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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閱讀、說話、實作之時，第一步要先確
定主詞、句意，才不會混淆
一、請找出以下主詞，並比對答案過朗讀三
　　遍。
1.書本的厚度
　　　　
2.生命的價值
　　
3.台灣的天氣
　　
4.讀書的必要性
 　　

5.對音樂的興趣
　　

二、答案
1.主詞是  2
　英文：the thickness of the book
2.主詞是  2
　英文：the value of life
3.主詞是  2
　英文：the climate of Taiwan
4.主詞是  2
　英文：the need of studying

6.主詞是  2
　英文：the interest in music

三、請找出以下句子中的主詞，並將原文句
　　朗讀三遍。
1.你手上的蘋果看起來很好吃。
2.昨天的生日派對很棒。
3.中國的傳統和信仰不該被忽略。
4.根據專家，你的論點是正確的。
5.用英語演說一點也不難！
四、答案
　1.主詞是 the apple in your hand

  英文：The apple in your hand looks yummy.
2.主詞是 birthday party
　英文：The birthday party yesterday was great.
3.主詞是Chinese tradition and beliefs
　英文：Chinese tradition and beliefs shouldn't  
               be ignored.
4.主詞是 your theory
　英文：According to experts, your theory is 
　　　　correct.
5.主詞是 public speaking
　英文： Public speaking in English isn’t hard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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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911事件的十周年，10年前的9月
11日，美國本土遭遇史無前例的恐怖攻
擊，共造成近三千人死亡。而在今年五月
初，九一一的主謀賓拉登於巴勒斯坦遭美
軍特種部隊擊斃，引起世界矚目。賓拉登
的死，意味正義與公理上獲得伸張，不過
對美國而言，短期內，恐怖攻擊的威脅和
陰影仍無法輕易消除。
   自從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即是這個世界
上實力最強大的領導國家，九一一事件
無疑對美國造成深刻與長遠的影響，回顧
這十年，可發現美國大幅調整其戰略，視
全球反恐為首要之務，並投入無數的國家
財力、資源及心力於此，其間發動了阿富
汗及伊拉克等兩場重大戰爭，從當年小布
希到目前的歐巴馬政府，雖然策略有所差
異，但在確保美國免於恐怖攻擊威脅的目
標上，卻無分軒輊。
　本書作者拉希德為巴基斯坦籍的中亞問
題資深記者，他所寫的《神學士》書，這
些年來被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當年曾是蟬
連紐約時報排行榜數星期之久的暢銷書。
雖然這本書在出版之際，九一一事件尚未
爆發，但拉希德在書中對於神學士政權形
成的複雜背景、賓拉登的崛起以及對區域
政治的影響，有著獨特且深入的觀察。
    這本書籍不是學術專書，所以沒有很多
艱澀的用字遣詞，也希望同學們可以藉由
這本書，對於中亞歷史的演變有更深切的
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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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從不同角度、不同的環境來看，你
我都可能是一個有障礙的人。因為個人生理
和心智上的差異，在所處的環境中受到限制
時，就成為一個行動不便者。 有些行動不
便者，其生理和心智上的差異係導因於正常
的生理狀態， 例如生理和心智未成熟的幼
童、因退化而行動遲緩的老年人、孕婦、身
材特別肥胖者。 
　此外，從事日常活動也可能造成個人的行
動不便，如抱小孩的成年人，提負重物者，
穿高跟鞋者等。再者，因受傷、骨折、住院
手術、眼疾....等疾病或意外傷害，也都會
造成生理條件受到某種程度的限制，而暫時
或永久成為一個行動不便者。當我們變成一
個身、心障礙者的時候，生活環境的適應問
題就隨之而生了，我們馬上面臨建築環境的
障礙、交通環境的障礙、工作環境的障礙和
學習環境的障礙，再加上環境和心境的相互
影響所造成的衝擊，這時我們最需要的是什
麼呢？無障礙環境，一個物理的與人為的無
障礙環境，一個心中有愛，生活無礙的環
境。而在淡江校園中，就是由盲生資源中心
來協助同學打造無障礙的環境。
　那盲生資源中心又為何稱為盲生資源中心
呢？是不是只服務盲生呢，其實中心的設
立是由本校張創辦人建邦博士秉著「有教無
類」的辦學理念，配合教育部政策在1969年
首開招收盲人就讀中文系之創舉，當初便取
名為盲生資源中心，為了紀念，才將此名稱
沿用至今。所以盲生資源中心也就是資源教
室，可以服務全校身心障礙的同學。
　而資源教室方案一詞係譯自re sou r c e 
room Program，或稱資源方案 （resource 
Program，省略room），又稱資源教室
（resourceroom，省略Program），近來國外
更有稱之為Pull-out Program或setaside者。
目前台灣地區設置此類特殊教育措施時，為
符合教育行政的要求，一律稱之為資源班。
雖然名稱不一，但其內涵卻是相同。
   資源教室方案的理念萌芽於1913年。Irwin
將之用於協助視覺障礙學生，期望他們藉此
方案順利在普通學校就學，其後類似的安排
也用之於重聽學生，但由於配合條件不夠，
成效不彰，沒有繼續被採用。廿世紀中期資
源教室方案則被用於協助學習數學、閱讀有
困難者。1968年Dunn為文探討智能不足學
生安置在自足式特殊班的缺失後，資源教室
方案再度受到重視，成為安置特殊學生的主
要措施之一。但實際上，要打造無障礙的環
境，除了資源教室的設立，也需要全校師生
的協助與關心，讓校園中除了硬體的建置之
外，也能夠在人際互動上做到有愛無礙的境
界，營造出一個心中有愛，生活無礙的環
境。完成更輕鬆有趣！花些時間，想一想，
找出真正在乎且重要的事，動機是左右行
動的重要關鍵；學習有效地運用每一分每一
秒，即使零星的小片段也應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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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並重　淡江學子樂當新世紀公民

認識淡江大學盲生資源中心

文／盲生資源中心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提倡三環五育理
念，以期培育具心靈卓越的人才。在此理念
下，為了落實教育與服務精神之實踐，陸續
推動服務課程相關規劃。
　本校於96學年成立「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
員會」，推動「社區服務」結合「課程」之
服務學習，其用意是使服務學習課程在「專
業」、「核心」與「課外活動」三環之間建
立連結，以期達到全人教育之效。
　97學年起，開設了「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
程」，結合專業課程與校外社區需求，讓學
生應用課業所學，向外延伸觸角，使學習從
理論知識面擴張為人文生命關懷。

　張家宜校長在去年5月核定成立「三環五
育學習課程小組」，開設社團經營與服務相
關課程；99學年度起更整合原有的課程或社
團活動，歸納出「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
「社團服務學習」兩大面向，強化「互惠協
同」的服務理念，結合專業、服務和社團三
種元素。今年6月張家宜校長率團前往舊金
山州立大學考察其服務學習課程，該校因
此課程獲美國總統歐巴馬頒發「社區服務貢
獻獎」，透過考察來深化本校的服務學習發
展，以更系統化、更加多元的方式幫助學生
在服務學習課程中，提升自我專業能力及新
世紀公民素養。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
　97學年度至今，由各院系所規劃的專業知
能服務學習課程已累積開課達123門，數以
千計的學生透過課程，貫徹所學，服務社
區和弱勢團體，近年更跨足地方文化推廣領
域。學務處專員陳瑞娥表示，專業知能服務
學習是以各院系既有的課程為基礎，讓學生
在服務地區或弱勢團體時，可以達到理論與
實務互相驗證的成效。課程大致區分各院系
開設之必修或選修、校共同科目和體育事務
處3種類型的服務課程。
　在各院系選修的部份有些課程必須擁有該
系之知識背景與能力，如建築系的社區營造
服務，自97學年便已開課，學生必須在暑假
期間進駐事前協調安排之社區，深入了解並
分析該社區的狀況，並提案協助社區營造進

行修繕或設計。另外，像體育專業知能服務
課程，則限定以校隊為主，前往各小學指導
跆拳道、桌球和羽球等運動。化學系的「社
區基礎科學服務教育」課程則是到國小開設
實驗教學的課程，由老師和修課學生以生動
有趣的方式，指導小朋友一些化學常識。
　而本學期由資工系開設的「專題實驗-永
續智慧生活空間應用於老人安養院」則除了
讓學生能具體認識無線通訊如何結合智慧生
活和老人照護，強化開發、實作、服務執行
與反思等能力，並切身體驗「以人為本」的
服務精神。其他如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的「圖
書館實習」課程則協助地方中小學之圖書
館，營造出更有閱讀氛圍的環境。

  「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為大一新生必修課程強調在地化的精神，帶領大一新生與各機構
合作在淡水社區服務，從「綠色淡水環境保護」、「金色淡水社區支援」、「多元學習教育
輔導」及「有愛無礙弱勢關懷」四個面向規畫。

綠色淡水環境保護
　本校與社團法人荒野保護協會合
作的「綠色生活地圖」課程，利用
製作綠色生活地圖過程中，除培養
學生的觀察力外，還提供自然教育
的環境，以學生實際的走訪、勘查
淡江校園附近的綠色資源過程，繪
製出綠色地圖。從中了解淡江校園
附近的自然生態，並在地圖上，以
一套世界通用的圖示（Icon）標註
出環境生態的地景地物。中文一林
彥均說︰「雖然大家對於電子繪圖
不太熟悉，不過可以為下一屆的學
弟妹繪製綠活圖讓他們更了解學校
附近地理區位的專屬地，是很特別
的經驗。」綠色生活地圖圖示的課
程共分為永續生活、自然、文化與社會三大
類，為大一及大二以上轉學生的校園與社區
服務學習課程之一。學務處創新人員張佳琪
表示，未來將繪製出來的「綠活圖」製作成
摺頁，讓新生能藉此認識校園及淡水週邊生
活環境機能，並更重視這塊土地。
　另一個方案為「貝殼海岸海廢監測」，與
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攜手合作，同學
經過專業培訓的課程，即前往靠近垃圾掩埋
場的海岸淨灘，並且繕製統計表分析海灘垃
圾產生之原因，參與的同學也從服務中學習
並且反思。教官李一凡表示，希望透過服務

能讓同學培養出做事有自主、自發及自律
的精神。   
　除此之外，同學也透過校園與社區服務
學習課程與台北市鳥學會關渡自然公園管
理處合作至關渡自然公園進行生態養護，
為了就是要保育關渡濕地生態環境，維持
一個良好的教育、休閒及研究的場所，經
過管理處主任的指導後，學生們進行水田
維護工作，協助拔除雜草及清除外來種生
物，使濕地保有原來的面貌。資工二李沛
衡表示，在勞動過程中可以邊享受大自然
是個非常好的體驗，希望日後能對地球環
境再盡一點心力。

金色淡水社區文化
　在「金色淡水社區文化」的課程中，學生
走出學校，深入地方，支援淡水區公所舉辦
的「2011滬尾蘿蔔季」、「2011淡水國際環
境藝術節－『西仔反傳說』環境劇場」，以
及認養淡水綠地公園等活動。另外，本校也
曾和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淡水清潔隊合

作，共同清除校園及週邊社區的違規小廣
告。除了上述之外，本校也和財團法人統一
超商好鄰居文教基金會共同合作，替淡水社
區的環境清潔共盡一份心力。藉由親身參
與，對淡水地區的文化及歷史有更加深厚的
情感。

　本校大一學生與天生國小、育英國小和竹
圍國小合作，一同宣導「春暉知識」、「品
格教育」、「交通安全」、「校園安全」、
「兩性平權」及「生命教育」等相關知識，
利用戲劇表演及闖關遊戲的方式將知識融入
教學中，另外也與竹圍靈糧福音中心合作輔

導小朋友課業，藉由閱讀引起小朋友的學習
動機，並且以一對一的教學方式，根據不同
特質因材施教，教學之餘也分享生活趣事，
建立起亦師亦友的關係。透過多元學習教育
輔導的課程也讓學生們對於服務有更深一層
的認識。

  99學年「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主題
之一的「友善地圖」，地圖建置從校園延伸
到社區，將拓展至淡水老街、英專商圈及本
校周邊社區。本校與行無礙資源推廣協會淡
水服務中心合作，將所發現的無障礙地點繪
製於地圖上，並加上鄰近廁所及公園等休憩
情報，完成友善地圖。
　另外，也與中華民國無障礙科技發展協會

合作繪製友善地圖，不僅更讓同學認識淡水
在地文化，進而培養現代公民的素質。
　本校也曾與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一同前往愛德養護中心協助住民體適能活
動、外出服務、環境維護，也準備逗趣的舞
蹈才藝表演使住民歡心。今年更增加與華山
基金會合作「到宅訪視」活動，關懷獨居老
人，讓學生更懂得如何關懷弱勢團體。

●社團服務學習

●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

　本校諮輔組於民國88年開始與台北市立關
渡浩然敬老院合作，由諮輔組的學生志工前
往服務，而今年則正式成立了校園守護天使
社，每月兩次出隊前往服務學習，並發揮平
日社課所學習到的訓練課程，如團康訓練、
製作手工卡片、瑜珈按摩、活動企劃和臺語
教學等，希望能提供長者們在心理的關懷和
諮詢服務。另外，經由志工的採訪，紀錄長
者之生命歷史，並計畫將之編輯成書。希望
落實社區服務、提倡敬老精神，讓志工學會
尊重生命和及時規劃生涯理念。
　同樣是諮輔組的服務志工－小太陽服務

隊（前身為「攜手」、「馬偕醫院服務志
工」），自十多年前便開始服務社區孩童或
醫院的病童，透過舉辦帶動唱、戲劇表演、
猜謎和馬偕小學堂等活動，帶領小朋友在玩
樂中學習成長，也讓病童從参與各項活動的
過程中暫時忘記身體的疼痛，改變他們對醫
院冰冷冷和痛苦的形象。學生志工在服務的
過程中，體會服務他人的快樂和成就感，同
時也從小朋友的童言童語當中，找回最純真
的感動！（有意願參與諮輔組志工的同學可
洽商管大樓B413諮商輔導組。）

●服務學習，建立自身的價值
　年輕學子以自身的力量，回饋社區的服務課程，並發揮專長，將課堂所學實踐於社會，從中
不但創造許多難忘的回憶，且讓大學生活更有意義。在服務的過程中，也能觀察到社會的不同
角落，看到需要自己投入的地方，在一點一滴無私的奉獻中，體會生命的珍貴，也建立自身的
價值。

　99年度淡江大學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
康輔社秉持著「服務生活化，生活服務化」
的信念，到淡水區竹圍國小進行為期六周的
活動，除了團康遊戲外，還有創意卡片及風
鈴製作的教學。康輔社社長電機三連惟執表
示，在寒暑假及課餘之下會至國小舉辦營
隊、帶動中小學等活動；用康樂技能結合服

務以發揚康輔的文化，用服務結合康輔以推
廣服務的價值。康輔社於86年成立至今一直
不斷以有限的資源來激發無窮的創意，並服
務人群，連維執表示，在大學生涯裡能有這
樣的服務經驗，是個難忘的學習，自己也從
中成長不少。

　親善大使團自成立以來，對於社區服務的
愛心也不落人後，連續9年在淡水校園舉辦禮
儀營隊，去年在淡江校園舉辦「小小禮兵日
記－繽紛童話遊歷」營隊，教授學生美姿美
儀、餐桌禮儀、說話藝術等生活中常用的基
本禮儀，充實的課程內容，吸引了60位淡水地
區及其他縣市的小朋友參加。從用餐禮儀教
學、美姿美儀指導、國際觀、國際禮儀及大

地遊戲等活動。親善大使團長中文三王君瑜
回憶道：「很多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接觸國際
禮儀，透過這個課程讓他們了解東西方文化
的不同和打招呼的方式，很多小朋友對於西
方臉碰臉打招呼的方式感到很新奇！」問到
最印象深刻的部分，她愉悅地說：「看著她
們純真的笑容，我想服務的快樂就是如此簡
單。」

　創社至今42年的正智佛學社，秉持著佛陀
「慈悲大愛」的精神，對於社區服務的熱情
也是不遺餘力，除了每週六下午固定前往淡
水普學禪寺服務外，也在每個學期末之前至
淡水關渡醫院，為臥病在床的病人們加油打
氣。佛學社活動長中文三謝璐羽表示，關渡
醫院有一層樓是規劃給安養中心使用，有一
些積病已久的老人並沒有家人的照顧，因此

大家通常都會到每間病房，跟他們說說
話，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個全身插管的
老爺爺，無法開口也無法自由活動，但
我們跟他說話後，他居然默默的流淚！
「即使他不能行動，也一定有聽到我們的
聲音，透過這樣的鼓勵可以帶給更多老人溫
暖，這也是促使我們堅持每年一次醫院關懷
日的原因。」

　從民國95年開始社區服務的美術社，每學
期舉辦多達5次的社區服務，美術社帶領國小
學童從事各式各樣的美術創作，並精心設計
的課程和熱情活潑的教學，而課程整體規劃
及內容都是由美術社全體成員所設計而成，
現任副社長西語四黃文萱解釋道：「教學時
間只有短短一小時，所以我們要在時間內教
學、實作練習，最後收尾，所以我們在做課

程設計的規劃，都要先實際演練一遍，將整
個教學控制在時間之內。」前任副社長西語
四楊雅雯補充道：「雖然我們的課程都很簡
單，但是小朋友們都很認真且專注的製作，
服務的意義不在於你可以得到多少實質上的
報酬，有時候這樣簡單平凡的感受，就是可
以讓你的人生經歷比別人更加不一樣。」

　國樂社自民國五十七年創社以來，就開始
從事社區服務，由一開始的跨鄉文藝服務
隊，轉變至今則以社區服務為主。國樂社每
學期固定進行一次的社區服務，目前以連續
兩年到「潤福生活新象」安養中心服務，以
美妙的樂曲，陪伴老人們度過整個下午。國

樂社社長歷史二胡宗傑說：「雖然社區服務
的演奏人數及規模不能和正式演奏相比，但
我們重新設計的小型編制，也包含了正式演
出時所具備的吹、拉、打、彈等基本元素，
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

多元學習教育輔導

有愛無礙弱勢關懷

康輔社

親善大使團

正智佛學社

國樂社

　

修
習
校
園
與
社
區
服
務
學
習
﹁
貝
殼
海
岸
監

測
﹂
課
程
的
同
學
正
賣
力
清
除
海
灘
上
的
廢
棄
魚

網
。
︵
圖
／
學
務
處
提
供
︶

美術社

＿＿
　1

＿＿
   2

＿＿
　1

＿＿
　1

＿＿
　1

＿＿
　1

＿＿
   2

＿＿＿
     2

＿＿
   2

＿＿
   2

校園守護天使社、小太陽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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