發揮長才，期望在沒有設立大眾

中所發生的小事都可以成為專欄的主題，我們

傳播學院的成功大學中，能為對於傳播有興趣

將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切入，並加以分析，將客

的學生提供一個學習的平台與機會。

觀的事實呈現給大家。我們希望學生在閱讀專
欄時可以快速獲取資訊，對學校有更深入的了

我能從《GoWild 拓野歌》中得到什麼？

解，並且塑造不一樣的價值觀。

《GoWild 拓野歌》的內容大多由學生會新
聞部成員編寫與創作，少數會對外進行邀稿。

校園時事

其中刊物內容範圍涵蓋十分廣闊，除了最基本

身為成大的一份子，成大就是我們溫暖

的校園近期時事議題採訪與探討，學生會近期

的家。我們可不能對自己學校的校務一問三不

的舉動與重大事項，還有社團採訪、文學小

知。對自己學校所發生的事情有深入地了解，

品、藝術創作、攝影照片等。

並適時地參與其中，培養獨立思考的風氣與身

學生會新聞部將盡可能利用學生會的資
源與人力，將所有消息與美的文學創作匯集
成一本小小的紙本刊物，呈現在所有成大人

體力行的習慣，是成為一個真正大學生的必要
條件。
舉凡學校有推行重大的政策措施與新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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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等，我們都將深入去採訪，將詳細的資訊呈

因此，我們《GoWild 拓野歌》將在每期加

現給大家。例如：校長遴選、 K 館拆遷、畢業

入社會議題專欄，站在學生的角度客觀公正地

學分更動等。

分析與探討社會所發生的重大事項。

社團採訪
有人說在大學如果不參加社團就不算是大
學生，我想這是有道理的。大家經過緊湊的高
中生活，巨大的升學壓力後來到大學，如果還
只會一昧的讀書，那可有點遺憾。而且參加社
團可以學習到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例如
領導力、人際關係、處事能力等，對於出社會
也有很大的幫助，因此來到大學一定要參加社
團的啦！
成大社團林林總總約有一百五十個，光是
開學後的社團博覽會也無法讓新生完全對每個
社團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們開設社團專欄，

社會議題

一 一去採訪各種社團，使學生了解每個社團成

身為大學生必須耳聽八方，開闊視野，

立的宗旨，意義，平時的社團活動內容等。使

增進自身素養，提升競爭力。因此，適時地關

其能夠找到適合自己的社團，增加大學生活的

注社會重大議題是必要的，但是現在媒體素質

色彩。

與道德逐漸低落，媒體為了提升收視率，博取
觀眾的眼球不擇手段，甚至其中還參雜政治勢

生活專欄

力，使原本應該客觀公正的媒體漸漸失去原有

身為大學新鮮人，有不少人是剛脫離父

的公信力，在每日信息量爆炸的時代，該如何

母的照顧，獨自一人來到陌生的城市就學與生

秉持客觀的態度看待社會上的議題，不隨波逐

活。在身邊一切都未知的情況下，著實讓人擔

流，這是首要探討的問題。

憂害怕。
我們希望可以藉由生活專欄，分享台南生
活的各項資訊給大家(例如：美食、便利設施、
景點等)，讓各位能夠更快融入台南生活，學會
成為真正的大人。

學生會事務
學生會身為學生最高自治組織，同時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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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與校方非常重要的溝通橋樑。學生會可以

幅美麗的畫作。每個畫作都包含著作者無盡的

說是代表了全體學生，它的一舉一動都可能改

愛，似乎在向你娓娓道來。又或者我們可以透

變學校施政的政策與方針。因此為了讓學生更

過精悍的漫畫，將日常生活中所發生的趣事傳

了解學生會近期的內部事項與重大決策，同時

遞給讀者，也不乏是一個樂事。

建構學生會與學生的溝通管道，虛心聆聽學生
的意見與建議等。我們新聞部有義務以文字或
圖表的方式將最新訊息傳遞給每個學生。

文學專欄
在繁忙的課業與生活中也不可以忘記適

《GoWild 拓野歌》都有做些什麼專
題呢？
新生特刊

時地悠閒一下，使自己的身心靈得到放鬆，讓

對於大多數的學生而言，他第一本拿到

內在得到昇華，透過文字抒發情感，體驗美的

的學生會刊物肯定是《 GoWild 拓野歌》新生

感覺。文學專欄刊登各種散文、小品、短篇小

特刊。為了讓剛從高中畢業要進入大學的新生

說、詩歌等。使文學愛好者大飽口福。

能夠有充足的準備迎接大學生活，我們每年開
學季都會製作一本新生特刊，並寄送到新生的

攝影專欄

家裡。其中內容包含學生會介紹、成大校園介

喀擦喀擦！有不少人喜歡以照片的方式記

紹、成大周邊商店介紹、醫療資源、台南美食

錄自己的生活，看著照片上過去的自己，腦海

與旅遊景點、腳踏車與機車購買等，匯集各項

中的回憶突然湧現，那些人、事、物化成圖像

對新生有利的資訊，使新生來到陌生的城市能

永存在相冊裡。我們透過攝影專欄刊登許多生

夠不懼怕，並且更快地融入大學生活。

活中的美麗照片。無論是詩情畫意的風景，或
者是讓人浮想翩翩的人物等，我們都將轉化為
圖像，讓你深入體會日常生活中的美。

插畫/漫畫專欄
手上拿起畫筆，用盡身上的藝術細胞，將
自己所感知的美，利用繽紛的色彩繪製成一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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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專題
成大校慶在十一月，身為成大的學生當然
不能夠錯過自己母校的生日。除了參與校慶活
動表達慶祝之意外，深入了解學校創建的歷史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們每年都會特別撰寫
校慶專題，使學生對於校慶有更深入的認識。

旅遊專題
寒暑假不曉得要去哪裡玩？又或者想聽聽

國際生專題

背包客精彩的旅遊生活？只要翻開《GoWild 拓

數據顯示，成大大約有 10 % 的僑生與國際

野歌》就能滿足你的需求。每年寒暑假後我們

生，來自世界上百個地方與國家，不只在校

都會採訪幾位去旅遊的學生，分享他們旅遊時

內，台灣正在與國際接軌，平時走在路上也不

的心情故事，體驗各國風俗民情。閱讀後，彷

乏見到許多各國人士。大學生必須要拓展自己

彿身歷其境般，心情也美滋滋的呢！

的視野，樹立國際觀，以此提升自己未來的競
爭力。每個國家都有獨有的語言、文化、政

政治專題

治、風俗民情，每個人也都有自己的故事。我

你知道學生會新聞部曾經採訪過台南市的

們藉由採訪在成大就學的國際生，將他們國家

賴清德市長嗎？政治就如空氣一樣一直都在我

的故事透過文字敘述傳達給讀者，使大家能夠

們的身邊，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說有人

認識他們。

民就有政治，政治人物所推行的政策都與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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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分享

源，盡我們所能與政治人物有所接觸，客觀地

有人說現在的流行音樂就像速食，聽後沒

讓學生認識與了解政治的神秘面紗，幫助學生

什麼感覺，過幾天又會有新的歌，那到底有什

培養思辯風氣。

麼歌曲值得一聽再聽呢？我們也會推薦最新最
好聽的歌曲，滿足同學們的視覺享受。

文學貼文
認為每期《 GoWild 拓野歌》只有一兩篇
文章，根本無法滿足文學愛好者的胃口？別擔
心！鎖定我們的粉專，保證讓你與文字有羅曼
蒂克的愛情。

景點介紹
喜歡《GoWild 拓野歌》，請一定要關注我

來到台南這座充滿陽光與古典韻味的城

們的粉專！凡是最新消息、出刊預告、花絮，

市，假日卻不曉得有何處好玩嗎？我們將定期

又或者刊物上看不到的有趣內容都可以在粉專

介紹台南各處的旅遊景點，讀者們不妨出去走

上看到。

走，給自己一個美好的假日！

那麼我們到底可以在粉專上看到什麼內
容呢？

《GoWild 拓野歌》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nckugowild/

書籍分享
現在書籍種類繁多，每年都有上千上萬本
新書出版。那麼該如何從那麼多書籍中找到適
合自己又有閱讀價值的書呢？我們會在粉專上
定期介紹新上市的書，並加上小編的閱讀感想
與推薦原因，使學生找到適合自己的書哦！

攝影照片
覺得每期《GoWild 拓野歌》上的攝影照片

哪裡可以拿到《GoWild 拓野歌》？
《GoWild 拓野歌》是一本免費的刊物，每

太少，不夠飽眼福嗎？別煩惱！我們粉專也會

期大概只發行一千本左右。我們都會在月初進

定期發布美輪美奐的攝影照片，喜歡攝影的讀

行分發。並且我們都有在學校的各個地點設立

者千萬別錯過哦！

放置站，學生可以自由索取。放置站的地點包

電影分享

括學生宿舍大廳、各科系館、圖書館與學生會

剛考完試，好不容易從水深火熱中逃出
來，但是在電影院售票口卻不曉得該看什麼電
影嗎？沒關係，我們也會在粉專給讀者推薦好
看的電影，讓你不再有選擇障礙！

辦公室門口等，總計大約三十多處。
喜歡《 GoWild 拓野歌》的您可千萬別錯
過哦！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