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中華民國一○○年五月三十日 星期一

3新聞萬花筒

知識之海．台北校園動態
大傳四張靜怡、王苑婷、林筱
涵、施雅慧、黃郁婷及王育瑄
組成的第25屆大傳畢製行銷團
隊BOMB U，13日於台中為台灣
奧黛莉公司之「築夢心心EASY 
SHOP創業故事館」舉辦「心心
知妳心之母女（母子）默契大考
驗」活動，全場溫馨感人。組長
張靜怡表示，整個活動經由組員
們共同發想、實際執行，從中真
的獲益良多。（本報訊）

  成人教育部主辦的「100年樂活
學苑秋季班課程」於30日起開始
報名。本季課程包括音樂生活、電
腦資訊、樂活生活與美學及語言研
習等4類課程。
   音樂生活類中有懷念金曲、唱歌
學日語等課程；電腦資訊類則有電
腦基礎、相片處理等項目；樂活生
活類包括中國書畫與生活創意、日
本舞等課程。歡迎有興趣者至成人
教育部櫃台辦理報名手續，或至成
教部網站查詢http://www.dce.tku.
edu.tw/index.jsp。（莊旻嬑）

「 大 家 都 以 為 橄 欖

球 只有壯碩的人才能玩，其實每個人都適

合。」來自澳門的運管二黎明傑，從大一開

始接觸英式橄欖球，沒有高壯的體型作後

盾，「速度」是他在球場上的秘密武器，並

靠著這個優勢，在球隊中擔任發動最後攻勢

的後衛，黎明傑說：「除了速度，接球的準

確度也是必須的。」

   其實黎明傑最常接觸的是足球，曾擔任隊

長帶領隊伍奪得第2名，黎明傑表示，足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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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叢林中的隱逸居士  用建築型塑生活美學

陳瑞憲與生活對話  實踐高質感的空間體驗

淡江時報

   【記者翁浩原專訪】只要提到誠品書店，閱讀者對於其
獨特的空間設計均感印象深刻，陳瑞憲打破傳統書店的空
間設計，以高質感的空間體驗為目標，成功打造出誠品書
店的風貌。2004年以誠品高雄大遠百店，獲得由香港設計
中心主辦「亞洲最具影響力設計大獎」，當時，他是唯一
的來自台灣的設計師。他說：「從20多年前的第一個誠品
開始，我想塑造的是一種生活美學，無論是在買書或是購
物上，促使大家重視自己的生活。」
   1994年曾被日本Weekly AsahiGraph選為20世紀大中華區
最具影響力的五位建築師之一的陳瑞憲，在建築這條路，
並不是筆直康莊大道，也曾迂迴。從小就有建築夢的他，
因家庭環境選擇淡江化學系，原本要轉建築系，但他仍在
家人期許之下完成化學系學業。儘管如此，他和建築系還
是有緊密關係，「因為室友是建築系的，有時在旁就幫忙
做模型，大部分的時間也和建築系的朋友混在一起。」並
常和學長騎腳踏車到「人間仙境」的淡海閒繞，「我和朋
友一起辦音樂會、畫李雙澤和Bob Dylan的海報。」他形
容在淡江的時光，是快樂的四年，「無拘無束、思想奔
放，和朋友一起做喜歡的事情，做些沒有勇氣獨自做的事
情，也蠻好的！」
   畢業後，陳瑞憲在日本完成未竟的建築夢，「我很清楚
知道建築在做些什麼，化學系畢業當完兵後還是想念建
築，因為夢沒有斷掉，我沒有跟家人商量，就跑去念建築
了，一直做到現在。」他相信許多事情都是冥冥中都有所
安排，所以從小就對圖像、視覺富有敏銳度，總是信手拈
來，將所見所聞畫成作品。他認為，要相信自己，相信自
己天生的能力，「在你的能力裡面，可能在隱隱的暗示你

應該要走的路，那就順著你的能力去做吧。」
   因此，他懷抱著對事物的熱情，赴日正式接受建築教
育，不斷的深厚建築的領域及體驗，甚至因傾心日本建
築大師安藤忠雄，以實習的方式，進入世界知名建築大師
安藤忠雄建築事務所。「那半年對我來說影響很大，因為
正式成為事務所的一員，有機會看見不公開的建築。而且
安藤對待建築像是自己的小孩，一年內兩次到三次請事務
所的人回去看住宅有沒有掉漆，有沒有需要照顧的部份，
所以爬上爬下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可以欣賞建築，看到細緻
的部份，也觀看人家怎麼使用建築。」陳瑞憲從中得到許
多啟發，看到建築師和藝術家的連結，也讓他的建築作品
中，創造出獨特但豐富多元的空間藝術感。
   陳瑞憲遍及作品中港台的作品，從名人宅邸到公共空
間，如國立故宮博物院三希堂茶室、台北市立美術館大
廳、實踐大學新圖書館和行政及教學大樓、遠企購物中
心、台中德安購物中心、誠品書局、衣蝶百貨、斐儷珠
寶、聯合報辦公室、北京PYE Boutique、張忠謀公館、盧
修一紀念墓園等，這些作品都可以看出，他將建築和生活
融合一起，形成生活風格，豐富人們對生活的理解，使人
們獲得美的享受及藝術欣賞。
   除了建築師身分，陳瑞憲也從事跨領域創作，在2009年
和書法大師董陽孜共同合作《無中生有》裝置藝術展。他
在台北當代藝術館中建造150平方公尺墨池，灌注3.5噸墨
汁，並結合動線的巧思及悠揚的樂曲和墨雨聲，帶給觀
眾無比的詩意外，也讓書法藝術的展示從靜態變成動態。
「看懂與否，對於欣賞藝術是不重要的，但是直覺的化學
作用，及在模糊抽象得到共鳴，這是很重要的。」為了得

到更多共鳴，他從閱讀、旅行，探索未知世界，也從傳統
中發現文化深度。「越來越知道古老的東西是不簡單的，
因此越了解背後故事就越尊敬這文化，並且要花更多時間
來了解。」對他來說，無論東西文化，人類歷史是提供現
代藝術的詮釋平台，所以他的作品總是在簡約中呈現出東
西美學文化，並在實品裡獲得印證，如國立故宮博物院三
希堂茶室就是他引用宋代的美學邏輯、藏書閣的概念，及
運用現代新潮流理念所展現出來的作品。
   完成許多設計案的陳瑞憲，對於對沒有蓋成的建築有些
許遺憾，他以計畫中的Audi案子（Floating Courtyard）為
例，「停留在發想的時，總是最完整美好的。」但是建築
師是需要綜合各方面的能力、藝術形式和EQ能力等，因
為要和人溝通，「要怎麼把你的東西溝通後，還能保有自
己的理想性，而不只是妥協。就像是汕頭大學圖書館的規
模之大，要考慮業主及使用者的需求，不可能自己完成，
如何把我的意思傳達給夥伴，同時他們的想法也經過消
化，再做出決定，這是很重要的。」
   「對任何的事情一定要有自己的想法，無論對或錯，都
是你自己的，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這是非常重要
的。」陳瑞憲如同穿梭在都市叢林的隱逸山中的居士，藉
由自身的美學，在公私領域築起一個個單位。他就像是座
連結名為傳統和摩登的橋樑，以富涵傳統意境的美學概
念，碰撞出建築的新元素，讓我們能看見建築不僅僅只是
遮風避雨的場所，而是體驗、實踐生活的地方。他也鼓勵
同學走出虛擬的世界，開拓自己的視野，「書本和電腦得
到的世界是虛擬的，要去體驗實境，需要各式各樣的感官
去體驗，才是實踐的過程。」

要遇到下雨就會停賽，但

是橄欖球賽不論雨下多大

一定會比，是兩者最大的

差異，「打橄欖球就是要

在濕泥巴中打滾，才會更

熱血！」

   橄 欖 球 賽 中 激 烈 的 衝

撞，也讓黎明傑吃了不少

苦頭，他回憶在某次友誼

賽中，被敵隊隊員防衛時

撞到肋骨，「比完賽回家發現腹

部隱隱作痛，看了醫生才發現肋

骨裂了一條縫。」但過了1個月康

復後，再上場打球比之前更有衝

勁，「肋骨都被撞斷過了，更沒

什麼好怕。」

   打了近兩年的橄欖球後，黎明傑

面對許多事都有了勇氣去嘗試，

「雖然一開始打橄欖球會害怕被

撞，但是自己要鼓起勇氣去衝，

才有達陣的機會！」（文／梁凱

芹、攝影／陳芝嫻）

資圖系成發在鍾靈中正堂

吳卉蕎教學競賽展古典機率

               4日登場                 歡送畢業生 理學院徵求科學營服務員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師資培育中心
「創意教學競賽」結果於25日出爐！第1名從
缺，第2名為數學碩二吳卉蕎，獲獎金3千元，
第3名由數學碩三黃逸齊、洪崧贏並列，各獲
2千元。將於6月20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的
「教育學程結業式」中公開授獎。
   本次比賽分兩階段，包括教案設計及實際上
台講授。吳卉蕎以高中數學的古典機率為主
軸，打破以往繁複的排列組合方式，將機率用
抽籤的想法，切合生活面向教學，「高中生會
比較厭煩這方面的主題，所以希望能提供他們
不一樣的思考方式，快速解題。」以國中數學
勾股定理為主題的黃逸齊說：「這次上台有點
緊張，但讓我深刻體會，多增加實際教課的經
驗的重要。」

   【本報訊】即日起至31日（週二）止，理學
院開始「淡江大學科學營」服務員徵選活動，
凡本校學生，不限任何科系含研究生， 皆可
報名，並於6月1日（週三）晚上7時在科學館
S103辦理徵選，通過徵選者，將於8月1日至3
日（3天2夜），擔任「100學年度理學院科學
營」服務員。
   理學院秘書江夙冠表示，此科學營活動是提
供大台北地區對於數理有興趣的國中學生多
元學習及互相觀摩的機會。服務員待遇：每
日1千元整，以4日計。歡迎有興趣且7月可全
力配合籌備的同學，至理學院網站下載報名
表（http://www.science.tku.edu.tw/app/news.
php?Sn=30），或洽理學院江夙冠，校內分機
2534。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資圖系於31日
（週二）13時在鍾靈中正堂Q409，舉辦教學
與研究成果發表會，並邀請資圖系系主任林信
成開幕致詞，並進行資圖系教師教學研究成果
之經驗分享、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及大學部進
行專題報告。本次活動負責人資圖系助理張瑜
倫表示，歡迎全校有興趣師生前往參加。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為祝福並歡送
蘭陽校園第三屆的畢業生，將於6月4日（週
六）9時30分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辦「99學
年度蘭陽校園畢業典禮」。
   本次畢業典禮全程皆以英語進行，畢業巡禮
的安排是以登上階梯，俯瞰蘭陽平原，遠眺龜
山島後，再沿著校園經體育館預定地、建軒一
館、文苑一館後，走下132階的克難坡，藉此

體會「樸、實、剛、毅」的淡江精神。已經參
加預演的旅遊四陳棠笙表示，感覺很溫馨，讓
人難忘，很期待畢業典禮的來臨。
   另外，於6月1日（週三）下午6時在強邦
國際會議廳一樓舉行「畢業舞會暨展翼歡送
會」，本次舞會的主題為「淡生之舞衫歌
散」，由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艾華開舞，
並安排各社團的表演活動，以勁歌熱舞帶動全

場氣氛，會後並舉辦舞會中國王、皇后票選活
動，讓整場活動更加熱絡。現場並提供餐點及
雞尾酒讓參加者享用。
   本次指導單位蘭陽校園主任室組員蘇鳳龍表
示，展翼舞會是歷年的傳統，象徵畢業生未來
能展翅高飛外，也能讓畢業生有個難忘的歡送
會。
   主辦單位學生會蘭陽事務部林慈娟表示，希
望藉由此次活動促使即將畢業的大四學長姐，
以及將要出國的大二學生回想起蘭陽校園的點
點滴滴，並感受到師長及學弟妹們深深的祝
福，使蘭陽這個大家庭能夠凝聚更多的情感。

   【記者林宇濤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搖滾社於26日晚上7時在強邦國
際會議廳舉辦期末成果發表會，並與灰色螺旋樂團和本校西洋音樂社共
同聯歡。現場以小提琴演奏改編後的「卡農」搖滾版後，緊接著播放各
團介紹影片，再由各團表演各式搖滾樂曲，如重金屬搖滾、鄉村搖滾及
抒情搖滾等，多彩的聲光效果、豐富的樂曲及大膽的表現方式，讓人充
分感受到「ROCK」的熱情，帶給大家視覺與聽覺的享受！資創一沈家
馨說：「聲光效果很好，現場氣氛很棒，感覺很好！」
   搖滾社公關旅遊一邱子懿表示，籌備的過程很辛苦，但看到活動辦的很
順利，尤其是聲光效果很棒，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蘭陽搖滾社成發  聲光撼動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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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中心傳授英文單字速憶法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於今日（30日）12時20分在I501，邀請欽榮
科技執行長，同時長期致力於記憶與速記教學
工作並監製多套教學軟體研發的吳燦銘主講
「從速讀到速憶1小時背200個單字」，會中將
分享，如何將英文單字記得輕鬆、快又久的方
法。
   學習與教學中心學生學習發展組組員蔡承佑
表示，為了幫助學生更能掌握英文單字記憶的
要領，吳燦銘將在講座上帶領同學體驗「油漆
式速記法」，傳授以多重感官刺激的速讀訓
練，如何將短期記憶轉成長期記憶，以系統化
的方式反覆針對不同的記憶重點刺激，並配合
大量的迴轉複習，達到快速記憶的目的。歡迎
有興趣的學生踴躍參加，詳情請洽蔡承佑，校
內分機3531。

   搖滾社社員旅遊一張玄儒（右）、政經一彭靖雅（左）以木吉他演奏鄉村搖
滾樂曲，特有風情引起共鳴。（攝影／李鎮亞）

                           分享創業職涯規畫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
公行系於18日邀請青年輔導委員
會主任委員李允傑來本校演講，
說明青年創業時的配套措施及政
府資源的應用，以提高創業的成
功率。擔任主持人的公行系系主
任黃一峯表示：藉由本次講座，
讓學生在創業上能夠善用相關資
源，在生涯上有所幫助。
   李允傑認為，現代青年具有
熱情、創意及態度3個良好的特
質，這些都有助於在創業時軟實

力的表現，因此在創業前要先規
劃好人生目標，讓築夢時能更加
踏實。他提到，創業初期多半會
有 資 金 問 題 ， 可 以 善 用 政 府 資
源，如青年創業貸款等政策，以
能穩健經營。另外，也可以參加
青年職場體驗計畫，藉由見習的
機會了解企業營運內容，以利未
來創業時的職涯參考。另外，他
說明，全國北、中、南設置青年
創業輔導服務據點，提供創業諮
詢、創業計畫書撰寫技巧等專業

服務，也設置創業青年輔導網、
舉辦說明會。另外，「大專生公
部門見習」活動，提供在校生認
識、瞭解政府組織運作及參與公
共事務的機會，協助同學累積經
驗之餘也做好職涯規劃。
   中文四方志維表示：「聽完這場
演講，在幫助青年創業的層面，
讓我覺得受益良多，希望自己可
以好好利用這些的資源！」

參觀外交部
   【記者翁浩原淡水校園報導】美洲所
所長陳小雀及歐研所所長郭秋慶20日率
學生約60人參觀外交部。除了解外交部
相關業務，以及外交特考考試辦法之
外，並與外交部新聞文化司及研究設計
委員會、亞西司等人員座談。過程中，
學生針對宏都拉斯政變、菲律賓遣送嫌
犯，甚至是否在俄羅斯語地區增設代表
處等不同面向，提問踴躍，新聞文化司
副司長夏季昌表示，提問實際、生動且
符合國際情勢，讓人印象深刻。
   此外，學生也藉此機會了解外交部是
否提供獎學金，讓國際研究領域的學生
能有出國實踐所學的機會。中南美司科
長葉長春表示，外交部正推行國際青年

大使活動，讓學生把固有文化軟實力帶
出去，把人家的東西學回來，鼓勵學生
踴躍報名。美洲博二陳鈺明說：「透過
此活動讓我更了解外交業務，知道外交
部為台灣做了什麼。」對外交事務有
濃厚興趣的企管四林大鈞分享他的參訪
心得說：「原來我們應該換副眼鏡看世
界，多多了解、吸收國際新聞，而不是
只侷限在台灣或大陸。」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資
傳系舉辦「2011資訊、傳播、新媒
體國際論壇：打造文化創意產業
共創平台-聚焦台澳現況」學術論
壇及座談會，邀請各界專業人士
共同探討網路科技所帶來的新媒
體趨勢。

6月1日（週三）在鍾靈中正廳
Q409，由資傳系系主任劉慧娟
開幕致辭，並邀請澳洲昆士蘭科

技大學創意產業學院暨創意產業
與創新卓越中心研究員Dr.John 
Banks，以「電玩遊戲的共創平
台：共同演化的分析」為題，進
行專題演講。

6月2日（週四）上午在Q409、
下午在L522，以跨國文化創業
平台在「新媒體創作評析」、及
「打造文化創意產業共創平台-
聚焦台澳現況」為主題，邀請財

團法人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會
董事長趙雅麗、政治大學新聞系
副教授兼數位內容學程主任張寶
芳及本校資傳系教授等人，進行2
場座談。劉慧娟表示，舉辦這次
講座，希望能藉由這個經驗促進
交流，歡迎有興趣的師生前往參
加。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通識與核心課
程中心將於6月2日（週四）晚上7時30分，在
文錙音樂廳舉辦「李訓佳鋼琴獨奏會」，即日
起可至通核中心（I805）索票。通核中心副教
授李珮瑜表示，以大一的年紀來說，李訓佳的
經歷相當優秀，相信很值得聆聽，「我也會親
自去欣賞他的表演。」
   李訓佳現就讀美國密西根大學安娜堡校區
文理及音樂學院，16歲便錄製第1張個人鋼琴
獨奏CD及舉辦首次鋼琴獨奏會，並曾被鋼琴
大師Norma Fisher讚許有「敏銳的聽力及絕佳
的技巧」，曾獲台北市西區高中A組鋼琴獨奏
比賽第2名，與大台南全國音樂大賽高中組鋼
琴獨奏第1名等殊榮。這次將演奏貝多芬鋼琴
奏鳴曲第十一首作品二十二、蕭邦夜曲作品
二十七之二及舒曼狂歡節作品九等膾炙人口的
作品。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
你 知 道 淡 江 的 智 慧 大 樹 在 哪 裡
嗎？成人教育部舉辦「尋找智慧
大樹，迎接鳳凰花開的喜悅」活
動，邀請所有淡江人尋找羅丹的
沉思者－卓然矗立的智慧大樹。  
   即日起至6月11日中午12時止，
凡發現淡江「印度橡膠木」，並
拍下一張與智慧大樹的合照後，
張貼至成人教育部的臉書，「尋
找淡江智慧大樹」塗鴉牆上，附
上姓名及E-mail等聯絡方式，前
100名上傳者將獲得精美紀念品；
在臉書累積「讚」最多的前3名，
則獲得印有淡江智慧大樹紀念T
恤。凡有上傳照片者，可於6月11

日中午14時至16時止，在R106領
獎，逾時不候。活動網址為：
http://0rz.tw/7cwnT。
   成人教育部推廣教
育中心主任周湘華表
示，希望透過本活動
在畢業前夕能夠回顧
淡水校園的風貌，重
新回顧校園生活中的
點點滴滴，歡迎大家
踴躍參加。

找出                 上傳照片搶贈品

  猜猜以上圖片，是淡水校園的哪棵樹？趕快找到她，並合影後
上傳到成教部臉書上，留下畢業前的最美回憶。提示：答案就在
文字中。（圖／成人教育部提供）

啟事：825期之「TKU PEOPLE人
物專訪」，文中誤植本校歷史系
教授周宗賢大名，特此更正。

李訓佳鋼琴獨奏會開放索票

智慧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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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輔會主委李允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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