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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學校教師第二專長班即日起開
始報名囉！由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分
別開設國文、英文、數學、公民及社
會，共5科學分班，上課時間自3月8
日起每週六、日上午9點至下午5點，
歡迎中等學校及特殊教育中等學校之
在職校長、專任教師與代理、代課或
兼任在職教師以通訊方式報名，每班
50人，額滿為止，詳情請上成教部
網站下載簡章（http://www.dce.tku.
edu.tw/index.jsp）。（資料來源／成
教部、整理／蔡昀儒）

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雷凱

引導式教學 重視學生獨立思考
「教英文不應只有單方面教授，而是讓學
生如何獨立思考學英文並應用於生活上。」
獲得「101學年度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的英
文系講師雷凱用著一口可愛的腔調卻十分標準
的中文堅定地說。提起教導學生的過程，他認
為strategy（策略）、culture and language（文
化和語言）及experience（經驗）是教學裡的
3個要點。引導比制式的教學來得更有效，除
了講課，他會經常與學生分享旅行經驗，「因
為自己是美國人，來到臺灣更能深刻體會文

化的不同，常常和學生討
論，我們都覺得很有趣
呢！」同時，雷凱提
到美國和臺灣教育
的不同在於學生
和老師的位置，
美國以學生為中
心，而臺灣則以老
師為中心。這樣的背
景，讓他更著重學生的獨
立思考，他認為「在大學
教書和高中不同，最大的
責任不是教英文而是如何找到自己喜歡的英
文。」英文三黃宇柔說：「老師循序漸進的
引導，讓學英文變得更容易。」

雷凱除了看英文小說外，平時也專注於閱讀
中文小說，令人意外的是雷凱喜歡有注音符號
的中文對照書，他興奮地分享有一次看見朋友
教小孩子注音，覺得注音符號長得有趣、念法
也讓發音更清楚，重要的是「注音讓我更接近
臺灣文化，而這並非只指肉眼看得見的，而是
種deep culture。」他表示腦子裡的想法、觀念
等，是了解深層文化與學習語言的重點。
這些年在臺灣教書的日子，當學生因進步而
散發笑容是雷凱印象深刻且最珍惜的；「畢業
後，學生回來找我，都讓我很感動。」他對這
份工作的熱情及喜愛表露無疑。最後，他鼓勵
學生多閱讀，找到自己喜歡的類型、不斷地閱
讀，「never give up, never stop!」（文、攝影
／洪予揚）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開拓學習領域 體驗社會服務
文／盧逸峰、羅廣群

採訪、整理報導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的28門課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
程中，共有27位教師和1305名學生參與，此類課程是各
院、系整合其專業領域的知能，協助學生應用課堂所學，
以增進反思能力、欣賞多元差異等，進而了解社會議題和
培養公民能力。因此課程主題包羅萬象：生態與環保、兒
童文學、社區營造、服務行銷管理、長期照護與保險等。
授課對象為大二至研究所的學生，透過專業知識和服務的
連結並實踐，能更深刻體認自我價值及社會責任。基此，
本報整理101、102學年度共7門課程服務之成果，一同共
享服務學習帶來的收穫。

編撰童書繪本
贈與偏鄉孩童

索人際關係，來增進身心靈健康發展，希望能激發潛能與
建立積極的人生觀，以應用於觀光產業中策展、會展旅遊
等活動實務。因此，與方舟生命教育基金會合作，以環境
調查、實地訪談來瞭解宜蘭地區弱勢家庭兒童遊憩與健康
促進需求評估後進行個人或團體戲劇呈現。

課程概要

土木系助理教授蔡明修於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的＜物業
管理＞課程，讓學生了解物業管理的定義和價值外，還說
明建物營運維護階段的重要性，並且納入室內空氣品質的
規範、量測步驟、改善方式等相關資訊，以及健康居家環
境評估表，讓學生能學習到相關知識，且藉由校外服務學
習的實務體驗，以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
學生分組前往淡江周邊社區，對於有意願的住戶進行室
內空氣品質、電磁波量測數據及健康居家環境評量等服
務，接著根據住戶居家空間的量測結果，製作空氣品質量
測書面報告書，說明住戶健康居住環境評測結果，以提供
住戶量測空氣品質量測數據與污染改善建議。在校外服務
前，會進行校內操演：儀器操作演練和數字計時器的團康
活動、告知服務重點等，讓學生增加服務信心。
土木四黃楷翔表示，在這堂課中不僅吸收相關知識，還
能應用課堂所學服務鄰里，「這種服務有說不出的成就
感，還能幫社區民眾建置美好的居住環境。」

課程概要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由中文系開設的＜兒童文學＞課
程中，除讓學生了解兒童文學定義、分類、選讀兒童文學
代表作品外，並引導學生應用課程所學，由學生撰寫導讀
和設計之童話書與繪本後，與皮皮與丹丹出版社合作出版
作品，贈送偏鄉地區、國小圖書館，更在暑假時間將作品
送到柬埔寨，讓該國孩童也能在童話繪本中領略文學與藝
術的美感，以提升學習興趣。助理教授鄭柏彥表示，服務
學習課程立意極佳，「這次學生的童書繪本成果寄送180
所偏鄉國小與30所教育慈善機構，此舉雖不能明顯改善城
鄉教育落差現況，但可在學生心中種下關心他人的種籽，
期待能再發芽茁壯。」

●學生反思心得
參與2百所弱勢機構贈書服務的資管系校友洪千容認
為，在製作童詩的過程中，彷彿又回憶起孩童時光，天真
單純的感覺；中文系校友黃宛真擔任《蛋捲童詩集I》主
編並表示，在編輯過程中會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但大家會
在過程中成長。西語四藍毓晴提到，與原先認知的「服
務」不同，從面對面直接接觸，提升到專業服務，把自己
童詩創作分享給有需要的孩童，藉此豐富他們的學習內
容，是件很快樂的事情。

休閒遊憩實作
為弱勢童戲劇演出
課程概要

數位學習實作
導覽蝴蝶之美

課程概要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的＜數位學習導入與經營＞，
教科系教授張瓊穗以專案導向的教學方式，讓學生結合教
科系之專業技能，且學習與校外機構合作，製作多媒體教
材成品。課程與臺灣蝴蝶保育學會合作，以北區的7個蝴
蝶步道的導覽志工服務過程作為影片腳本拍攝題材，並
協助製作該會志工服務推廣影片。透過本課程讓學生了解
服務的方式不受限制，不但可將自身所學應用於實際專案
中，也能夠增加其自信心與經驗，並可從中體會服務學習
意涵。

教科三李怡玲表示，從實地走訪軍艦岩蝴蝶步道、採訪
志工服務情形後，了解到生活中不起眼的物件都有可能是
蝴蝶的卵，感到生命的可貴。而教科三劉皓怡指出，這是
個難忘經驗並學以致用，「尤其是登上軍艦岩看到不一樣
風景，頓時覺得大自然的奧妙真是太神奇了。」

保險系學生前往臺灣失智症協會瑞智互助家庭，提
供需要民眾長期照護保險商品的諮詢。（圖／保險系
提供）

課程概要
保險系助理教授曾妙慧於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的＜長期
照護與保險＞課程，讓學生學習長期照護理論發展、服
務內容，以及財務安排，讓學生在諮詢服務過程中除能
發掘消費者保險需求外，還能將不同的需求項目轉化為
保險商品設計，提供長期照護商品改善建議。本課程先
以專題演講、分組報告、參訪長期照護機構和長期照護
保險諮詢實況演練等方式作為出訪前的準備，並與社團
法人臺灣失智症協會合作，分組輪流至臺灣失智症協會
瑞智互助家庭提供需要民眾長期照護保險商品的諮詢，
針對每個諮詢個案的諮詢內容作成詳細紀錄。藉由以上
教學策略，讓學生擴充長期照護保險商品的橫向知識。

護理實務身體力行
助「老人防跌」宣導
課程概要
一般人對護理課的印象不外是閱讀教材和看影片，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中所開設的＜護理（一）＞中，是以高
齡者為主題，課堂上說明高齡者之生活環境需求、了解
高齡者之居家安全和常見的事故傷害與預防等內容，並
由學生組成服務團隊，前往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新北市淡水社區愛心天使站、各社區中協助進行「老
人防跌」的衛教活動，日前在水碓活動中心進行服務
時，獲得地方媒體紅樹林頻道報導。

●學生反思心得
日文二李雅儒表示，一開始覺得跌倒是很單純的主題，
但經過課堂介紹後了解防止老人跌倒的重要性，「衛教課
程除有保健常識外，並協助老人做伸展操和抬腿動作，也
讓我們更重視居家安全。」日文二陳宣羽認為，看到爺爺
奶奶專注聽講的神情，及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很感動。

學校的成長與成功，希望大家能夠將這2天所
學習到的精神及理念帶回自己生活中實際運
用。」廖炳煌不斷跟學員強調：「如果想要真
正的成長，就要挑戰你能力的極限，但你會暫
時失去安全感，當你不能確定自己在做什麼，
至少你要知道自己正在成長。」
俄文一林郁翔是首位勇敢挑戰爬上18米樹
木，並在高空處成功躍向距離2米遠的鞦韆，
他分享：「與平常競爭時會想擠進前幾名的心
態不同，這次卻是在挑戰自我的極限、真正為
了眼前的目標而挑戰，完全按照自己的節奏在
靠近目標，並非為成績或是獎學金而努力。」

國際禮儀課程中，邱榮男親自示範如何正確
互動。（圖／歐研所提供）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歐研所於上
月20日至22日舉辦「第六屆歐洲聯盟冬季研習
班」與「第三屆俄羅斯冬季研習班」，吸引國
內大專校院共100位學生一同認識歐、俄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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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版畫收藏展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的＜社區營造服務＞課程，建築系助
理教授劉欣蓉依照近年社區總體營造的目標，鼓勵大家參與
公共事務，特別是在實質環境改造中，透過專業技術協助，
引導社區民眾切入環境議題，共同改善環境品質與重建社區
意識的目的。因此在本堂課程中，讓學生了解社區營造的觀
念、從實際案例認識社區營造精神之外，進一步與新北市城
鄉局、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淡水區公所等單位合作，帶領
學生進入真實社區，和民眾一起來營造社區，如猴硐國小生
態教育園區改造實作、林口高中旁野步森林環境維護暨生態
教育工作坊、三貂嶺河上游手工皂聚落營造行動、健康城市
中的學童通學路規劃設計、農村社區綠美化、社區活動中心
的節能減碳設計等，以分組方式進行實際服務工作，希望進
一步培養學生成為社區規劃師。

102學年第2學期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
科系
中文系
資圖系
資傳系
資傳系
數學系
物理系
化學系
土木系
水環系
化材系
機電系
資工系
會計系
運管系
管科所
日文系
歐研所
亞洲所
通核中心
通核中心
通核中心
資創系
觀光系
語言系
政經系
軍訓室
軍訓室
軍訓室
體育室
體育室
體育室

課程名稱
兒童文學
圖書館實習（一）
說故事與腳本企劃
創意數位媒體實務（二）
社區基礎數學服務教育
自然科學服務教育
社區基礎科學服務教育
管理學
固體廢棄物
精密分離概念
光機電工程導論
無線網路與個人行動通訊
報稅輔導與服務
交通運輸問題改善實作
策略管理
日語會話（四）
俄羅斯聯邦憲政體制研究
東亞經濟整合與日本專題研究
森林生態與樹木保護
生態社區建構
社團服務學習
資料庫系統
旅館管家
英語教學實習
政治發展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
護理（一）
男、 女生體育
專業知能服務-跆拳道
男、 女生體育
專業知能服務-桌球
男、 女生體育
專業知能服務-羽球

授課教師
鄭柏彥
宋雪芳
楊智明
賴惠如
李武炎
鄭振益
謝仁傑
范素玲
高思懷
吳容銘
吳乾埼
陳瑞發
單珮玲
陳菀蕙
牛涵錚
李文茹
崔琳
任耀庭
蕭文偉
盧耀欽
李美蘭
張峯誠
董逸帆
謝顥音
鄭欽模
張傑
朱玨茹
鄭惠文
王元聖
胡志鋒
蔡慧敏

（資料來源：學務處提供）

張校長在致詞時提到，五育中的群育是相當
重要的，而參與社團活動培養團隊精神正是培
養群育的方法，她也認同服務學習是相當有意
義的活動，並希望服務性質的活動能夠踴躍辦
理，將愛傳達出去。張校長也勉勵各服務員保
重身體，在進行活動時，心中也要充滿熱情，
更祝福各服務隊的活動能順利圓滿。」

學思知行營 林火旺：品德是無形財富

學員教科四江雨壎為等下的高空鋼索活動感
到興奮與緊張。（攝影／蘇靖雅）

文化」的專業。在分組課程，則安排ELLE國
際中文版總編輯盧淑芬介紹歐洲精品與時尚、
匈牙利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雷文德（Levente
SZÉKELY）以英文演講中東歐國家與歐盟的
參與、歐研所俄研組教授馬良文談俄羅斯與歐
亞共同體等歐洲與俄羅斯各個面向。
產經三鄭詩翰提道，「歐洲酒文化」課程，
講師不只講酒的知識，還現場帶領大家品酒，
讓我得以零距離認識歐洲風情。臺灣海洋大學
電機三鐘崇嘉說道：「參加俄羅斯課程後，讓
我對於該國各方面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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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寒假服務隊授
旗典禮於上月20日在學生活動中心盛大登場，
除了中文歷史聯合服務隊與日文系服務隊因已
出隊無法參加外，其餘共24支服務隊皆踴躍參
與，除規劃校長張家宜，親自授予每支服務隊
隊長校旗外，更安排泰國志工服務隊進行帶動
跳表演，將活力與熱情感染在場的每一個人。

歐研所冬季研習 體驗歐洲零距離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致詞說：「歐研所近
年舉辦此活動，對於臺灣學界可稱之為社區服
務，讓更多學子藉此了解歐洲相關資訊。」歐
研所所長郭秋慶表示，活動分歐盟組與俄羅斯
組，並首次於冬季舉辦。主題有別以往經濟等
面向，分為「歐盟與歐洲國家的人文與社會」
與「俄羅斯與歐亞世界」，課程設計結合軟、
硬性類型呈現歐洲文化特色。
其中共同課程邀請前駐法國代表處代表邱榮
男與臺灣青年談國際禮儀，以及臺灣觀光學院
餐旅管理系助理教授魏道駿分享其在「歐洲酒

█淡水

活動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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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領導統御營 訓練冒險與挑戰精神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學教中心及教
育學院於上月18、19日舉辦「2014菁英學生課
外活動發展－領導統御營」，先後在淡水校園
及桃園龍潭渴望基地進行，臺灣外展教育發展
基金會執行長、國貿系（現為國企系）校友廖
炳煌擔任講師，共有70名學生踴躍參與 。
活動第一天為平面的團隊訓練，包含「交通
堵塞」項目，透過組員分工進行訊息傳達並拚
湊出積木成品。第二天踏上高空鋼索進行活
動，以探索式教育帶領同學。榮譽學程指導老
師黃文智表示：「跨出去的每一步在人生當中
都是很重要的記憶點，同學們的成就，也就是

第十六屆臺北電影節主視覺設計徵
選設計「蝴蝶」為主題的設計作品，
在500件作品中，經過初選後入取5件
作品，其中資傳三陳冠群以「構築」
為發想概念，一隻構築中的蝴蝶，如
縝密的架構建立起完整的體系，審視
其內在的支點、支架、剖面，設計出
視覺感極佳的作品。他表示走設計是
很辛苦的一條路，每個人對於美的定
義都是主觀的，這次很開心能被評審
雀屏中選，希望3月最終名次出來，
會有不錯的成績，幫自己也幫淡江資
傳系發聲。(文／呂柏賢)

課程概要

保險四施景文在參訪長期照護機構後認為，互助家庭的
建築物都有無障礙設施，以提供失智老人安全的生活，從
中也了解到養護中心的營運重點以及保險存在的價值，可
提早規劃讓老年生活更好。

臺灣蝴蝶保育學會導覽志工為學生導覽蝴蝶之
美，學生紀錄導覽過程。（圖／教科系提供）

陳冠群 入選臺北電影節主視覺設計

社區營造服務課
走訪社區改造實作

●學生反思心得

●學生反思心得

觀光系於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的＜休閒遊憩概論＞課程
中，觀光系助理教授陳維立除讓學生了解休閒與遊憩之本
質內涵和發展外，說明休閒遊憩活動可紓解壓力，對於個
人、家庭、社會及經濟等層面均有重要的價值，因此融入
戲劇治療知能項目，透過肢體語言、劇場藝術活動等來探

保險知識學以致用
提供長期照護保險諮詢

應用物業管理實務
量測社區空氣品質

●學生反思心得
圖為中文系<兒童文學>課程，學生共同編撰
童話書及繪本。（攝影／鄧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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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上月23日學務處主辦的「學思知
行營」在蘭陽校園圓滿落幕，本次營隊以「品
德」為主題，設計3天品德思辨活動，整場活
動激起學生心中的品德火花，將正面心得與
回饋反應在問卷中。本次邀請臺灣大學哲學
所教授林火旺與50位參與者分享「為生命找道
理」、「通往幸福之路」主題，並以「活出自
己，創造自我價值，品德是最持久穩定的無形
財富」等內容與大家共勉。
在「思辨咖啡屋」活動中，以容忍、尊重、
感恩、正義、自制、自主、友情以及愛情8
大品德主題，由臺灣大學哲學所研究生帶領
討論，其中電機四林智韜以「我們可以持續
思考」回饋獲得滿堂彩。最有趣的「團隊合
作」項目中，各組以抽取題目表演「人生大
舞台」；更將8大品德融入「擁抱大地」遊戲
中，大家玩得不亦樂乎；最後在「開心廚房」

中，彼此交換食材、料理晚餐，分享動手做的
樂趣。

機電系友回娘家

【本報訊】機電系於上月11日在西堤飯店召
開系友大會，會中除通過系友會組織章程外，
並選出第1屆理、監事。系主任楊龍杰說道：
「本系系友會以凝聚系友情誼，表揚傑出系
友，獎助本系優秀清寒在學學生為宗旨。本次
大會除第一屆到第三十九屆畢業之大學部系友
參加外，本系多位退休教授也參與盛會。」
第三屆畢業系友賴正謨表示，「成立系友會
希望能凝聚歷屆系友對母校的向心力，能夠幫
助系上的發展及照顧學弟妹們學業、生活與畢
業出路，系友會組織成員希望有老、中、青三
代組織一個大家庭，今天就像回娘家一樣。」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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