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們從中啟發學習動機，主動學習各項資訊方面
相關知識。
  社長、教科三張載晴分享：「今年在籌辦這
次營隊上我們做出了大膽的創新，在課程編排
上融入了未來與科技性，讓偏鄉的孩子們能夠
因應未來大環境的瞬息萬變。另外，這項資訊
教育計劃將為期3年，初期著重在邏輯、品格
教育上，最終期盼能夠讓學員們運用所學，
舉辦成果展，展示自己的遊戲、電腦繪圖等作
品。最後感謝長期合作的基金會，以及順發企
業的支持與贊助。」
西洋劍社與蘭翔擊劍社 擊劍成長營
  【記者歐陽子洵淡水校園報導】愛上擊劍，
享受運動帶來的快樂！西洋劍社於1月21日至1
月23日，與蘭翔擊劍社在淡水區水源國民小學
舉辦擊劍成長營「劍劍喜歡你」，共16名服務
員帶領42名學員參與。
  透過拉筋與馬克操等暖身活動、教學擊劍的
基本腳步、分隊進行闖關活動、握劍、刺靶及
繞劍能力等豐富多元的課程，在體能、擊劍技
術教學的訓練過程中，一併融入擊劍文化、裁
判術語、規則、歷史等知識，帶領學員學習擊
劍運動項目。
  社長、西語二王潔渝說明：「這是我第三次
參與服務隊，並且第二次以隊長的身分投入
這，比起以往的徬徨、不知所措，多了是源源
不絕的幹勁與滿滿的想法、規劃。而這次的營
隊，相較以往，花了更多的時間籌畫與準備，
因此三天營隊下來，小朋友普遍反應熱烈，且
在我們加深學習內容與分別規劃高低年級授課
後，部分長久以來的授課及活動難度，便迎刃
而解，是一項成功的試驗，這樣的成果也為往

後的擊劍營提供了一個新的活動面向。」
北友會返鄉服務隊 回饋生長地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自我成長，
回饋鄉里。」新北市校友會於1月23日至25
日，在新北市大坎國小舉辦第九屆返鄉服務隊
「環保科學與生活文化營」活動，以設計互動
課程與實作體驗的方式，帶領國小學生們一同
體驗不一樣的學習樂趣， 秉持回饋生長地的
精神，並努力拉近教學資源的城鄉差距。
  在此次課程規劃上，特別以「循序漸進」式
的教程，每個課程安排先以傳達知識的由來及
原理，再讓學員們參與實作。第三天校外教學
則至博物館觀覽課程相關的展覽。晚會中學
員學習成果展現時，所設計的題目皆與課程有
關，並加入了品德、德行等觀念在裡頭，讓學
員們能夠學以致用。在RPG活動中，與十三行
博物館合作，進行專業的導覽後，學員們便在
博物館後面的史前遺跡公園進行活動，以導覽
內容及在地文化融合，使學員們體驗不同的學
習方式，能更了解八里這片土地。
  本次服務隊隊長、管科三陳聖元表示，「這
次給予學員的不只是陪伴，還有希望，很多孩
童可能為弱勢家庭，而無法與家人有更多相
處，或是學習資源與都市孩童有所落差，透過
服務隊的努力，希望能夠讓他們對於知識的想
像及團隊合作更加了解，也讓『品德、自律、
德行』等生活操守更加熟習。」
經探號 柬埔寨志工服務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由經濟系副教
授林彥伶所成立的教育服務型團隊「經探號」
共15人，於1月17日至1月26日二度前往柬埔寨
金邊觀音佛堂進行志工服務。此次服務除了有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4 日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編輯／陳品婕

學生大代誌4
原住民獎學金申請至 15 日

   原住民大專院校獎助學金即日起開始申請！凡具原住民族身分，且符合以下
標準者皆可申請：一、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七十分以上者得申請獎學金；
二、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或設籍臺東蘭嶼鄉具雅美族身分者得申請
一般助學金；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六十分以上
者得申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助學金。申請資料須繳交申請書、前學期成績單（須
含班排名）、私章及存款封面影本，上述資料備妥後請於 3 月 15 日前繳交至原
住民族資源中心 B423，如有疑問請洽校內分機 3636。（文／鄭少玲 ）

活動看板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5(二)
8:00

圖書館
網路報名

主題資源大蒐密

3/6(三)
13:00

教發組
E415

「設計理論」課程觀課交流

3/7(四)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4樓

電影欣賞：南海一號V.2

3/8(五)
10:10

遠距組 
T211

讓教學動起來-課堂教學即時互動
工具：Zuvio講習_場次1

3/9(六)
8:30

日文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人工智能與日本教育”國際研討會

3/9(六)
10:10

海博館
海博館4樓

電影欣賞：南海一號V.2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最期待的課程？
電機二林鼎証：「這學期我

最期待的是通識『人際關係

與溝通』課程，希望能在課

堂上學到溝通技巧，也從中

認識到新朋友！」

期1082

時報記者團隊招募中

大地環保工作團  臺東推廣環保知識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大地環保工作
團於1月22日至25日前往臺東縣東河鄉泰源書
屋舉辦「臺東泰源參貳伍」，以環境保育及國
際觀為主題，透過活動方式帶給學員知識與觀
念，總計有10名服務員，近50名學員參與。
   擔任此次服務隊隊長的水環二王奕鈞表示：
「雖然活動只有短暫幾天，但我深信這幾天不
僅是陪伴孩子，更讓身為服務員的我們也從中
成長，在服務的過程中，一句失言，都可能會
對孩子們造成影響，所以任何的行為舉止都要
做到最好！服務就好像為自己的人生充電，藉
由寒暑假到偏鄉服務，也讓我們重新思考自己
人生的目標。」
   隊員、統計二尤敏姿分享：「記得還不到開
門時間，參加活動的孩子便興奮地敲打鐵門，
活動中孩子們的笑聲充斥整個書屋，四天內接
觸到各個年齡層的孩子，從4歲到國中都有，
每個人身上都保有最自然的純真，一句：『姐
姐妳什麼時候會再回來？』讓我印象深刻，幸
好因為深耕計畫，讓我們每年都會回到泰源書
屋，也因為如此，我看見他們的成長。」
種子課輔社 傳遞資訊教育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種子課輔社秉
持著延續服務，發芽茁壯的宗旨，長期深耕臺
南市玉井區層林國小，今年是第九年，於1月
21日至1月25日，舉辦為期5天的「羅吉的異想
世界大冒險」營隊，其本次營隊內容配合108
學年度的新課綱，以資訊教育作為延伸發想，
加入程式設計、演算法的應用，以貼近學員們
生活的電玩遊戲、解決生活中問題等面向切
入，透過一系列的闖關遊戲、戲劇等，使學員

寒假服務隊 國內外傳愛     

俄文一 巴羅馬 

日研社展茶聖千利休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日本文化研究
社於2月25日至27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成果
展「茶聖利休•祭」，活動吸引50餘人前往。
  日本文化研究社社長、機電二關靖霖表示，
「今年展覽以日本一代茶聖千利休為主題，由
於三月正逢千利休的忌日，想透過展覽讓全校
師生一覽日本茶道文化中的傳奇人物，現場展
出千利休的生平簡介、茶道所需的茶具，藉由
此次讓全校師生能更加了解日本茶道精神。」
  今年成果展延續以往傳統，打造日式茶室，
由社團幹部搭配新生一起進行茶道點前表演與
流程解說，由於展覽時間接近3月3日女兒節，
活動更特別展出與女兒節相關的擺飾，現場亦
有販售各式日式小甜點與浴衣體驗，吸引全校
師生前往。
  日文三郭又瑄表示，「能看到精彩的茶道表
演很開心，對於展覽中千利休『一期一會』，
一生只會有一次會面的精神非常印象深刻，也
能更加瞭解茶道中的文化。」

（攝影／張展輝 ）

   坐著電動輪椅在校園中上課的外籍生身影，
你是否曾看見過他呢？因為想學習道地中文，
離鄉背井來到臺灣，他是來自俄羅斯海參崴，
患有先天四肢切斷症的俄文一巴羅馬。他克服
先天的缺陷，努力充實自己，選擇跨出舒適圈
來到異地生活，樂觀面對人生的巴羅馬，與我
們分享他在臺灣生活的故事。
   巴羅馬因著本校與遠東聯邦大學為姊妹校緣
故，加上憧憬臺灣生活，因此來淡江繼續攻讀
中文，他笑著說：「我很喜歡中文，希望能從
事與中文相關的工作，所以在家鄉就先有3年
的學習，由於中文在當地算是新興語言，要找
到會說中文的朋友十分不容易，因此我決定來
這裡繼續深入學習。淡大課程很豐富，我還另
外修習日文、臺灣歷史、國際關係、新聞等相
關課程，擴展我的校園學習生活。」提到為何
想進修中文，巴羅馬表示主要是想要提高競爭
力，「由於我的身體比較不方便，但是我可以
利用我的腦袋，所以想要多學習一些語言，讓

自己更具競爭力！」
   我們看到他的身體與常人不同，使用機器義
肢書寫、坐著電動輪椅穿梭校園，卻以自在輕
鬆的神情和我們談天說笑，訴說著義肢的故障
對生活造成的不便，他輕拍著電動輪椅並感謝
在這一年的交換生活中，學校提供這臺機器可
更方便行動，巴羅馬說：「這臺速度很快，我
可以在十分鐘內到達捷運站，也能很方便地去
圖書館看書和上課，而且學校的無障礙空間很
好，讓我能順利在校園中移動。」
   課餘時間巴羅馬喜歡坐著捷運到處看看，他
覺得臺灣的大眾運輸工具十分便利，他分享：
「我最喜歡去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享受舒服的
環境，天氣好的時候也很喜歡到海邊散心。」
此外，巴羅馬也熱愛游泳及蝶式，他表示，每
天會從麗澤宿舍到紹謨游泳館晨泳一小時，享
受在水中的自由自在，也促進身體健康。
   來臺已數月的巴羅馬，在外求學多少有些思
鄉之情，但對這裡最大的感受是：「大家的態

度皆十分和善，有任何困難時學校都會提供協
助，師長也會主動關心我的生活所需，令人感
到窩心。」目前對他來說最大的挑戰是中文簡
繁字體的學習，但身邊有同學協助他學習，讓
他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更加順遂！（文／李欣
倪、攝影／黃莉媞）

星相社迎新 繆心解說基礎占星
  【記者陳雅媛淡水校園報導】星相社於2月26
日舉辦迎新茶會，由幹部帶領20餘人進行破冰
遊戲熱絡活動氣氛，再由社長介紹社團架構及
幹部自我介紹，活動最後邀請到中華民國占星
協會理事繆心老師，來為新生講解此學期的社
課內容與占星的基礎介紹，使新生能對占星課
程更加了解。
  星相社社長、資圖二蘇梓慧表示，「很高興
能夠順利舉辦迎新會茶會，除了讓社員更認識
社團，遊戲也拉近我們的距離。籌備過程雖然
不容易，但看到參與者的投入便覺得努力是值
得的，也成為了星相社繼續努力的動力。」
  參與者、俄文二羅敬淳表示，「很高興參加
這次的迎新茶會，在幹部的帶領下玩破冰遊戲
並認識了一些新朋友，也從老師的演講中了解
下學期的社課內容，加深了對星相社的認識，
非常感謝幹部們用心準備這次茶會。」
 溜冰社迎新 幹部表演展特殊技巧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溜冰社於
2月26日在溜冰場舉辦迎新活動，除本校學生
外，另有輔仁大學、大同大學以及明志科技大
學共襄盛舉，約共有60餘人參與。
本次迎新主要分為幹部表演與團隊康樂活動    

 校

園
話

題人物

星相溜冰生命教育社 迎新展現社團特色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學生生
活教育宣導活動，生活輔導組將舉辦一系列主
題月活動，並由全校各單位根據訂定主題計
畫推動實施。活動於3月開始，為「青春3月天
──溫馨校園宣導月」，以宣導愛護校園、公
物及尊師重道等基本禮儀為主，並有系友回娘
家春響活動；接續4月為「感恩4月天──心靈
成長宣導月」，宣導珍惜生命，活在當下，以
建立同學正確的人生觀；5月則是「健康5月天
──正當休閒宣導月」，提醒注意吃、行、打
工、運動及育樂等安全，並建立正確理財及消
費價值觀，培養身心健康；最後6月為「人間6
月天──交通安全宣導月」，宣導交通安全與
守法禮儀。
   每月將設置宣導海報，張貼於全校各交通要
衝與人潮聚集處，藉簡單、顯眼的文字或圖片
與各類活動相結合持續宣導，期在潛移默化中
提升學生的生活素質及學養。

生活教育主題月開跑

  《淡江時報》一年一度招考文字和攝影記者又來囉！想認識新聞採訪寫作和攝
影工作嗎？想記錄校園生活、累積傳媒實戰經驗嗎？歡迎全校不限科系大一、
大二、研一的同學報考淡江時報。
   從大一就加入時報文字記者的中文三丁孟暄分享，「我從原本不熟悉新聞媒
體，每次採訪都會緊張，到現在已經能夠順利的完成新聞，也寫過很多專訪與
專題，過程中真的學習到很多專業知識，以及待人處事的態度，讓我為日後出
社會打下基礎，非常推薦大一、大二的學弟妹們來這裡鍛鍊自己。」

報名自即日起至 15 
日 止， 請 至 傳 播 館 
Q301 報名或至淡江
時報網站查詢。3 月
6 日 中 午 在 傳 播 館 
Q306 舉辦招生說明
會， 歡 迎 有 興 趣 的
同學到場聆聽。（文
／本報訊）

   生命教育社在2月25日於讚美關懷協會舉辦
迎新活動，活動中以繪本探討生命。（圖／生
命教育社提供）

   教育服務型團隊「經探號」共15人，於1月
17日至1月26日寒假期間二度前往柬埔寨金邊
觀音佛堂進行志工服務。（圖／經探號提供）

   種子課輔社於1月21日至1月25日，舉辦為期
5天的「羅吉的異想世界大冒險」營隊，以資
訊教育作為發想，設計闖關遊戲啟發學習。
（圖／種子課輔社提供）

  西洋劍社與蘭翔擊劍社於1月21日至1月23
日，至淡水區水源國民小學，舉辦擊劍成長營
「劍劍喜歡你」，圖中為服導員教學擊劍測重
方法。（圖／ 西洋劍社提供）

熱愛中文的俄國男孩   日本文化研究社於2月25日至27日在黑天鵝展
示廳舉辦成果展「茶聖利休•祭」，活動吸引
50餘人前往。（攝影／馮子煊）

Excel財務工具教學電腦班初級與進階班外，
也有中文會話班、中文職場班以及音律與跳舞
教學的第二專長培訓班等。不僅帶給當地學子
財務管理的基礎能力，也增加他們在中文對話
的應用與才藝上的學習能力。
  隊員、企管四李姿瑩分享：「我無法忘記課
程的第一天，學生們認真、積極的眼神。從小
就擁有豐富資源的我們，從不覺得需要珍惜，
但對於他們，這些經驗都是特別的，即便中
文不容易學，他們仍懷抱熱情在學習。這也讓
我反思，該珍惜擁有的資源，且利用現有的環
境，不再視其為理所當然。」
  此次除了於柬埔寨進行服務學習外，也至越
南的凱薩衛浴、國泰人壽以及台北駐胡志明市
經濟文化辦事處三個地點進行參訪，讓學生不
僅能在服務中學習，也能了解不同國度的臺商
企業文化，更豐富了海外志工行程。
  林彥伶分享：「這是第二次到同一個地方服
務，熟悉且愉快，也讓我們再思考可以多給他
們什麼。同時，由於我們到柬埔寨時有過境越
南，趁機也安排了三個臺商企業的參訪活動，
讓學生們能夠了解海外市場生態以及更知道未
來是否朝向這方面發展。」

兩個環節。在表演上，溜冰社幹部們都卯足
全力，以「輪舞」、「花式角標」帶給新成員
非同凡響的感覺。企管三傅斌誠表示：「舉辦
迎新活動，是為了宣揚溜冰這項運動，讓更多
人能看到，並且加入我們。前半部分幹部的表
演，向新生展示溜冰的特殊技巧，如花式過
樁、跳人、輪舞等；後半部分的大小團康，則
是希望可以透過團隊合作，使新生互相熟絡，
增進感情，攜手將溜冰這項活動發揚光大。」
  日文一鄧語芊表示：「溜冰社是我大學的第
一個社團，幹部待人親切，社員們都活潑熱
情，迎新所看到的是有別於以往高中參加的社
團，充滿運動氛圍的朝氣。希望在接下來的社
課中能學習更多的溜冰技巧。」
生命教育社迎新 用繪本探討生命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生命教育社在
2月25日晚間7時於讚美關懷協會舉辦迎新活
動，新、舊成員約18人參與，現場更備有美味

   大地環保工作團於1月22日至25日前往臺東
縣東河鄉泰源書屋舉辦「臺東泰源參貳伍」，
推廣環境保育。（圖／大地環保工作團提供）

的茶點供大家食用。
   開場先由幹部們介紹並引導社員自我介紹及
發表本學期的自我期許。緊接著進行名字接龍
小遊戲讓彼此加深印象，也讓氣氛更活絡。結
束遊戲後，正式進入社課。在每一次社課都會
選擇一個主題與繪本，而此次主題為「人與生
命」，透過說「肚臍的秘密」這本繪本，一起
探討生命更深層的問題與經驗分享。
  社長、資管四陳芃存表示：「這次迎新原本
有點緊張，但看到每個來參加的新生都很樂意
分享自己的經驗與想法，讓我非常欣慰。期望
每位社員都能在這學期有很大的收穫，並用自
己的生命去影響更多人的生命！」
  社員、土木營四盧建翔分享：「我不是一個
會主動和陌生人搭話的人，但透過迎新與幹部
們簡單的問候與提問，讓我與新成員們能夠有
更好的互動效果，更了解彼此。」

   溜冰社於2月26日在溜冰場舉辦迎新活動，
幹部們以「輪舞」、「花式角標」表演溜冰技
巧，現場吸引逾60人參加。（攝影／陳偉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