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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新聞萬花筒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2 日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
積極擴展學習空間  深化推動社會關懷

英語特區 10 日開放登記
　英文系的「英語特區」自 10 日起開放登
記，將有 30 位助教輪流為同學進行一對一
輔導，提供相關英文學習問題。（本報訊）

10 國學生來校世界青年領袖論壇
　 國 際 處 在 驚 聲 國 際 會 議 廳 舉 辦「2015
淡江世界青年領袖論壇」，主題為「The 
Major Issues Facing the World」。（本報訊）

榮退同仁歡送茶會
　人力資源處於 1 月 13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辦「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榮退同仁歡送
茶會」，本次退休有 18 位同仁。（李昱萱）

環境總體營造
與居民攜手

課程概要
　建築系助理教授劉欣蓉於 103 學年度第一學
期開設的「社區營造服務」，帶領學生走入社
區，鼓勵民眾一同營造社區。
　課程依循社區總體營造目標，學生透過民眾
參與的互動過程，共同達成改善環境品質與重
建社區意識，更期待在服務過程中，進一步培
養學生成為社區規劃師。
　本學期以分組進行包括「陽明山美軍眷舍測
繪」─測繪並紀錄美軍宿舍現況以供修復用；
「當代漂泊協會街友訪調」─訪問台北車站周
圍街友生活狀態，盼透過訪調了解街友的需求
建立資料，協助街友得到更適當的社會資源；
「南機場整宅模型協助」─建置南機場公寓基
地模型，讓居民與政府間有充分的溝通與交
流，藉以協助歷史文化的保存。

●學生反思心得
　建築五許可表示，雖然目前的能力只是以測
繪方式，圖面紀錄這些古舊空間，但能以這些
微小的力量累積起來，相信也能對整個美軍眷
舍的保留提供協助。
　建築五林斟文表示，起初報名參加只是因為
需要學分，深入了解南機場社區後，才發現整

個課程有多嚴謹、多麼有意義，很感激有此機
會為社會角落貢獻一己之力。

日語導覽古蹟
再現文化魅力

課程概要
　日文系助理教授李文茹於 103 學年度第一學
期的「日語會話（四）」課程，透過與財團法
人淡水文化基金會、新北市立古蹟博物館等在
地文化團體合作，讓學生至淡水紅毛城、淡水
文化園區—殼牌倉庫等地進行日語導覽實習，
藉擔任導覽志工累積日語導覽實務經驗，增進
學生運用日語專業以學習在地文化產業經營與
發展。
　導覽實習前，安排導覽員講解歷史古蹟的
相關文化知識、培訓學生具魅力的導覽解說
技巧。透過此實習場域，不僅練習日語會話、
翻譯展場導覽簡介，將所學學以致用，更在維
護古蹟環境、指引遊客、協辦活動等志工服務
中，學習人際關係、進對應退，體驗社會服務。
　實習後，思考服務感想與自我改善點，並以
實際經驗討論日語導覽必備能力與培養方式。
最後，各組同學製作淡水日語導覽手冊，呈現
課程所學的寶貴經驗。

●學生反思心得
　日文四張蔚瑄表示，導覽並不如想像中簡
單，事前準備相當重要，不僅要了解歷史，也
須克服面對人群的障礙，反覆練習累積經驗才
能更加順暢。
　日文四李御禎表示，從導覽員志工身上學習
到許多紅毛城及海關碼頭的知識，以及其良好
服務態度，以微笑面對旅客諮詢。

3 日起加退選 榮譽學程選課照過來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103 學年度第
二學期加退選課程開放時間自 3 日（週二）上
午 11 時起至 9 日 10 時止，各年級詳細加退選
時間請至課程查詢系統之「選課、註冊及繳費
等須知」查閱。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符合榮譽學程修讀資格
者，請於開學第一週完成申請程序，加退選前
完成申請者及繼續修讀者，一律於開學第二週
「加退選期間」各年級開放選課時間，進行網
路選課。
　加退選前未完成申請者及本學期需認定「系
專業客製化課程」者，請填送本學期「榮譽學
程學生選課表」辦理。相關資訊及表單請至榮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華語中心越南
籍學生阮氏金菊參加廣達文教基金會舉辦的第
一屆 2014《文化大使》競賽活動，歷經 4 個月
的交流任務，得到評審青睞，榮獲首獎！
　主辦單位將提供單人環遊臺灣四島機票、船
票及住宿費用，希望阮氏金菊到臺灣各地進行
雙向的國際交流，阮氏金菊也盼藉由此次機會
遊歷臺灣。
　該活動由 10 名文化大使候選人赴臺灣 10 所
中小學執行學校提出的交流任務，阮氏金菊的
文化交流任務是在桃園市楊梅區大同國民小學
進行。她開心地表示，「很感謝老師在過程中
的鼓勵和協助，透過這次交流讓她認識了臺灣
客家文化，中文能力也有顯著的進步。」

華語生阮氏金菊 榮獲文化大使
　阮氏金菊多次造訪桃園，並將越南的飲食、
語言、服飾、民謠、舞蹈、遊戲等豐富的文化
帶進學校，讓國小學生學習到南北越的文化差
異，以及越南的家庭觀念，另外還教導同學
DIY 越南春捲等美食，小朋友反應熱烈，互動
活潑熱情，還貼心的贈送小卡感謝她的教導，
讓阮氏金菊大為感動。
　指導老師孟慶瑢表示，「藉由這次比賽讓華
語生走出學校，驗證平日所學的成果，阮氏金
菊是很活潑的學生，在交流過程中與小朋友互
動良好，事前也積極找老師討論，用心製作書
面資料、PPT 還有遊戲字卡等，很高興她能獲
此佳績。」看到自己的學生獲得殊榮，孟慶瑢
大為感動，並希望藉此激勵所有華語生。

首次雙邊會議 5 日在淡江
　【本報訊】資工系於 5 日（週四）起為期
3 天，與本校日本姊妹校會津大學舉辦「The 
2015 TKU-UoA Bilateral Workshop」 雙 邊 會
議，由會津大學副校長 Zixue Cheng 帶領 4 位
該校四位教師蒞校，雙方將針對資訊科技領域
相互深入研討。
　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表示，這是首度雙邊會
議，藉由此合作方式能增進與國外學者交流機
會，還能促成更多的共同研究計畫，目前與 2

份 SCI 期刊聯繫希望本次至少能有 6 篇雙方教
師合著的論文發表在期刊中。
　這 3 天的活動中，5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將分 5 場主題進行說明和意見交換；6 日則參
觀資工系實驗室並探究研究議題；7 日則安排
走訪資工系校友創辦的資訊科技公司，以認識
資工系的產學合作能量。本次活動負責人資工
系副教授鄭建富指出，本次活動可與國外學者
面對面互相討論，增加互動的機會。

█淡水    █臺北    █蘭陽    █網路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2( 一 )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心靈園丁社區兒童心理關懷
志工(http://enroll.tku.edu.tw/)

3/2( 一 )
8:00

研發處
網路報名

2015創新創業競賽(ht tp ://
enroll.tku.edu.tw/)

3/2( 一 )
8:00

職輔組
網路報名

「非知不可的勞動權益」講
座報名(http://enroll.tku.edu.
tw/)

3/2( 一 )
11:00

課外組
網路選課

社 團 學 習 與 實 作 - 自 主 大
( 小 ) 班 加 退 選 ( 大 三 、 大 四 )  
(http://www.ais.tku.edu.tw/
elecos/)

3/6( 五 )
14:00

文錙藝術中心
展覽廳

「傳承有道-硬筆書法暨書法
藝術特展」開幕式

獲千萬電影輔導金

103 學年第 2學期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

科系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中文系 兒童文學 鄭柏彥
資圖系 圖書館實習 （一） 宋雪芳
大傳系 影視專案製作 王慰慈
資傳系 創意數位媒體實務(二) 賴惠如
資傳系 說故事與腳本企劃 楊智明
數學系 社區基礎數學服務教育 吳漢銘
物理系 自然科學服務教育 鄭振益
化學系 社區基礎科學服務教育 潘柏申
土木系 管理學 范素玲
水環系 固體廢棄物 高思懷
化材系 精密分離概論 吳容銘
機電系 光機電工程導論 吳乾埼
資工系 無線網路與行動通訊安全 陳瑞發
會計系 報稅輔導與服務 單珮玲
運管系 交通運輸問題改善實作 許超澤
日文系 日語會話(四) 李文茹
法文系 閱讀與習作(二) 陳麗娟

通核中心 森林生態與樹木保護 蕭文偉
通核中心 生態社區建構 盧耀欽
通核中心 社團服務學習 李美蘭
資創系 資料庫系統 張峯誠
觀光系 觀光資源管理 紀珊如
語言系 英語教學實習 謝顥音
體育處 男、女生體育

專業知能服務-跆拳道
王元聖

體育處 男、女生體育
專業知能服務-桌球

胡志鋒

體育處 男、女生體育
專業知能服務-羽球

蔡慧敏

軍訓室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 蕭惠娜
軍訓室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一) 韓建慧
軍訓室 護理(一) 施淑芬

（本表資料來源：學務處提供，課程最新資訊詳
見網站：http://servicelearning.sa.tku.edu.tw/index.
php?do=professional）

　課程所「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課程，學
生協助各校設計成套校本課程。（攝影／盧
逸峰）

　資管系學生走入社區與祖父母輩的居民分享免費網路軟體，銀髮長輩們都聚精會神地專心
學習。（圖／資管系提供）

電機系學生前往鄧公國小為學生講解機器人相關知識，深獲學生歡迎。（圖／電機系提供）

學位證書快領取
　【記者曹雅涵淡水校園報導】103 學年度第
一學期學位證書即起在 A212 領取，畢業生於
4 月 30 日前可至「畢業生離校手續查詢平臺」
查詢離校手續是否完成，詳情請洽註冊組網
站。104 學年度各學系轉系名額、申請表及轉
出名冊表格將於 11 日公告，申請日 11 日至 17
日止，相關規定與標準請洽註冊組網站。（註
冊 組 網 址：http://www.acad.tku.edu.tw/RS/
main.php）。

譽學程網頁中查詢。（網址：http://honor.tku.
edu.tw/index.aspx）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校友再傳
捷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於 1 月 7
日公布「103 年度第二梯次國產電影長片輔導
金」獲選名單，大傳系校友楊雅喆導演的新片
《血手套》獲得 1500 萬元，是一般組補助金
額最高者；資圖系校友陳玉勳參與編劇的《青
田街一號》則獲 1400 萬元。
　楊雅喆形容，「拍電影就跟生孩子一樣！」
因為是第三次獲選，所以沒有太大的感受，
「但每次獲得輔導金都希望能用心拍出好電
影，不浪費納稅人民的錢。」《血手套》這部

情慾謀殺片，靈感源自於「苗栗大埔事件」中，
楊雅喆導演看到了官商勾結、政客的勾心鬥
角，因此有了這部片的發想。陳玉勳則謙虛表
示，「我只是幫忙修改《青田街一號》的一些
劇本，不好居功。」
　文化部影視局指出，本梯次共有 33 件企畫
案參與評選，經過來自電影製片、導演、編劇、
文創等各領域 9 名專業人士書面審查及逐一簡
報面談等競爭過程，最後共有 14 部申請案脫
穎而出，其中一般組有 5 部申請案，各獲得新
臺幣 200 萬元至 1,500 萬元不等之輔導金。

楊雅喆
陳玉勳

資工系
會津大學

大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網路看更

　本校自 97 學年度起推動「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藉此協助學生應用課堂所學，增進自我
反思能力、了解社會議題及培養公民能力。由各院（系）、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體育處、軍
訓室等設計規劃課程供學生修習。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開設 27 門，由 26 位教師帶領 1347 名
學生參與，課程主要內容為結合專業實作與社會服務。
　推展迄今，課程 7 大類型為生態環保、研究分析、社區生活、課輔學習、國際文化、行銷推
廣及其他。本報整理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 7 門課程服務之成果，共享服務學習豐富成果。

￭文／蔡晉宇　整理報導

資訊走入社區 老少體驗網路趣

課程概要
　資管系於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資訊數位
服務」課程，在資管系助理教授戴敏育帶領
下，一起服務學校附近鄧公國小及潤福生活事
業—潤福銀髮社區，增加學生應用資訊科技解
決實務問題之能力，推動並深化具「課程」結
合「服務」內涵之服務學習課程。
　服務內容為協助鄧公國小網站建置與維護，
包括建置組織圖（班級、家長會）等並教導
國小生電腦應用知識，如：部落格、Picasa、
Youtube 等免費軟體影音服務。另外，教導
潤福生活事業—潤福銀髮社區長輩，使用電

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LINE、E-mail、
Skype 等免費網路軟體應用。

●學生反思心得
　資管四劉汶芳表示，藉由教社區長輩電腦可
以反思自我的口才及能力，發現只有自己理解
知識是不足以教會他人的，需要更完全了解如
何應用，才能夠完整傳授。也從長輩認真作筆
記見識到長輩的上進心。
　資管三黃智健表示，協助國小維護網頁讓他
學習到課堂上以外的知識，在撰寫網頁程式
時，要更考慮網頁的可維護性，讓使用者能方
便修改網頁內容。

影音專案呈現 實地探索大淡水
課程概要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的「影視專案企
劃」、「影視專案製作」，結合文學院重點研
究計畫 -「文創大淡水地區全紀錄」，大傳系
副教授王慰慈於課程中安排影視紀錄片製作流
程，現場拍攝、後期製作等技能，藉此訓練學
生能學以致用，應用所學服務社群，以實際體
現紀錄片服務與教育社會功能。
　學生透過訪談、紀錄片形式進行建立影像資
料庫，拍攝大淡水地區非傳統的農業（小農）
發展，包括生活、工作與理念價值，以及當地

文創工作者的故事。 

●學生反思心得
　大傳三張家禎表示，課程不只增進影視拍攝
技巧，在幫忙採收時，透過與土地近距離接
觸，每一刀的收割，都真實地感受著每一株植
物的重量，更在拍攝過程中看見人與土地最親
密的互動。
　大傳三黃維宣表示，拍攝過程中了解到有機
農業並非營利行業，但農場仍堅持以友善方式
耕作，期許自己扮演好紀錄角色，將其最誠摯
的熱情與關懷傳播出去。

多元媒體紀錄 活化鄉野傳奇
課程概要
　資傳系助理教授楊智明於 103 學年度第一學
期開設的「在地文化敘事專題」，本次以「𨑨
迌」為課程宗旨，導引學生與自身所在的社區
及社群有更緊密結合，以專業知能將服務學習
成果上網，並透過展演發表、出版等方式發
行，將課程成果回饋地方和所屬社群，使在地
文化形成迴路。
　課程與八庄大道公會、淡水休閒農業協會等
在地團體合作，分組以田野調查、紀錄片、音

樂創作、繪本、影片等形式，製作出紀錄片《關
不住的慈悲》、繪本《大道公醫虎喉》、MV
〈Let's Go〉、影片《上帝吻過的天使—林芷
瀅的故事》等。學習成果《讓記憶疊起來：淡
水三芝大道公文化傳承與推廣》更獲得 103 年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獎勵計畫特優獎。

●學生反思心得
　資傳三李珍妮表示，踏入鄉野過程中，從鄉
親口中親耳聽見大道公的神蹟，難以想像靈驗
故事竟是如此靠近我們，體會到課程不僅增進

製作紀錄片的專業能力，更對淡水在地獨有的
大道公信仰文化有深層認識。
　資傳三林汎修表示，用語言、音符創作歌
曲，表達對傳統文化的關懷，傳承前人留下的
大愛，和這個幾乎沒有交集的世界接軌我們樂
在其中。

課程設計發展
編寫各校「校本課程」
課程概要
　課程所在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的「課程設計
與發展研究」課程中，由教授陳麗華帶領，讓
研究生分組協助坪頂國小、健康國小、忠山國
小、淡江高中等學校設計成套校本課程。學生
透過親身參與及真實實踐，得以深化理論思
辨、磨練課程設計知能，並能真實體驗學校現
場課程設計與發展的議題，涵養在地人文關
懷，檢視教育機會均等課題，並凝聚出有意義
的論文研究課題。
　課程也在期末聯合課程所及多所合作學校，
舉辦慶賀展演活動，以彰顯服務學習計畫之成
效，並擴張本校在淡海地區的學術聲望。

●學生反思心得
　課程所碩一何欣蓉表示，在國小試教過程
中，師生的回饋彷彿為課程菜色增添風味，如：
國小學生對於有故事性、手作課程較有興趣，
而同學之間的不吝批評與指教、共同備課，也
讓教材編寫更完整。

機器人在地深耕 小學生玩設計

課程概要
　電機系在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的「專題
實驗」，是由助理教授鄭吉泰所帶領的一門機
器人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內容將機器人理
論、實務操作與人本教育結合，並與在地的鄧
公國小合作。學生們在融會貫通機器人設計方
式後，透過社區國小教學的方式，引導小學生
親自動手做機器人，透過實際感受方式來學習
如何設計機器人，雙方教學相長，藉以強化學
習效果並讓學生感受服務的樂趣與意義。

●學生反思心得
　電機四賴澤慶表示，向小朋友講解時，往往
要小心地選用詞彙，避開過於艱深名詞，或小
學生們尚未學過的東西。由一整天教學後的筋
疲力盡，感受到老師在教課時的辛苦。
　電機四劉羽軒表示，教學過程中看見小朋友
的童真與歡笑，是他努力準備的動力來源，而
小學生勇於嘗試新事物的精神，更令他印象深
刻，這也提醒我們在學習上永遠要保持強烈求
知慾的正確學習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