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
盧逸峰、
趙巧婷、
林妤蘋、
李亞庭淡
水校園報
導】「有
愛就有希
望！」本
學年度寒
假服務隊
總計有29
支服務隊
成軍，再
度創下歷
年新高！
授旗典禮
於上月14
日舉行，

教務長葛煥昭、學務長柯志恩、總務長羅孝賢皆
出席盛會，為每支服務隊打氣、柯志恩也親自授
旗給予每位服務隊隊長，在接下校旗的同時，各
隊隊長更會搖旗吶喊隊呼，隊員們展現十足活
力，準備將愛心、知識及志工服務的精神傳達到
臺灣各個角落。
　宜蘭校友會服務隊長產經三謝芷瑜表示，這是
宜蘭校友會第一次舉辦返服隊，讓隊員有不同的
活動體驗，並學習如何與小朋友互動。今年選
定宜蘭縣凱旋國小舉辦，富有回饋家鄉的意義，
營期中除了知識分享外，服務員也在活動中汲取
溝通技巧、課程規劃，以及揣摩小朋友心思的能
力，3天營期順利落幕，也會將舉辦服務隊的傳
統延續下去。
　中文系學會服務隊執行秘書中文二詹軒至提
到，服務隊是很有意義的活動，今天選定花蓮縣

大進國小進行，「中文系學會第一次服務隊成
軍！在營期中除帶給學童們中國文學知識外，更
期盼能藉此啟發學習興趣，看見小朋友的那份純
真與貼心、一天天的成長，使我深受感動！」
　二齊校友會服務隊長物理二蔡柏祥說明，今年
在台南市開元國小以環保概念為主軸來編排課
程，並運用葉子製作圖畫，讓小朋友製作故事
書，而服務員們更在活動中學習到相互支援的精
神，並培養出抗壓性，學習到不少經驗。
　樸毅青年團在桃園縣中平國小進行為期3天的
「品嘗客家之美－品格客家營」。桃園為客家大
縣之一，樸毅首度選擇族群為議題，結合提升品
格教育為目的，試圖帶領學員們找回自我的認
同。總召經濟三張睿涵表示：「本身為客家人，
有感於母語流失的危機，因此希望透過營隊活
動，讓當地的小朋友接觸更多客家文化，瞭解客
家的歷史進程。」
　彰化校友會於寒假期間到彰化縣北斗鎮螺陽國
小舉辦為期4天的服務隊，以「逗陣說臺灣」為
主題，介紹臺灣著名的古蹟、習俗及人物傳說。
社長土木二林辰翰說：「希望能將自身所學的知
識，回饋給當地資源相對較匱乏的偏遠國小，經
過4天的互動，看到小朋友能有所成長也相當感
動。」彰友會21年來在彰化各個城鎮不同的國小
留下足跡，其中有項傳統便是第3天晚上都會舉
辦營火晚會，今年以一曲『追得到自己』做為溫
馨收場，讓氣氛達到最高點。
　臺中南投地區校友會共有26位服務員到南投
縣平和國小，進行為期4天的「異想世界寒期全
球」，活動主要融合世界地理和藝術，透過各地
建築物和節慶的介紹，讓學童認識各地風土民
情。隊長教科二陳依琳說：「此次活動由學長姐
帶領學弟妹一同完成，希望讓首次參加者能了解
服務的精神及團隊的概念，且看到服務對象高興
的反應，這也是另種的附加價值。」

　國際青年交流團配合臺北校園成人教育部在寒
假期間舉辦「海外華裔青年台灣觀摩團」，由13
位輔導員帶領80位來自中南美洲的華僑，進行1
個月的活動。前3週順行臺灣沿岸環島一圈，了
解臺灣特殊的人文和地理景觀，行程包含參觀郭
元益糕餅博物館、欣賞西子灣夕陽、體驗七股潟
湖的魚寮及養蚵人家、聆聽臺東原住民布農部落
的八部合音等，以及造訪臺灣特有的夜市文化。
執行長化材四李中明說：「此活動不僅增加學生
的國際觀和視野，也更促成國際化的養成，讓彼
此競爭力都更加提升。」
　金門校友會是唯一一支離島服務隊，以「愛
在金門，夢想起飛」為題，在金門縣古城國小
舉行，主軸環繞在介紹在地節
慶文化及環境知識與保護，另
融合性別平等、生命教育等議
題，內容呈現相當多元。服務
隊財務長財金
二王萱表示，
希望能激發孩
童的創意，陪
伴他們尋找夢
想，同時藉由
多 樣 化 的 課
程，幫助他們
埋下夢想的種
子，期待他們
努力實現，讓
夢想起飛！此
外，讓學童寫
下夢想小卡，
「 我 們 預 計 2
年後將寄出，
希望讓他們體
會活動背後的
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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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淡水校園

2/25(一)

8:00

遠距組

網路報名

「新式資訊講桌操作

說明會」活動報名

（http://enroll.tku.

edu.tw/course.

aspx?cid=ailx20130226）

2/25(一)

8:00

戰略所

網路報名

戰略所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http://exam.tku.edu.

tw）

2/25(一)

8:00

戰略所

T1202

戰略所預備研究生

招生申請

2/25(一)

8:00

大陸所

網路報名

大陸所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招生考試

（http://exam.tku.edu.

tw）

2/25(一)

8:00

大陸所

T810

大陸所預備研究生

招生申請

2/25(一)

8:10

生輔組

B418
校內獎學金申請

2/25(一)

12:00

實驗劇團

商管大樓前木桌

實驗劇團第28屆畢業製作

《愛講／話》售票

2/25(一)

18:30

淡江康輔社

E311
康十六迎新

2/26(二)

11:00

遠距組

G315

「新式資訊講桌

操作說明會」

2/27(三)

18:30

淡江康輔社

E310
康十六甄選

學聲
大代誌

中文一陳心彤：藍天、白雲、太陽、雨水，交織出陰晴不定的淡水。中華民國102年2月25日

親善大使團慶 細數15週年情感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親善
大使團於19至21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
15週年團慶「憶親‧緣」，開幕式邀請
到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課
外組組長江夙冠一同進行剪綵。張校長
於致詞時表示，對於親善大使團一直有
份特別的濃厚情感，而當初和學生共同
設計的第一套制服也沿用至今，如今
很高興看到社團的成長，以及開花的結
果。」更期盼親善大使團校友會能早日
成立，建立更良善的運作機制。
　團長管科三張瑋說：「本團與其他社
團的性質較為不同，因此平時交流的機
會也甚少，希望透過這次難得的展覽，
讓大家了解親善大使團內部的課程及
運作，也很謝謝許多單位一路來的支

持。」社團指導老師英文系兼任講師林
敘如，曾經擔任親善大使團的成員，她
說：「15年來承蒙學校照顧，未來還有
很多進步的空間，希望大家可以給予指
教，期許日後能帶來更亮麗的表現。」
　展覽介紹社團內部的文化和組織架
構，以及許多禮儀的課程，也放置制服
供大家觀賞，一旁的影片區則播放歷年
來親善大使的活動集錦。此次最為特別
的地方在於會場設置2個精心設計的親
善大使擬真看板，同學可以和人形立牌
拍照，若將照片上傳社群網站並打卡，
即可獲得一份精美禮品。財金二劉佳雯
說：「透過展覽更加明白親善大使團的
課程內容，也覺得他們所學的東西相當
實用。」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師資培育
中心為鼓勵全校師生透過鏡頭呈現對教育的了
解與想像，特別舉辦「教育攝影競賽」。師培
中心行政助理郭怡君說明，參賽作品可以任何
教育相關內容為題自由發揮，一律沖洗成6*8
吋光面照片，數位相片應為1千萬畫素以上，
一同繳交作品底片或原始數位檔案（光碟），
並將每張作品分別填寫報名表，於3月28日前
繳交至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ED304)。
　另外，師培中心為提昇教育學程學生教學設
計、教案撰寫之能力，以及提供同學彼此觀摩
機會，策劃「教案設計競賽」，並於即日起開
放報名，參賽資格不限定於修習教育學程之同
學，個人或5人以內團體亦可參加。
　郭怡君表示，教案主題為國中、高中職之學
科內容或全球國際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海
洋教育、性別教育等新興議題，有興趣參與者
請於5月8日前繳交至教育館師資培育中心辦公
室(ED304)。上述競賽之詳細活動辦法、規則
與報名表可至師資培育中心網站（http://rss2.
rulingcom.com/TKU_CTE/main.php）查詢下
載。

即日起開放報名

城西國際大學
　城 西 國際 大學 （Jo s a i  I n t e r n a t i on a l 
University）成立於1992年4月，位於日本千
葉縣，城西國際大學建學精神為「以學樹
人」以培養活躍在世界舞台人才為宗旨，
希望可以培養出具有對日本文化和社會的
理解能力、異文化交流能力、適應全球化
時代的感性和知性及知識和技能的人才。
與本校於1994年5月30日締結為姊妹校。
　該校目前共有4個校區，分別為千葉東金
校區、東京紀尾井町校區、安房校區以及
幕張校區。4個校區，4種特色，千葉東金
校區為使學生能渡過舒適的校園生活，不
但配置最新的設備，並積極營造能讓學生
安心學習的學習環境，建造圖書館、美術
館為主的各種教育設施，讓學生在學習之
外還可以陶冶心性。東京紀尾井町校區位
於東京，除了交通方便之外，此校區也時
常舉辦東京限定的授課及特別講座。
　安房校區位於鴨川市，這個被大海及綠
樹環繞的旅遊城市，富有極高的觀光資
源，該校區以培養觀光系學生為主，不僅
學習觀光業所必需的真誠接待，還以接觸
自然和當地民居及傳統文化為重點，讓學
生不但有健康的身心，還能成為適合21世
紀觀光事業的人才。
　幕張校區以培養資訊人才為重點，與
日本IBM共同主辦了開設「幕張IT傳媒學
校」，引進更具實踐性的最新技術，實施
新形式的產學合作型授課和工程，也建立
最新的電腦實習室，引進最新的蘋果電腦
供學生自行使用。（整理／楊蕙綾、圖片
來源：http://school.nihaowang.com/8361.
html）

相關「姊妹校 On Air」介紹，請上淡江
時報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
點選姊妹校專區，就能搜尋到更多友
校資訊！

教育攝影競賽
教案設計競賽

　【記者呂柏賢、林佳彣、盧逸峰淡水校
園報導】寒假期間僅管淡水冷風颼颼，仍
不減社團舉辦寒訓的熱情，今年總計有18
個社團在寒假為社員及幹部安排訓練，傳
承社團經驗、強化團隊默契，也為下學期
社團經營做好準備，蓄勢待發。
　101系學會聯合幹訓今年在淡水校園
進行，系學會聯合幹訓總召西語三郭雋

表示，這是系學會第一
次舉辦聯合幹訓，安排
溝通技巧團體動力、創
意設計與發想、經費控
管等課程，並邀請到中
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副
秘書長邱建智、獨角獸
人資顧問中心執行長林
士傑及該中心講師林南
宏進行授課分享。郭雋
說：「希望藉由這次活
動給予學弟妹們意見，
並將經營學會的技巧傳
承下去。」

　吉他社於上月18日至22日舉辦「27屆寒
訓吉他營」，總計5天的活動吸引近80名
學員一同參與，在音樂路上彼此切磋、相
互學習。此次寒訓邀請6位主講人，有阿
霈樂團季欣霈、臺灣演奏家盧家宏等人，
為學員帶來精彩的音樂課程。寒訓總召財
金三許閔茹說道：「寒訓是社員們互動最

社團寒訓大觀園 系學會聯合力量大
頻繁的場合，有助於凝聚社內情感。此外，藉此機
會提供一個平臺讓有興趣的學生可以更認識音樂，
也希望能提升校內的音樂風氣。」
　舞研社於上月15日至19日舉辦5天的寒訓，以
「超舞者聯盟」為主題，總計有35人參加，邀請到
TSC舞團和 Zian舞團等多位講師蒞校，針對各種舞
風、肢體開發等主題授課，給予學員們豐富、多元
的學習內容，而在第4天晚會上集體展現大家的創
意及學習的成果。舞研社社長保險二黃郁雯表示，
「寒訓有助於社員感情的培養，對於舞蹈有興趣的
同學，課程內容同樣有助於肢體的開發。」

　詞曲創作社的今年寒訓首次來到新店長春谷，展
開3天的移地培訓，社長企管三謝宜靜說：「寒訓
是成為詞創人的重大活動，也是詞創精神的傳承象
徵。」謝宜靜表示，最主要是讓新社員們熟悉借用
器材的流程，因此幹部們特別設計RPG情境遊戲。
另外，為培養社員默契和感情，讓詞創瘋狂的精神
得以延續，開設多項闖關遊戲，包括在限時內合作
寫出一首歌，過程中歡笑不斷。物理一廖偉廷笑著
說：「寒訓真的太好玩了，大家都充滿活力和熱
情，完全被詞創精神感染。」

　首度舉辦的101系學會聯合幹訓於上月登場，齊聚淡水
校園學習團隊經營技巧。（攝影／林俊耀）

　由中文系系學會組成的服務隊，今年首度在花蓮縣大進
國小舉辦「淡大進行曲」，圖為服務隊育樂營營長中文二
曾貴麟(右一)與學童們一同合影留念。（攝影／盧逸峰）

　101學年度淡江大學服務隊授旗
暨講習會於上月14日舉行，學務長
柯志恩親自授旗，每位服務隊隊長
在領旗後，搖旗吶喊隊呼，展現十
足活力。（攝影／鄧翔）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寒假大家瘋狂玩、
過好年，童軍團卻沒忘鍛鍊自己，在寒流來的時候
前進陽明山辦寒訓，縱使環境惡劣，卻讓新生非常
難忘，直說「去了很痛苦，可是不去更痛苦！」接
著還有全國群長年會，讓童軍團的寒假很充實。
  上月15日起，接連6天的「入團訓練營」，已經是
第40年！羅浮群群長土木三謝旻諺說，「就是要讓

他們在惡劣的環境中體驗自力更生的技能！」除了
第一天的課程在淡水校園進行外，第二天開始就前
進陽明山，學習野外求生的技能，嚴格把關甚至曾
讓新生「沒飯吃」！機電一蔡昀佑說，一開始團隊
不太合作，沒在期限內煮好東西，「晚上在帳篷裡
餓得要死！」後來夥伴關係改善，「第四天吃到熱
騰騰的食物，我真的感動到哭了！」他提到，除了

技能之外，更重要的是學
習合作。而此次的入團營
雖然很冷，但是雨並沒有
下得太久，讓童軍團員都
興奮地說，「好久沒看到
真正的營火了！」
　緊接著在上月22日舉辦
的「羅浮群長年會」，除
聚集全國大專院校14個縣
市91名童軍代表，更有來
自日本、韓國的貴客，討
論未來一年童軍全體可能
的走向、應對的課程，是
羅浮群（大學階段的童
軍）最重要的活動。總召
物理四張立翰說，這次活
動屬於全國性的規模，又
是一次新的體驗，感謝籌
辦過程中幫助過他的人讓
活動順利進行！

淡江童軍團入團營 學習荒野求生 考驗團隊默契

　淡江童軍團於上月15日舉辦第40次「入團訓練營」，除了在淡水校園進行
外，還親赴陽明山實作，學習野外求生技能。圖為童軍團團員們一同合影留
念。（圖／淡江童軍團提供）

　金門校友會返鄉服務隊成立至今有2年的時間，今年返服隊來到古城國
小，希望藉此機會服務更多的金門孩子。（圖／金門校友會提供）

29支返鄉服務隊 攜手播下希望種子

　「他不在家，不是上課就是去海邊拍照了
吧！」被同學這麼定義，常常背著單眼相
機、騎著小50機車就四處去探險的他，是大
傳三的林俊耀。淡江影像藝術工坊成員、淡
江時報攝影記者，以一組拍攝海邊的「海角
失樂園」照片，於1月時奪下「數位島嶼攝
影比賽」優選。他熱愛旅行，記錄身邊的風
景，也關懷土地，透過攝影，訴說著一些不
為人知的故事。
  「海邊很美，但我想要藉由攝影告訴大
家，不要再把海邊當做一個利用完就遺棄的
地方。」林俊耀得獎照片裡的海，寂靜得
出奇，彷彿再凝視久一點，你就能多出些
想像的空間，就如同他平常沒事就喜歡直
奔海邊，一個人，帶著鏡頭，與海相處。熱
愛海邊的起源，從小時候就開始，加上阿公
居住在漁村、從事漁業的生活，因此特別喜
歡去海邊玩，「連我考淡江都是因為這裡靠
海！」林俊耀笑說。
　國中時，媽媽送了他一臺相機，開啓了他

攝影的路。大學進入影像藝術工坊，開始學
習技巧，精進自己的能力，而大傳系兼任講
師、國際知名攝影師沈昭良的課，更讓他開
拓視野，學習不同的說故事方法，「老師
說，單張、單張照片不可能說出什麼，要把
它組成一個專題，才有價值。」林俊耀提
到，「這系列的照片已經拍差不多一年多
了，拍攝得獎作品的過程中，發現美景背後
的議題性，也深覺這樣的照片才是有『故
事』可以說的。」之後，林俊耀在按下快門
的同時，也開始關心腳下這片土地。
　而紀錄片課程，讓他找到了下一個題目，
「因為拍紀錄片認識了地方的文史工作者
紀榮達，他帶我們去立法院參加反淡海新
市鎮二期開發的記者會，真的看見很多黑暗
面。」記者會上，林俊耀親眼看見政府的徵
收歷程、聽見居民的訴求、以及官員們的說
帖，他一股腦兒加入了「反淡海二期徵收青
年團」，成為召集人。
　「平常拍人像，看到照片都沒有那麼強烈

的感覺。」但林俊耀真實去探訪
淡水的農民、居民，參與他們的生
活，降低攝影機的「侵略性」，也
透過照片，讓更多的人知道在地發
生的事情，「在資訊爆炸的時代，
連懶人包都懶得看了！」林俊耀
說，「大家還是比較喜歡看照片、
視覺的東西。」他把這些照片、故
事，分享到社群媒體上，獲得熱烈
迴響，發揮自身的影響力。
　因為從事傳播工作，發揮影響力
的不只是他，林俊耀之前參加農村
陣線在凱達格蘭大道的抗議活動，真正在現
場接觸到那些受害者，觸動了他的心，他也
遇到蘋果日報攝影主任張良一，縱使工作繁
忙，張良一也從未間斷地關心土地，「張良
一學長以前在淡江念書，會想跟他分享反新
市鎮二期興建的行動」，林俊耀說，「當你
學習的視野在擴大的同時，就會開始思考自
己還能幫忙這塊土地做哪些事情。我也想要

透過我的專長，讓更多人知道這些看不見的
問題。」
　現在投身青年團運動的林俊耀，除了貢獻
自己的資源，更希望聯合學校的社團，走出
校園，深入這塊土地。自稱不善表達，但我
們總是能從他的照片中，聽見更多他想要訴
說的故事。攝影除了是他的眼睛、也是他的
另一張嘴，讓大家看見風景背後的另一片風
景。（文／李又如、攝影／謝佩穎）

世紀顯影－第八屆數位島嶼攝影比賽 優選
用相機紀錄海灣 以行動支持運動

大傳三林俊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