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學習與教學中心於2月17日至3月7
日受理「首次開授與續開遠距教學課
程教材製作補助」申請，須檢附「淡
江大學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作補助申
請表」、「淡江大學遠距教學課程內
容授權同意書」，於7日(五)下午5時
前，由院彙整紙本及Email寄至遠距組
辦理。詳情請至遠距教學發展組首頁
http://deds.learning.tku.edu.tw/「表
格下載」處，參考「淡江大學遠距課
程補助與獎勵規則」，或與承辦人張
峻愷聯絡，分機2164。（遠距組）

優良導師

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惠霖

比較少，一問才發現，原來她在家鄉是吃
甜粽的！於是又趕去買了1大袋的甜粽；原
本以為到了大學不會有老師這麼主動關心
學生，心中的感謝實在難以言喻。」惠霖
回憶當天返回辦公室打開電腦，網路社群
臉書上隨即出現了1篇文章，「老師謝謝
你，這顆甜粽還是熱的呢！」螢幕的另一
端，惠霖滿足的笑了。

送上真切援助 熱忱乍暖同學心
1間小小的研究室，卻放進2張桌子，「這是
我們的約定唷！」榮獲優良導師的資創系助理
教授惠霖（圖左後三）說完便將鑰匙放進學生
手裡，對於這位長期服用藥物的學生，一旦碰
上忘了吃藥，生活作息就會彷彿連鎖反應般打
亂人生；惠霖表示，「我在辦公室內挪出了1
張書桌的空間，並且買了盞檯燈，囑咐他一早
必須到辦公室開燈，這樣就確定他醒了，只要
空堂或是放學過後，他就會來到我的辦公室讀
書，重點是，他能隨時找到給予關懷的人！」
最後，學生成功不再依賴藥物，規律的生活讓
他順利畢業了！這背後最溫暖的推手，始終懷

抱著教育與指導的熱忱不間斷，是惠霖堅持
不改變的信念。
每年伴隨端午佳節到來，想起身處異鄉的
陸生，惠霖準備了許多肉粽及貢丸湯，「他
們雖然無法在家鄉與家人團聚，我希望自己
能帶給他們關懷與溫暖」，憶起當時狀況的
資創三楊一帆說：「老師發現有位女同學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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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詩賽開始徵件

外語學院勸募 清寒學生受惠

蘭 陽

住宿學院成果展發表

域的知識及市場需求的作品，相信這些出版
品會有所助益。吳秋霞表示，有出書需求的
單位、教師皆可向出版中心諮詢、投稿，將
有機會取得資源及共同出版。她也提到，預
計於3月出版書籍《神經經濟學》出版品，而
未來也另會陸續出版世界劇本翻譯如《玩偶
之家》、《日暮途遠》，皆期盼引起讀者的
迴響。
另外，英文系自2004年起與日本早稻田大
學共同開設國際遠距課程，以英語進行跨文
化溝通，探討文化議題。除英文系學生得以
與各國學生進行溝通與意見表達外，每年教
授本課程的教師也在日本及臺灣等地，舉辦
教師座談會，並派兩名學生至新加坡參加學
生論壇等，落實師生與姊妹校之間的交流。
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表示：「由於現代資訊

「淡江世界青年領袖論壇」，也是國際研究
學院102學年度特色計畫之重點活動之一。這
12名專程來的國際學生分別來自於英國牛津
大學、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瑞典隆德大學、
美國佛羅里達工學院、佛羅里達中央大學、
韓國慶熙大學、檀國大學以及日本立命館大
學等。
此外，國際研究學院於報名後，由美洲研
究所副教授柯大衛擔任面試官，以見識、論
文摘要與英語能力等，與報名同學一一進行
面談，並甄選出13名學生發表論文和13名學生
參與討論的代表。本次論壇也將安排論壇學
員拜會政府機關及訪問文化景點，歡迎全校
所有有興趣的師生蒞臨參加。

大傳系為老盟行銷 資傳5生為老人送暖

【記者呂柏賢蘭陽校園報導】
樂「宿」蘭陽，就「宿」愛回
家，蘭陽校園以住宿學院為核心之一，不
【記者陳安家、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大傳
場，紀慧君表示，「學習知識可以不用關在
管校園與宿舍始終強調著一個「家」的溫馨氛
系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開設的＜社會行銷
教室 裡，能夠從上課中所學到的知識去實踐
圍。為精進住宿學院特色，蘭陽校園於102學
與實作＞課，與老人福利推動聯盟（老盟）
以幫助社會中的弱勢族群是非常讓人動容的
年度開始加強推廣住宿學院特色，不僅增設
合作「營造失智症友善環境與弱勢老人圓夢
事。」47位同學的活動企劃案由3位評審老師
「開心廚房」實用空間供同學使用，另外也舉
募款行動計劃」，於10日舉辦行銷企劃案發表
選出特優、優等及佳作，並頒發獎狀鼓勵，
辦住宿學院主題活動，活動結合教學卓越計
會，授課老師馬雨沛邀請老盟秘書長吳玉琴、
獲得特優獎的大傳三黃雙雙表示，「能夠用
畫、品德教育、晨曦攝影比賽、「蘭陽日」服
典藏文創總監趙瑜玲及戰國策顧問公司副總陳
所學去為老人行銷，並幫助他們做活動企
儀好禮、綠化植栽認養等，要讓師生在參與的
景寧擔任評審，大傳系系主任紀慧君也蒞臨現
劃，我覺得很值得，也學習很多經驗。」
過程中更認識彼此進而聯絡感情。
另外，資傳系畢業製作組別中，由資傳四
活動於2日在多元學習角CL501舉辦分享會
郭俊佑、王詠樂、蔡孟樵、高嘉謙和林建妤
頒獎典禮，靜態展示則至2月21日，內容展出
組成的「原位青春」受到影片「不老騎士」
同學們的參賽作品與活動合影，主辦單位還利
啟發，於3日前往華山基金會探訪老人，除了
用縮時攝影技術紀錄活動內容，在歲末年終讓
幫忙送民眾捐贈的冬被、保暖衣物等物資，
同學們能一同回顧。校園主任林志鴻於開幕致
更以實際行動關懷老人，陪基金會中的爺爺
詞時表示，肯定大家在課外活動的表現，期許
奶奶聊天，同時也上網替華山基金會宣傳需
新的一年會有更優異的發展。獲得綠化植栽認
要志工幫忙送年菜等協助。王詠樂表示，那
養活動第一名的政經一蔡佳珊表示，「參與這
由黃雙雙、張祈、陳韋辰及陳歆獲得特優作品，
些老人家就如同自己的親爺爺奶奶，聽了他
個活動才讓我更了解，植栽對於校園美化的重 與大傳系主任紀慧君（右）、老盟秘書長吳玉琴
們的過往與現在自立的生活，心裡有許多感
要性，活動過程可以訓練自己更加細心，在校 （左二）及典藏文創總監趙瑜玲（左一）合影。
動，也更鼓舞我們持續努力。
園中的植栽加上飾品也挺有趣的。」
（圖／鄭亦茹提供）

從服務走向領導崗位 肩負傳愛使命
【記者呂柏賢專訪】「老師老師，這個我不會，你可以
教我嗎？」臺下，一顆顆懵懂的小腦袋正機關槍式的發
問，面對各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小問題，她仍舊耐心回應。
她總是這樣告訴自己，「即使只是做了一點點，但卻可以
悄悄地影響全世界。」在服務的路程上學習且享受生命，
她是中文四傅聖鈞，3年來不間斷的服務熱誠，從國內出
發，服務偏鄉小學，遠至千里外的柬埔寨擔任國際志工，
並於去年獲得由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舉辦「第21屆傑
青獎」全國大專院校十大服務性社團領袖。
老師的關懷種下服務的種子
高中時，家中正逢親人過世，導致傅聖鈞在高三考大學
的過程中備受挑戰與辛苦，而當時的困境卻不讓她感到孤
單害怕，「你要相信自己很有能耐。」高中老師的鼓勵不
僅帶領她度過重重難關，也在心中悄悄地埋下一顆傳遞更
多愛心的種子。升上大學，面對琳琅滿目的社團，大多人
都選擇了玩樂性質的社團，然而傅聖鈞卻不假思索地選擇
了具有服務性質「種子課輔社」，面對踏入服務性社團的
原因，她毫無猶豫的回答道，「我想當老師，然後幫助更
多需要幫助的人。」這樣的一個抉擇，也正式開啟了她服
務生涯的里程碑，讓這顆種子得以萌芽。
上大學的第一個寒假傅聖鈞沒閒著，隨著團隊去了臺南
層林國小，這是她第一次服務的國小，也是她始終掛念的
一塊土壤，歷經5天的課輔營隊，讓她體會到這群孩子在
學習上的難處與無助，她語重心長地說:「這不僅是城鄉
距離所帶來的差距，甚至多半是隔代教養以及單親家庭等
因素，使得孩子們的自信心明顯不足。」

利用休息時間充電與持續補充課程經驗 累積輔導知識
傅聖鈞勤於耕耘入鄉服務這塊園地，灌溉一顆種子發芽
的過程並不容易，剛開始踢了不少次鐵板，孩子們的失控
表現令她頭大，對於1位「新手教師」來說，自己能力的
不足，更是令她害怕，「我們總是怕自己準備的不夠多，
每次去服務的時間有限，我們還能帶給他們什麼？」對於
教案計畫，小隊經營等教學技巧毫無經驗的傅聖鈞告訴自
己要做好更萬全的準備。利用著「休耕」的日子，到處尋
找肥料，回到種子課輔課程中，經由籌備不同主題的教案
與處理突發狀況的經驗，漸漸成為了輔導歷練，傅聖鈞已
經不是那位手忙腳亂的生手，她只想著要如何在孩子們的
心中深耕這顆教育的種子。
輔導地點不設限 前往柬埔寨服務
她認為教育服務的熱忱不該畫地自限，大二那年她將服
務種子裝上翅膀，飄洋過海加入柬埔寨國際志工行列，以
團員的身份在當地蓮花佛院進行華語文教學。傅聖鈞回憶
起22天的服務過程，眼神不經意又亮了起來，「我會好好
的用功學中文，希望下次再來的時候要當你的翻譯！」一
句來自柬埔寨孩子的話，已默默地停格在她的心中，傅聖
鈞感動地說，「這句話成為服務生涯中永遠的畫面，因為
別人有需要，更能看見自己責任的重要。」這趟旅程讓傅
聖鈞深刻體會知足與惜福，也讓她更確信自己的責任，在
別人需要她時，給予一個溫暖的幫助。
如何體會服務與被服務者 在於先改變自己
人永遠是旅途中最掛念的風景。隔年，傅聖鈞披上隊長
的戰袍，帶領國際服務團隊到柬埔寨當地的佛院服務。而
這趟旅程對她來說又是一次突破，不僅是如何將知識帶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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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太系校友黃尹昇、趙偉健，以及
日文系校友林芳均創立玩笑娛樂工作
室，打造真人實境遊戲「迴異路首部
曲－重置」，以身歷其境的空間，讓
人感受電影<飢餓遊戲>中生存實境的
緊張刺激感！活動於近日在信義區舉
辦；多元層次的機關搭配燈光、音效
等營造懸疑緊湊的故事節奏。黃尹昇
表示：「故事乃為原創，經過研究小
組多方假想、親身體驗改進，想讓參
與者有親臨現場的感受。另外，除了
體驗活動，團體合作增加默契更能達
到成就感。」(文/洪予揚)

微光詩社徵稿 單車行報名

科技的蓬勃發展，國際遠距教學已經改變今日
的教學模式，學習不再侷限於教室裡，讓學習
者可以學習不同國家的語言和文化。」蔡振
興和講師雷凱與日本早稻田大學遠距教學中
心之研究成果發表集結出版《語言、文化與
資訊科技（Language, Culture,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一書，由「教學卓越計畫」補
助出版。探討語言、文化以及資訊科技在教學
上的應用，蔡振興表示：「這是坊間第一本以
遠距教學實例為主的遠距教學教科書，不但奠
定本校國際遠距教學的基礎，而且也可以深化
和日本早稻田大學遠距課程中心之間的合作關
係，期待樹立未來跨國遠距教學的合作模式和
舉辦跨國遠距教教學會議的潛力。」

世界青年領袖論壇20日開始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事
務處與國際研究學院，將於20、21日在商管大
樓B302A舉辦「淡江世界青年領袖論壇」。此
次論壇主題為「世界之前景（The Prospects of
the World）」，議題包括世界和平、民主、治
理、經濟、生態與文化等問題，主要為增進本
校優秀學生的國際視野和英語能力，並加強與
姐妹校的互動與合作。
國際事務副校長暨國際研究學院院長戴萬欽
表示：「本校過去曾經邀請牛津大學、莫斯科
大學等名校及姊妹校學生來校參加世界問題研
習營，但今年採創新作法，重視學生以短論文
評析世界的前景，更加重視同學的發表能力和
主見。」

3校友創立真人實境解謎遊戲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微光現代詩社
與驚聲古典詩社的「古今中外」以「夏天」意
象為題徵件至19日止。微光詩社社長中文二許
雅筑表示，透過展覽將詩結合日常生活，讓更
多人看見詩的不同樣貌。歡迎寫詩高手踴躍
投稿，詳情請上社群網站Facebook「淡江大學
微光現代詩社」查詢。（網址：https://www.
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5528209
64806516&id=161264813962135）
課外組主辦「騎動臺灣」，將於3月底有10
天9夜讓你完成單車環島夢想。凡年滿18歲且
無不良嗜好皆可報名，至額滿止，詳情請見
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
tw/），或洽課外組許晏琦，校內分機2220。
英文四張馨方（由左至右）、公行
三吳碩頻以及運管系校友張語羚，
期待即將開始的旅程。（攝影／吳佩
穎、徐晧 ）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第四屆蔣國樑
【記者陳騫靜淡水校園報
先生古典詩創作獎為延續詩人蔣國樑致力於古
導
】出版中心本學期出版
典詩創作及推廣精神，希望藉由競賽方式獎勵
《農村策略場》、《建築
青年學子從事古典詩創作，以促進傳統文化發
的理由 : 成長於變遷中
展及宣揚古典詩歌之美感。投稿收件日期為2
的文化理解》、《清水
月17日起至3月14日止。此次徵選題目為：詠
物四首(可自選所詠之物，可一物四詠或分詠
英文系出版《語言、 磚外牆的永續設計》、
四物)。體裁須為七言絕句，限平聲韻且須符 文 化 與 資 訊 科 技 》 一《 大 道 公 點 龍 睛 》 、
合格律。前3名將致贈獎牌1面及獎金1萬元、 書 。 （ 圖 ／ 英 文 系 提《 戰 略 安 全 理 論 建 構 與
政策研析》、《Managing
6千元、4千元。另視稿件質量選取佳作若干 供）
Regional
Security
Agenda》及《旅時》7本書
名，亦致贈獎牌及獎金2千元。詳細資料可上
籍。出版中心主任邱炯友表示，為擴展出版社
中文系網頁(http://www.tacx.tku.edu.tw/news/
功能，本學期積極接洽有意出書的校內單位，
news.php)查詢。歡迎大家踴躍投稿！
在出版中心經理吳秋霞協助引導、審稿及企劃
製作，期待能出版更貼近市場需求的作品。
邱炯友提到，出版中心除了發揮大學出版社
的價值，更期待能支援教學，開發符合學術領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於
去年12月進行「加倍奉還勵學扶助計畫勸募
方案」，截至3日止，共計募得近新臺幣40萬
元。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表示：「感謝外語學
院各系系友，下學期共計有15位學生受惠，以
日文系與法文系最多，各有5名，其次是西語
系3名；募款將持續進行辦理，歡迎校友踴躍
捐款。」 此扶助方案以幫助清貧及急難救助
為目的，希望幫助學生度過難關。扶助款每月
發放以2千元為單位，每次補助單學期，每人
至多申請2學期，而申請條件除了須撰寫申請
事由及附上導師推薦信外，學業科目須全數及
格。經由審查會檢核通過後、予以發放，審查
會由各系主任與1到2位專任教師共同參與，預
計於下學期開學前2週開始申請，欲申請的學
生可至各系系辦洽詢。

惠霖說，「若問我什麼是教學精神，肯定是
以身作則的表現。」明明是1人的研究室，總
是擠進3、5位學生，在那張特別放置的桌子前
學習著，看著一旁用心備課的老師，讓學生們
更加有動力，而且，身旁有無時無刻替自己著
想的老師在，惠霖的熱忱早已深刻烙印在同學
的內心了。（文/蘇靖雅、圖/惠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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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務的旅行 淡江人與世界接軌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淡江人走出校
園，接軌全世界。日前，公行三吳碩頻、英文
四張馨方，以及運管系校友張語羚參加由世界
公民文化協會舉辦的「第三屆世界公民島：有
任務的旅行」比賽，從近4百位旅行家中脫穎
而出，拿到走出臺灣的機票。世界公民島是藉
由130位世界嚮導對於未來臺灣將面臨的重大
議題，提出國家任務，並甄選臺灣青年進行
「有任務的旅行」。
對3位而言，她們不只走出校園，與全臺灣
青年彼此交流外，更重要的是自我成長，尤其
「改變閱聽習慣。」即將前往瑞典斯德哥爾摩
的張馨方表示，該活動規定每位旅行家需寫6
個國家的任務計畫，讓她的蒐集資料能力大幅

提升，甚至使她更進一步了解該任務與家鄉雲
林縣的連結，如外籍配偶、布袋戲等不同領
域。對於教育方面有興趣的吳碩頻提到，從一
開始參賽到獲選為瑞典林雪平的旅行家期間，
最大困難莫過於撰寫計畫書的時間壓力。為使
計畫書內容更加完備，她利用課餘時間，關注
平時不常接觸的公視電視、遠見雜誌的專題報
導等，進而涉獵相關資訊。
任務國家為越南河內的運管系校友張語羚
說道：「因為積極地想為自己做點什麼、想
看到更多不一樣的世界，因此選擇參與世界公
民島。」她也鼓勵學弟妹，「離開五虎崗，走
出淡水，讓視界更寬廣。參加下一屆世界公民
島，會是躍進世界的契機。」

游錫堃籲 農村翻轉革命

【記者趙巧婷淡
水校園報導】未來
所於7日在「弱勢
團體與社會福利」
課程中，邀請到前
前行政院長游錫堃受邀
蒞校演講。（攝影／余浩 行政院長游錫堃以
「翻轉革命！種出
鉻）
新生命」為主題，提倡透過有機農業，呼籲
大家重視節能減碳與環境保護。未來所助理
教授陳建甫表示，課程中有部分是在談農村
發展的問題及了解農民的想法，游錫堃對此
有深入的了解，因此邀請他與同學們分享看

法。游錫堃說：「有機生活的開始，就是需
先從有機農業切入，期許臺灣能成為東南亞
地區第一個有機國」，有機農業不會有農藥
殘留的問題達到國民健康，並可復興農業與
提高國家安全。游錫堃也以宜蘭綠建築與電
影《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為例，提倡
有機農業、呼籲生態和環保。日文三李佳穎
表示，我來自屏東，總覺得農民們的辛苦和
得到的收獲往往不成正比。而前行政院長游
錫堃所提出的政策方針相當不錯，臺灣農業
可朝有機農業發展、找到發展的定位點。

第21屆傑青獎大專院校十大服務性社團領袖
傅聖鈞

給孩子們，也學到了身為1個「領導者」的震撼教育。隨著身份
的轉變，看待事物的角度也隨之變換，她強調，「在任何團隊
中，默契與向心力都很重要，沒有人是全能的，唯有『我們』
一同的合作才能使團隊在服務時更加順利。」對於傅聖鈞來
說，不一樣的性格與專長，就如同不同大小的齒輪，互相契合
才能一起帶動整個團隊，讓運作更加流暢。
在服務過程中，柬埔寨孩子們的反饋也讓傅聖鈞有更深層的
反思，「每個人都想改變世界，但我們卻忘了先改變自己。」
她笑著說，我們的確很努力想要教導小朋友，但卻忘了雙方的
文化習慣、環境限制等因素根本不一樣，「柬埔寨當地資源匱
乏，3餐都成問題了，如果還安排食物營養的課程，那會是不切
實際的幫助吧！」因此必須先切換角色，將自己變成被服務對
象的角色，才能真正了解對方的需求。

繼續在服務的道路上 傳遞愛心種子
社團領袖傑青獎的誕生其實充滿戲劇性，是傅聖鈞在服務的
過程中從沒料想到的結果，起初也只是學校老師的1句鼓勵，就
參加了甄選，姑且一試，也證明了她的實力，從團員做起，對
於服務事項一向親力親為，大大小小的課輔團隊籌畫人，甚至
是服務團隊隊長，如今傅聖鈞已熟稔各種活動的需要， 過程中
每次的突發狀況，都成為她的歷練，準備傑青獎的備審資料，
也成為傅聖鈞服務生涯中，1本重要的回憶錄。她相信，凡走
過必留下痕跡，只要願意踏出去服務，那怕只是一小步，一定
都能對社會有所幫助。歷經1次又1次的服務旅程，傅聖鈞總是
被人問起「那你得到了什麼？」她反倒說：「服務其實沒有目
的，當你有能力去做服務的時候，為什麼不做呢？」1個簡單的
概念和毫無保留的心，讓已經大四的她想著如何在未來的道路

中文四傅聖鈞在報名傑青獎的過程中，努力準備
備審資料，這也成為她自己的旅行服務回憶錄。
（攝影／余浩鉻）
上繼續傳遞這顆「愛心種子」，而服務和教育對傅聖鈞
來說，就像是日常生活般在發生著，可以讓貧瘠的土壤
開出燦爛且美麗的花朵，傅聖鈞願意做1位無所求的耕
者，在這人生的旅途上，看著種子成長茁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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