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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弘光科技大學第一屆弘櫻吉他 x Singer 體驗營

一、主辦單位:弘光科技大學 43th 民謠吉他社

二、宗旨:透過體驗營提供學習機會，安排專業課程使學員

能夠精進自身吉他技巧及歌唱能力，以及導師講座給予經驗

分享，同時促進各校交流。

三、活動內容:以「黃色」作為本次活動象徵，願學員都能

獲得滿滿收穫，散發自己的光芒。並且願活動能藉著學員以

及工作人員身上散發的光芒，被更多人看見。

四、活動時間:109/08/29(六)-109/08/30(日)

五、活動地點:弘光科技大學 第二會議廳

六、活動對象:全台大專院校及高中職生皆可參加

七、報名方式日期及費用:

(一)報名方式:

請至 FB 弘光科大弘櫻吉他社搜尋

「弘櫻吉他 x Singer 體驗營」填寫表單。

網址：https://forms.gle/eJXsN1j1GihYjKFi6

(二)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8 月 23 日(日)17:00 報名、匯款截止。

*報名後請於一週內匯款完成。

*若為最後一周報名者也請於以上時間完成匯款。

(三)報名費用(內含保險費)：

活動費用:$590，含住宿則為$990

弘櫻吉他社 1082 社員優惠:$490，含住宿則為$890

(若需一同訂購午餐便當請加匯$70/天。 若不訂購午餐，週

六學校之 7-11 仍有開放。)

*有關報名費用詳情可至報名表內查看。

報到時間 地點

9:00-9:30 第二會議廳

▲報名表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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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報名費請匯款至:

戶名:弘光科技大學吉他社蔡湘盈

代號:700 帳號:01414071246106

*匯款完成後才算報名成功，報名後不予以退費。

*匯款後一周內若未收到回覆信，請主動聯絡主辦方。

*匯款資訊務必填寫清楚(後 5 碼)，以便主辦方確認匯款人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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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活動導師介紹:

(一)歌唱老師:

歌唱老師-廖淑玉老師

簡介:

15 年以上聲樂、歌唱資歷，於 2010 取得聲樂碩士學位，現

於各大專院校以及台中各大樂器行教授歌唱。

課程介紹:

基礎歌唱技巧練習與詮釋-歌唱前的暖身、腹式呼吸、正確的

練氣方式、發聲練習、如何詮釋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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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他老師:

吉他老師-劉書豪老師

簡介:

經營吉他工坊。dadarwood 台灣總代理。 曾任多所大專院

校吉他社進階班指導老師、吉他工坊講師。

課程介紹:

和弦組成應用；伴奏編曲手法及概念-泛音、和弦延伸、bass

編排、手法應用、和弦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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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老師-周勝宏(阿蘭)老師

簡介:

現為「唐貓」之主唱/吉他手。2019 入圍第十屆金音獎「最

佳樂團獎、最佳節奏藍調專輯獎」。 參與過台灣北中南各大

展演空間/音樂節/地方音樂活動/跨年演出活動、中國各城市

之巡演與草莓音樂節等。 演出與合作經驗合計超過上百場。

課程介紹:吉他創作分享-創作概念、和絃進行的選擇、和弦

屬性的種類、個人的創作方式、決定節奏實際操作、現在數

位音樂的音樂操作。



7

(三)經驗講座分享:

經驗講座分享－吳青原老師

寫歌的人、唱歌的人、旅行的人。

用歌紀錄旅程中人與人的相遇。就算是迷惘徬徨的心情、離別時

的痛苦，都應該被溫柔安放。

希望有一天我們都能輕捧愛的重量，好好聆聽自己內在深處的聲

音，讓踏出的每一步，踩出扎實的腳印。

2018 年發行了第一張創作專輯《親愛的準備好要出發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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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營隊流程:

8/29(六)

時間 內容 場地

9:00-9:30 報到 第二會議廳

9:30-9:50 小組時間 第二會議廳

9:50-10:50 歌唱課程-基礎歌唱技巧練習與詮釋 第二會議廳

10:50-11:00 休息時間(緩衝) 第二會議廳

11:00-12:00 歌唱課程-基礎歌唱技巧練習與詮釋 第二會議廳

12:00-12:10 老師 show time 第二會議廳

12:10-12:20 頒獎+大合照 第二會議廳

12:20-13:10 吃飯+休息 第二會議廳

13:10-14:10 吉他課程-和弦組成應用&伴奏編曲手法及概念 第二會議廳

14:10-14:20 老師 show time 第二會議廳

14:20-14:40 休息時間(緩衝) 第二會議廳

14:40-15:40 吉他課程-吉他創作分享 第二會議廳

15:40-15:50 老師 show time 第二會議廳

15:50-16:00 頒獎+大合照 第二會議廳

16:00-16:40 小組時間 第二會議廳

8/30(日)

時間 內容 場地

9:00-9:30 報到 第二會議廳

9:30-10:30 小組時間 第二會議廳

10:30-10:40 休息時間(緩衝) 第二會議廳

10:40-12:10 成果發表會 第二會議廳

12:10-12:20 大合照 第二會議廳

12:20-13:10 吃飯+休息 第二會議廳

13:10-15:00 講座&經驗分享-吳青原老師 第二會議廳

15:00-15:10 休息時間(緩衝) 第二會議廳

15:10-16:00 講師 show time 第二會議廳

16:00-16:10 頒獎 第二會議廳

16:10-16:20 大合照 第二會議廳

16:20-17:00 散場 第二會議廳

*詳細流程將於日後再度公告，主辦方保有調整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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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住宿資訊:

本次住宿地點為「Lane62 Hostel-62 巷青年旅館」，由和我

們同樣喜愛音樂活動的店家於8/29(六)提供學員20個床位，

並以優惠價$400 入住(原價為$500)，報名表內即可選填是否

需住宿，因能提供之床有限，因此住宿採額滿為止。

62 巷青年旅館位於台中快捷巴士 BRT 坪頂站旁，周邊交通及

用餐皆便利，緊鄰充滿人文氣息的東海大學，裡面的路思義

教堂是遊客必訪的景點之一，Lane62 周邊景點如下：

東海夜市與東海藝術街―步行約 10 分鐘，BRT 2 分鐘

逢甲夜市 ― BRT 25~30 分鐘

Lane62 為您準備了：洗髮精、沐浴乳、吹風機。

需自行準備毛巾與牙刷牙膏。

*全館內禁止吸菸。

店家地址:台中市台灣大道五段 280 號

由弘光校門口搭乘 BRT 往東海方向，於坪頂站下車。僅經一

站路途約 5 分鐘即抵達(弘光科技大學-正英路-坪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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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 62 青年旅館照片之參考：

公共區之設備，有簡易廚房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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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前往弘光之交通資訊:

客運

請搭乘經中港交流道(或台中車站)的班次，下交流道

後至 臺灣大道 再轉乘市區公車300~310號，在「弘光

科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20分鐘)。

* 客運可選擇搭至<朝馬轉運站>下車，至秋紅谷

BRT(公車)搭乘往清水、梧棲、大甲方向的300~310公

車。

火車

●自外縣市搭山線火車或搭客運至臺中火車站者：請

搭乘臺中火車站的市區公車 300~310 號或往大甲、清

水、梧棲的班車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50 分鐘)。

●搭海線火車者：

請在沙鹿火車站下車後，至巨業客運沙鹿總站(沙鹿火

車站－步行中正路－左轉沙田路－右轉中山路)搭往

臺中的班車，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10

分鐘)。

高鐵

抵達高鐵台中站後，搭乘計程車至本校約 30鐘；亦可

搭乘高鐵台中站和欣客運 161 路至臺中榮總(東海大

學站)，再轉乘市區公車 300~310 號，在「弘光科技大

學」站下車(車程約 5分鐘)。

公車

若在台中火車站下車，需搭乘公車至弘光科大，請搭

乘臺中火車站的市區公車 300~310 號或往大甲、清水、

梧棲的班車在「弘光科技大學」站下車(車程約 50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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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報名注意事項:

(一)活動兩天請學員自行攜帶吉他，以便課程時使用上之流

暢、手感熟悉，若有不便之處則主辦方可提供(可提供數量

有限需及早報名)，請參與學員見諒。

(二)活動兩天請配合主辦方安排之活動內容並配戴名牌。

(三)報名表單內容務必詳填。

(四)活動前一週將寄出行前說明至學員信箱或 line 訊息。

(五)主辦方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取消本活動之

權利，若有相關異動將會公告於粉絲專頁或由信件通知。

(六)若有任何問題可至 FB 活動網:「弘櫻吉他 x Singer 體

驗營」或與總副召聯絡。

總召:蔡湘盈 0975-167032

副召:李宜靜 0960-1109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