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中文三邱怡萱：我愛校慶，但我不愛期中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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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卷嘉年華盛大燈場 狂歡
攝影／欒婷婷

師生賀校慶 TKU60閃耀蘭陽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迎接60
週年 校 慶 ， 蘭 陽 校 園 主 任 室 舉 辦 蘭 陽
點燈歡慶60排字活動，蘭陽師生通力合
作，將建軒及文苑住宿大樓各室排列成
「TKU 60」圖像，傳遞蘭陽有如一艘光
明之舟帶領淡江人航向下一個里程碑。
自3日起一連幾個夜晚都可在蘭陽校

園看到「TKU 60」幾個大字閃耀在林美
山上，讓全蘭陽平原都看見！因此引起
宜蘭鄉親們好奇地駐足觀賞、彼此詢問
TKU的意思。政經四李後駿說，這個活
動象徵蘭陽師生特有的向心力，並將我
們的希望與成果和全蘭陽人分享。

中文系校友陳漢忠 作嵌字詩賀校慶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適逢60週
年校慶，中文系力邀復旦大學特聘研究
員、中文系校友陳漢忠於3日在L303，進
行「我在海外的書法學習歷程」講座，分
享中文和書法在國際上的發展及受到的重
視，也因繫念淡江，特別為60週年校慶獻
作一首詩。
陳漢忠在講座中指出，書法是中國人的
思想智慧結晶，可以從書法看到文學修養
的功力。他認為：「書法是有形、有聲、
有影的藝術，只要陶醉在其中，就彷彿可
以聽到他們在寫字的聲音。」他還作一首

名為「賀淡江大學六十校慶」的嵌字詩送
給學校：「淡裏生珍稱一品，江中有寶值
千金；大微兼善生春色，學品殊優有好
音。六合英才研哲理，十方俊士造文林；
校名遠播因剛毅，慶壽常存樸實心。」
陳漢忠說明，將8句的第一個字組合起來
即為淡江大學六十校慶，「前6句是開校
的宗旨及對學校的期待之描寫，後兩句則
為遠播淡江的理想。」文錙藝術中心副主
任張炳煌表示：「陳漢忠先生非常喜愛書
法，希望能以他在海外多年的經驗，了解
中文及書法在國際上的出路。」

全國盃花藝賽 校友周盟貿奪冠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經濟系校
友周盟貿日前代表苗栗縣參加「全國盃花
藝競賽」，以作品「美麗的力量」奪得冠
軍，獲得獎金5萬元，並將於明年3月代表
台灣，與來自世界的花藝好手在州際盃花
藝競賽一較高下。
周盟貿於今年5月在台北空軍官兵活動
中心與100位選手較勁，進入複賽；今年10
月從20位對手中脫穎而出，以火焰百合為
主花，類似火焰的外型及顏色，充分展現
「美麗的力量」主題，周盟貿說明，他選

搭時光列車
回味淡江

擇顏色較鮮艷和暖色系的花材，利用洋蔥
皮的色澤不一，又帶有金屬光澤的特性為
架構，並使用海綿、梨枝、宮燈百合等花
卉，「讓火焰百合像是在燃燒一樣，非常
有生命力。」
周盟貿說，作品能引起別人的共鳴很有
成就感，「有位音樂老師更連續兩天，到
會場欣賞我的作品，並討論花的律動與音
符律動的關聯性。」現場評審及花藝老師
都非常喜愛他的作品，一致認為「創作想
法十分創新！」

【記者江啟義、陳昭岑淡水校園
報導】為慶祝60週年校慶，淡卷嘉
年華盛大「燈」場！「傳燈傳心點
燈儀式」於5日晚間在書卷廣場舉
行，邀請校長張家宜蒞臨點燈，以
書卷雕塑為主體裝設凱旋門，搭配
雷射光製造聲光效果，讓書卷在生
日快樂歌中綻放光芒，並在書卷上
投射淡江老照片，帶領觀眾與淡江
一同走過歷史的列車。
而學生會主辦的校慶蛋捲節也邁
入第8屆，今天（6日）上午10時在
書卷廣場、海報街及圖書館前展
開，除1日提前登場的「當我們捲在
一起」傳情活動外，還有「蛋捲歡
樂吧」、「蛋捲冰紛樂」、「蛋捲
玩國」、「蛋捲6一下」、「蛋捲藝
式街」、「蛋捲星樂園」活動。活
動執行長化材三王奕筑表示，歡迎
大家一起狂歡60校慶，迎接屬於淡
江人的驕傲。

校慶

首先展
開 的
是於1日起，為期5天的蛋捲傳
情「當我們捲在一起」，由學生會
打扮成「傳情邱比特」，將傳情者
的心意射到班上，有的同學大膽示
愛，令班上師生又驚又喜。4種顏色
分別代表all pass、愛情、友情、祝福
的玻璃試管，在開賣時就造成搶購
人潮。蛋捲節傳情組長國企三劉廷
妤說明，今年的巧思將玻璃試管做
成天使造型，希望每位收到祝福的
同學都能成為天使，充滿希望及夢
想。
走入海報街，你可以看到用木頭
搭起的大門及各色氣球，「蛋捲星
樂園」在書卷廣場上搭建舞台，邀
請藝人Bii、棉花糖樂團、韋禮安、
潘裕文演唱。王奕筑說明，現場還
有抽獎活動，最大獎是Nokia手機
喔！在校內週邊定時定點有街頭藝
人帶來的棉花糖秀及默劇表演-「蛋

淡海同舟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
導】「淡江一甲子，同舟一
輩子！」宏亮的口號響徹學
生活動中心，為慶祝淡海同
舟創立45週年，淡海同舟校
友會於上月30日晚上7時舉
辦「淡海同舟45週年團圓晚
會」邀請歷屆輔導員共襄
盛舉，現場設有「時光隧
道」紀錄同舟一路的點點滴
滴，象徵同舟精神的薪傳之
火更聳立在會場中間，淡海同舟校友會理事長黃
文智表示，希望透過這次活動集結分散在各地的
校友，整合資源，讓這樣歷史悠久的組織更加完
整。

晨光音樂會
民謠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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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藝式街」，增添嘉年華氣息。
「蛋捲玩國」為遊戲闖關區，5個關
卡等你來挑戰。蛋捲節活動組長運
管二黃煒中說，每一關都布置為不
同國家氣息的嘉年華，過3關以上還
可以兌換免費的餐點。
「蛋捲冰紛樂」在書卷廣場上設
攤，只要跟裝置藝術拍照，並回答
與淡江60相關問題，就可獲得免費
的霜淇淋。喜歡逛街、吃吃喝喝的
同學，更不能錯過「蛋捲歡樂吧」
園遊會，50餘個攤位，各地美食、
琳瑯滿目商品，等你來挖寶。「蛋
捲6一下」活動，今天中午12時及
下午2時、3時30分，將在校內進行3
場嘉年華遊行，沿街發放氣球，蛋
捲節吉祥物「蛋蛋」也將與同學同
歡、拍照。而商家集點活動「蛋捲
拼圖」，集10點以上，今天可至園
遊會服務台兌換驚喜袋。

【記者梁凱雯、柯俐如淡水
校園報導】萬聖節不只是trick or
treat，也可以很搖滾！上月29日
西洋音樂社在SG132舉辦萬聖之
夜派對，結合變裝活動與樂團表
演外，還有踩汽球等小遊戲及鬼
王鬼后選拔；學務處僑生輔導組
也在覺軒花園舉辦「哈囉喂！嚇
到笑」萬聖節慶祝活動，主辦成
員精心打扮成西洋鬼娃等嚇人的
模樣。
西音社社員開心變裝，扮成阿
凡達、青蛙、小丑等人物，裝扮

淡海同舟45週年團圓晚
會現場販售的紀念服，讓
在場眾人為之瘋狂，爭相
購買，在上面簽名，一件
件黃色T-shirt頓時充滿不
同顏色的名字。（攝影／
張莘慈）
校長張家宜說，淡海同舟一直
在學校扮演「傳承」的角色，培
育無數優秀的社團領導人，也期
許同舟輔導員能「盡情揮灑青春，締造美好遠
景！」
活動一開始以話劇炒熱氣氛，尤其是男女反串
演出的一段戲，引起不小共鳴，98輔導員、產經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8(一)
08:00
11/8(一)
08:00
11/08(一)~11/15(一)
8:00
11/8(一)
12:30、18:30
11/9(二)
12:30、18:30
11/10(三)
12:30、18:30
11/11(四)
12:30、18:30
11/12(五)
12:30、18:30

諮輔組
B413
諮輔組
B413
就輔組
網路報名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圖書館非書組
5F多媒體室

活動名稱
Kiss my life體驗營報名
Your career we care生涯探索
營報名
探索「職涯成功密碼」研習
營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播放影片「等待飛魚」
播放影片「夏天的芒果冰」
播放影片「春天-許金玉的
故事」
播放影片「熱帶魚」
播放影片「愛情來了」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
將於17日上午9時，在淡水校園舉辦「教師數
位學習專業成長」研習活動，講授「數位教學
設計」與「教材製作軟體操作」二大主題，歡
迎踴躍報名。詳情將公布於遠距組首頁http://
deds.learning.tku.edu.tw/，或洽聯絡人王舒嬿，
校內分機2158。

四蔡孟霖笑著表示，為讓學員更high更投入，輔
導員常不惜「犧牲色相」反串演出，現在以「觀
眾」身份看著表演，不由得會心一笑，「真是句
句演進心坎兒裡啊！」
隨後播放的影片，展示歷屆照片令在場觀眾傳
出陣陣歡呼，紛紛報以熱烈掌聲，70淡海同舟執
行秘書劉漢仲說，這些照片讓他想起那屆學員們
可愛的笑臉「那時候看到他們，所有的辛苦都在
瞬間消失了。」
活動最後邀請各屆輔導員上台經驗分享，述說
自己出社會後的故事，並一致認同在同舟裡所學
對他們出社會後的幫助，航空系（現為航太系）
系友、老虎牙子創辦人林志隆更發下豪語「以後
凡是履歷表上有『淡海同舟輔導員』履歷者，本
公司優先錄用！」

心一笑。第21屆金韶獎冠軍詹宇庭也演唱「你的甜
蜜」等3首歌，清新的好聲音，全場聽眾不禁跟著節
奏點頭哼唱。

語言系氣球傳情今引爆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多元文化
與語言學系系學會為歡度60週年校慶，舉
辦氣球傳情活動，已於4日預購完畢！就在
今天（6日）你有可能收到紅色的心型氣
球、黃色的微笑氣球及黑色的惡魔氣球。
許多同學都把握機會，大膽表達埋藏在
心中許久的情感。旅遊四鄭郁勳說：「傳
情活動創意十足，但不知道惡魔氣球如何
順利在對方面前引爆，非常期待！」小心
喔！心型氣球與微笑氣球會有傳情紙條附
在氣球旁，而惡魔氣球會於交給你時引爆
喔！

淡江之聲今轉播校慶慶祝大會
音樂性社團在校園
演奏悠揚的樂章。
（攝影／林奕宏）

師丁洪哲成立「實驗劇團」後，成為劇團及外
語學院等各系演出的空間。改建後的劇場，在
休憩文化區附近增設一個入口，並增設展演平
台，活動可由室內拓展至室外；另將觀眾席從
原本的一層改建為兩層，座位更加符合人體工
學設計。
開幕時由實驗劇團帶來精采的演出，演員甚
至出現在二樓的觀眾席高歌，將表演空間朝二
樓發展，試圖打造出3D的情境；全新的場景
營造不同的呈現方式，讓人眼睛為之一亮，演
出更加引人入勝。實驗劇團團員會計四方軍傑

成派大星的教科三王瑄獲選為鬼
后，她開心地說：「當天大家的
裝扮都很特別，不過能獲選為
鬼后代表我的裝扮也是蠻成功
的。」打扮成阿凡達的電機二邱
孝嚴則獲選為鬼王。
宮燈教室被僑生們打造成一間
鬼屋，從屋外就可聽到慘叫聲連
連，令人毛骨悚然；昏暗的鬼屋
裡更可說是伸手不見五指，當同
學害怕、想退縮的時候，就會有
人忽然抓住他的腳或是發現鬼就
追在他背後，不少同學因此還被

網路

教師數位學習成長研習今起報名

實驗劇場換新裝 打造3D情境 表演方式更創新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知名導演、大
傳系校友楊雅喆口中念念不忘的本校實驗劇場
換新裝囉！從暑假以來進行近2個月的整修，
實驗劇場嶄新面貌於2日面世，重新開幕！邀
請校長張家宜、學術副校長虞國興等人共襄盛
舉，張校長表示，實驗劇場一直都是一群熱愛
戲劇的人實現夢想的地方，希望他們能利用整
修後的新劇場更發揮所長；另外，由本校建築
系師生規劃改建，比起外包更具意義，這是淡
江大學一個共同的新家。
實驗劇場設立於1977年，1986年前中文系教

蘭陽

淡水校園

樂聲悠揚 校園餘音裊裊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上週校園餘音裊
裊，月亮咬一口前總是會有悠揚的樂聲為一天揭開
序幕，吉他社也於3日在驚聲廣場舉辦「民謠之夜」
戶外民歌演唱會，吸引許多同學駐足聆聽。
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與本校15個音樂性社團共
同舉辦晨光音樂會，讓一早趕著去上課的老師及同
學精神為之振奮！國樂社水環三王僑宏，演奏＜陽
明春曉＞、＜揚州小調＞等曲子，曲聲優美委婉、
悅耳動聽！提著早餐趕上課，目光卻駐足在音樂會
前的財金一白羽媃笑說：「原本以為之前刮風下雨
音樂會就停辦了，沒想到今天可以看到他們在月亮
咬一口前演出，很驚喜，他的表演也很棒！」
民謠之夜邀請畢業學長姐回母校表演，第22屆金
韶獎冠軍董兆怡帶來「星星主題曲」，自嘲說：
「今天天上沒有星星，真尷尬！」讓全場不禁會

台北

輔導員團圓 憶 年薪傳

說：「原本較為單調的空間，現在更多元化，
表演的方式可更多變、創新，期待未來劇團能
有驚豔的演出。」
此外，新劇場從設計圖稿、製作模型到施
工，由本校建築系助理教授宋立文及講師陳宣
誠帶領近40位學生參與，並邀請南藝大建築藝
術研究所構造美學與場域組的8位學生跨刀協
助。陳宣誠表示，與材料、模型每天相處，和
學生日以繼夜的討論及工作，看見大家一起打
造的空間完整的呈現，激起了心中陣陣漣漪，
期許劇場能帶給大家更多創作活動的空間。

萬聖節變裝嚇人 同學花容失色
想搭時光列車，不用找
哆啦A夢！只要到體育館就能搭
乘時光列車喔！課外組為慶祝60週年
校慶，將體育館的電梯改裝成「淡江時光
列車」，讓大家乘著電梯向上攀升時，也
一邊伴隨本校的歷史一同前進。外觀布置成
火車，內部亦有列車手拉環及主駕駛座，轉
個方向可看到一階階本校建築物落成的時
間，師生、校友們皆可一邊考證該年代
的建築，一邊回首求學時光呢！
（文／黃雅雯、攝影／林
奕宏）

活動看板

嚇哭。財金一江湘雲心有餘悸地
說：「跟我一起進去的朋友都受
不了我高分貝的尖叫聲。剛剛忽
然就有人抓住我的肩，我嚇到整
個跌到在地，這時卻又有人抓我
的腳，真是很恐怖！」最後大家
分組到外頭向路過的學生大聲祝
賀並給予糖果。忽然被一群人圍
住去路的大傳四簡育琦表示：
「我一開始嚇到，想說發生什麼
事？結果他們大聲祝我萬聖節快
樂！他們好有趣、好熱情！」

僑輔組於上月29日舉辦
「哈囉喂！嚇到笑」萬
聖節慶祝活動，讓同學
驚聲尖叫。（攝影／
梁琮閔）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之聲
今天（6日）自上午9時30分至下午2時30
分，推出「60校慶．世界同慶」轉播特別
節目，並同時轉播與學生會合辦的第10屆
「卡拉吧！蛋捲」歌唱決賽。
「60校慶．世界同慶」首先登場的是校
慶慶祝大會轉播活動，接著為「哩賀！宮
燈祭」，充滿異國風情的「Hello！蛋捲
節」及「？Hola！卡拉吧」節目，而「卡
拉吧！蛋捲」歌唱大賽於書卷廣場舉行決
賽，現場將進行有獎徵答活動，答對的同
學還可獲得神祕小禮物，請鎖定FM88.7，
或透過網路線上收聽。

資旺盃設計賽收件12日止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為配合本
校60週年校慶，資訊工程學系、資工系系
友會及友旺科技共同舉辦「2010第一屆資
旺盃Android程式設計競賽」，全國大專
院校學生皆可參加，12日收件截止；結合
由本校承辦，將於12月8日至12日舉行的
「2010亞太大學資訊教育暨數位學習發展
研討會」（簡稱iCube2010），獲獎者可獲
得最高6萬元獎金，作品亦將在12月9日於
研討會中展示。
活動負責人資工系教授石貴平表示，這
次競賽是由本校金鷹獎得主，資工系校友
友旺科技董事長歐陽自坤所贊助，目前已
有近百隊參賽，「前3名隊伍，每個人可拿
到友旺科技的預聘書，對日後找工作多了
份保障。」此外，iCube2010特別邀請現任
總統府資政的李家同蒞臨演講「符合時代
的資訊教育」，以及40多位亞太及歐美地
區專家學者，針對現今資訊教育發展與應
用等議題進行論文發表與研討，活動將於
12月9、10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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