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畢業，對你來說是什麼意義呢？也許是步出
校園，又有可能是「我可能不會畢業，因為我
還想跟大家一起追尋夢想！」西洋音樂社於 3 日
晚上舉行「我可能不會畢業」期末成發，熱情
的觀眾將覺軒花園注入滿滿活力。由〈Call me 
daddy〉、〈氣球火柴〉、〈499〉等 12 團連番上
陣，最後由〈考試範圍〉團壓軸，這些團員都是
已畢業的學長姊回來演出，將臺下觀眾情緒帶到
最高點，全場逾 50 人參加。西洋音樂社社長國企
四聶崑淮提到除了在場佈上相較於之前的成發有
變化，「主題的由來是因為適逢六月畢業季，會有一批社員即將畢業，所以就想到了這個好笑
的主題。」西音社執秘國企二葉俐妏表示，每到學期末社員們就會討論能否順利畢業，「希望
不管是社員還是已畢業的學長姐都可以常常回來玩！」（文／周雨萱、攝影／吳國禎）

　【記者巫旻樺、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上週
學生會「仲夏記今朝，迴春忘藝生」活動，讓
大家擺脫冬天的陰霾，享受春天的晴空，在海
報街、書卷廣場舉辦「生活節」、「藝術季」。
　去年停辦的「忘春瘋」校園演唱會，今年再
度復辦舉行第八屆「忘春瘋」！在 2 日晚上在
校園演唱會「忘春瘋」舉辦之時，早在 1 小時
前，觀眾開始排隊以熱切期待演唱會。本次邀
請到知名歌手西語系校友盧廣仲、魏如萱、韋
禮安、謝和弦、李佳薇、曾靜玟、吳汶芳等人

在學生活動中心中輪番上陣演出，吸引近 8 百
位同學盡情的大聲尖叫和歌唱！
　盧廣仲以〈我愛你〉一曲和現場觀眾互動，
將氣氛拉到高潮，現場觀眾掌聲、尖叫聲連
連，熱情指數破表。由《原視英雄榜》出道的
曾靜玟，更徵求現場同學上臺合唱，統計三王
筱婷表示：「很開心能再度復辦，這是第二次
參加忘春瘋的活動，覺得好像一場夢一樣，自
己也很喜歡曾靜玟的〈不快樂〉這首歌，之後
有機會還是會繼續參加 !」壓軸韋禮安則大方

獻上 5 首勁歌，將活動畫下圓滿的句點。
　在海報街的「生活節」則有二手市集與淡江
文化大會考的通關遊戲，希望同學能離開宿舍
或教室，和身邊的朋友享受生活的溫度，也讓
舊物重現新價值。
　「藝術季」的創意市集中則有各具特色的
12 個創意攤位，如手作盆栽、紋身彩繪、創
意帽子等，讓大家體驗文創之美，另外於 4 日
晚間舉辦彩妝講座，展現最動人時刻和「美好
時光」。
　本次活動執行長資圖三林蕙君表示，希望
此活動能引起淡江人的共鳴，特別安排在畢
業考週後，是想讓學長姊們留下美好的回憶與
紀念。但因為 3 個活動合併，也讓團隊遇到前
所未有的困難，各伙伴間需要更好的溝通和合
作，但相信最後將呈現出最完美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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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我最靚
教科二黃雨柔、
　中文二蔡晉宇：
「學長姊們就要畢
業了，要常回來看
我們喔！」

陽光草坪 師生為樹朗讀

說玉解史神交古人生活樣貌
校園話題人物

　　　「 從 一 件 玉 器 文 物 中， 可 窺 見
中國古代的生死觀、生活內涵、哲學思

想……。」在〈中國玉文化與古美術〉課堂
上，歷史系教授黃建淳細說每件玉器文物背
後的歷史畫面，每一樣展示都是他的珍藏。
黃建淳觀察著古玉上雕鏤的細緻圖樣，描述

當時的情景，生動地彷彿
近在眼前。他認為，每塊古玉上不僅

刻劃著歷史痕跡，也帶他回到歷史的洪流之
中，與古人心神交會。因此，蒐藏玉器文物
對黃建淳來說，是心靈上最大的快樂！
　一塊玉的故事，從它被雕下的第一道刻痕
開始，就如同黃建淳投入歷史研究，古玉便
在他生命中留下深深的痕跡。黃建淳大學主
學地理，不同他人專精的自然地理，他朝著
人文地理方向邁進，進而專攻歷史後發現在
實物的佐證下，更能看見歷史的真實面貌。
也受祖輩家傳影響，黃建淳開始蒐藏文物；
其中他最鍾情的是玉器。他充滿情感的說：
「我認為玉是璀燦絢麗的。經打磨雕刻後，
它的溫潤質地散發柔和光澤，閃爍深厚的歷
史內涵。」所以，他廣博蒐藏中國每個朝代
的玉器文物，從中了解各代歷史發展。
　他端詳著金代的「海東青攫天鵝玉飾」，
眼中散發光芒地敘述著：「當時北方草原民
族逐水草而居，貴族狩獵時，放出他們豢
養的兇猛獵鷹，牠們疾飛著為貴族捕獲獵
物……。」從一件不到手掌大的玉飾中，黃
建淳窺見當時民族的草原遊獵情景，想望一
幅生機蓬勃的畫面，能從這些文物中，看到

古人的生活展現樣貌。他
與古玉相伴，邊觀察玉器上的紋理
色澤並笑說：「這就是我的生活，從玉
中得到精神上的體會。這樣的執著很簡單，
卻非常快樂。」
　由於黃建淳專精玉器文物的研究，曾於
1992 年，應邀遠赴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
研究中心，擔任一年的訪問學人；也在 2010
年受哈佛大學人類學教授詹姆士 ‧ 華深的邀
請，參與「中國史前玉器表現的圖騰文化」
座談會，主講「東夷鳥文化的相關玉器」。
黃建淳分享道，西方人不僅讚嘆玉器文物的
精巧，也看見中國的傳統美德及文化內涵。
另外，在 2012 年，他與藏家八玉苑合作發行
1 套「漢王避邪神獸」明信片，讓更多人了
解玉文化，成為他收藏的註記。
　課堂上，他不吝惜讓學生親手把玩古玉，
一雙雙白手套傳遞著黃建淳的收藏，從中能
看到他對古玉的尊重與珍惜，更讓學生感受
到歷史的長遠深悠。在學生眼中，黃建淳是
個「說玉人」，每件玉器在他的詮釋下，散
發生動的歷史光輝，他將會持續述說玉的故
事，如同玉器在時代上流傳般歷久彌新。（文
／蔡佳芸、攝影／余浩鉻）

歷史系教授黃建淳

畢業提醒 儘速完成補繳費
　【本報訊】財務處提醒尚未完成 102 學年度
第二學期加退選後應補繳費者，請儘速憑補繳
單至出納組完成繳費（淡水校園 B304 室、臺
北校園 105 室、蘭陽校園 CL312 室）。遺失單
據者，請先至財務處補開單。未完成補繳者，
將無法辦理新學期預選課程及註冊作業、畢業
生不得領取證書。如有疑問可洽財務處詢問，
校內分機 2067。

　外星人聚集在第 41 號星球？吉他社每個幹部裝
扮著外星人，於 6 日在覺軒花園舉辦成果發表會
迎接每個參觀者。一進場可以看見很多吊掛的星
球，彷彿置身在外星，以〈吉他生活〉影片作為
開場，讓幹部與觀眾一同回味那些時光，並一首
自創曲〈就決定是你了〉送給大家。中場演出時，
一閃一閃亮晶晶的〈克卜勒〉，則配合這活動的
主題曲。資傳一張恩婧表示：氣氛隨著節目進行，
越來越高潮，其中最喜歡「大志若魚」這場表演。
（文／曹雅涵、攝影／姜智越）

吉他社 41 號星球成發

西音社我可能不會畢業連番上演

　實驗劇團期末公演於 3 日至 6 日晚間在
實驗劇場，以〈酒鬼〉、〈時間到〉及〈赤
鬼〉3 戲碼演貫穿以人與人之間的愛，帶
給觀眾思考。〈酒鬼〉導演經濟二王上豪
表示，本戲的情節是真實發生故事，主要
想讓觀眾發現內心感受，並回到生活中詮
釋。〈時間到〉導演德文二梁家綾則說：
「對於活在過去還是選擇往未來前進，想
分享面對抉擇時的心情。」〈赤鬼〉導演
日文三趙康宇希望藉由角色探討面對嚮往
時產生的愛恨情仇，來表現真實自我。經
濟四丁書群分享，能從劇中找到貼近自己
的感受，來看這次的公演，很幸福也很值
得！（文／蔡佳芸、攝影／鄧翔）

實驗劇團 3 劇演繹愛

　【記者陳怡如、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上月
31 日「102 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
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舉辦，其中共有 144 個社
團參與檔案競賽，經評選後共選出 8 名特優、
26 名優等及 10 名進步獎。課外組約聘人員劉
彥君表示，因適逢端午連假，因此將評鑑時間
改為 1 天，但社團都很努力地展現成果。美術
社、康輔社和公行系系學會蟬聯特優，尤其是

美術社連續 11 年獲得特優。而管樂社還從去
年的進步獎躍升特優；此外，本次黑馬社團是
大地環保工作團首度獲獎即拿下特優、成立一
年的日本麻將研究社首度參加社評就獲得優
等，而員林高中校友會以進步最多而首次進入
獲獎榜單。而在頒獎典禮上的結果出爐，卻有
幾家歡樂幾家愁的氣氛，有的失望，有的在臺
上領獎時高興到痛哭，無論結果如何，這些顯

示出大家的努力都是有意義的。
　管樂社這次得到社團評鑑特優，對此佳績，
管樂社社長資管三胡宸瑋表示，對於這樣的成
績真的很高興，幹部們也都辛苦了。在社團評
鑑準備過程中，大家從懵懂無知到最後評鑑完
成進而得到特優，共體時艱的情感讓他相當感
動，「最特別的是，今年是管樂社成立 40 年，
不論在全國比賽或是社團評鑑中，都得到特優

佳績，這是整個社團共同的榮耀。」
　首次參加評選即獲得優等的日本麻將研究社
社長財金三楊士毅開心地說：「得獎是對我們
的肯定，大家辛苦了，將會努力和社員們一起
打穩社團根基，並加強維繫社員情感、舉辦相
關活動，以繼續傳承我們社團的文化，持續推
廣日本麻將的終極目標。」
　日本文化研究社文書中文二劉蕙萍表示，因
準備時間緊湊而表現較不理想，將會參考評審
的意見與建議，再接再厲地讓本社更好。

　攝影社上周在黑天鵝展示廳的「色影」年度攝
影成果展中，共 73 張作品展出 52 位社員的心血，
攝影社社長電機二杜承翰表示，本次主題是一起
討論的，每張照片皆以光線和顏色組成，因此社
員均用自己心愛的色彩來呈現。保險四楊士賢在
參觀後表示，每張照片都運用不同技巧。（文／
林莉甄、攝影／吳國禎）

　「迴春」中的創
意市集中，展現 12
個各具特色的創意
攤位，讓大家體驗
文 創 之 美。（ 攝 影
／張令宜）

　再度復辦的第八
屆「忘春瘋」校園
演唱會中，邀請到
西語系校友暨知名
歌手盧廣仲，將氣
氛 拉 到 高 潮。（ 攝
影／姜智越）

　2 日晚間的第八屆「忘春瘋」校園演唱會
中，邀請到許多知名歌手演出，更湧進 8 百
名學生，在學生活動中心大聲尖叫與歌唱。
（攝影／王政文）

　二齊校友會在 102 學年度社評中獲得優等，領獎
時感動落淚。（攝影／黃國恩）

　4 日「人 ‧ 樹 ‧ 珍重－一場人與樹的對話」活動中，樸毅青年
團團員們在陽光草坪上帶領大家朗讀〈愛樹宣言〉，希望喚起大家
對校園樹木的關懷。（圖／馮文星提供）

攝影社色影展 73 作品

社評結果出爐 美術社 11 年蟬連 

　【記者范熒恬、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看
看我、聽聽我，我裝扮為了妳……」悠揚民歌
於 4 日下午在陽光草坪傳遍淡江校園。學務處
以校園樹木為主，舉辦師生情感交流活動，由
師長引領校園民歌演唱的方式，除傳唱校園老
樹故事外，也讓全校師生對校園樹木的關懷，
四周環繞的故事牆，以及「淡江樹」手札述說
著老樹的故事。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
國興、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以及教學行政
單位的師長們到場支持，學務長柯志恩幽默風
趣方式主持，引起陣陣歡笑與掌聲，讓大家在
六四學運週年慶中，度過特別的午後時光。
　張校長肯定大家的才華，並表示在陽光草坪
欣賞校園美景，和民歌表演等文
藝活動，讓人回味過去淡水校
園民歌發祥時期，也讓大家互
相交流，希望平時多利用牧羊
草坪及陽光草坪空間，讓校園
有更多歡笑美好。虞國興認為
此活動很特別，並表示在悠揚
樂聲中，喚起學生時期的回憶，
期勉本校師生能如小草般強勁、
並如大樹般茁壯。
　活動先由產經系系主任林俊
宏演唱〈野白合也有春天〉讓聽
眾高喊安可；接著法文一陸生
陸雨曦朗讀〈緋寒櫻〉，絕妙
嗓音引起掌聲不斷；而總務長
羅孝賢挑戰高難度〈橄欖樹〉；
工學院院長何啟東背誦千字〈榕

樹〉詞讓人驚呼連連；理學院院長王伯昌擔任
說書人，以松鼠為題串起化學館榕樹歷史；通
核中心講師黃文智更高亢唱出〈今山古道〉、
人資長鄭東文歌唱〈守著陽光守著你〉，教科
系系主任顧大維則自彈自唱〈七月的心情〉，
充滿畢業月的心境，最後大家合唱〈小草〉一
曲，為活動畫下句點。
　國企四蔡一民說：「對民歌的興趣與對老樹
的關懷，身為大四畢業生，這樣的活動對我來
說別具意義。」樸毅青年團團員資管三施友棣
說：「透過這次活動走遍校園，更認識和關心
樹的生態，還見識了師長們的才華以及熱情參
與，身為淡江人感到與有榮焉。」

學生會迴春 3 合 1 忘春瘋演唱會復辦吸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