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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您能答對幾題？
1.Lisa’s plants are kept by the window, _____ 
there is plenty of natural light.
(A) where (B) how (C) to whom (D) of which
2.Unfortunately, any dress _____ tag has been 
removed can not be returned.
(A) whichever (B) whose (C) that (D) and
3.The time between Thanksgiving and Christmas 
is the period _____ people are willing to spend.
(A) why (B) whose (C) when (D) what

4._____ Premier Accounting offers in its benefit 
package is the best in the industry.
(A) Despite (B) In which (C) Thanks to (D) What
5.Unfortunately, the engineer can’t solve the 
_____ problem with the Wi-Fi.
(A) recurring (B) rewarding (C) awarding (D) 
occurring
6.The Hotel reserves the right to cancel the 
booking in full if the final payment is not made by 
the _____ date.
(A) earliest (B) tentative (C) specified (D) blind
7.Due to  the  pandemic,  White  Mountain 

University is closed to visitors, _____ those who 
are essential to the functions of the school.
(A) beside (B) except (C) within (D) furthermore

【答案及解析】

1 .答案： ( A ) ，關係副詞whe r e  =  by  t h e 

window。 
2. 答案：(B)，所有格關係代名詞whose指的是

先行詞dress「洋裝的」標籤。 

3.答案：(C)，關係副詞when指的是先行詞the 

period，就是「感恩節到聖誕節期間這段時

間」。

4.答案：(D)，沒有先行詞的關係代名詞what

引導的名詞子句當主詞。

5.答案：(A)，(A)形容詞，反復出現的；(B)

形容詞，值得做的；(C)名詞，頒獎；(D)名

詞，發生。

6.答案：(C)，(A)最早的；(B)暫時的；(C)明

確指出的；(D)盲目的。預定飯店需要在指定

日期前付費。

7.答案：(B)，(A)介係詞，在旁邊；(B)介係

詞，除了；(C)介係詞，在~範圍內；(D)副

詞，而且。

航太系前進小學
展航太科普創意

課程概要
　航太系副教授歐陽寬開設「無人機與火箭教
學實作」課程，以「服務－學習」為理念，讓
航太系學生運用專業知識，將航太科普相關知
識介紹給國小學童，同時激發學童興趣，使科
技知識向下扎根。為此，修課學生藉由課程
設計、聯繫服務機構、上課演練、實地上課
等，學習如何籌畫活動、將艱深專業知識化簡
為簡單易懂科普知識以外，也了解分工合作的
重要性。本次課程中，他們前進至臺北市東門
國小、新北市淡水國小進行服務，在國小的課
堂上教授「飛機飛行原理」和「火箭飛行原
理」。在歐陽寬的指導下，先為課程進行介紹
後分組，帶領學生一起構思無人機與火箭相關
知識介紹和科普課程與活動設計，並為各組學
生的課程活動設計進行演練，再到服務國中小
執行，活動後，除了活動成果展示外，也進行
檢討和建議，讓每次課程設計能更加完善。他
們以集思廣益方式將飛機與火箭飛行原理等專
業知識，設計課程以淺顯易懂的科普方式介紹
給國小學生，再經由有趣的手擲飛機、水火箭
的製作與競賽等活動，提高學童學習興趣，活
動結束後都會有學童自己親製的作品。透過航
太系學生學習飛行知識，再到小學進行教學陪
伴服務，達到「服務－學習」的教學理念。
　在修課學生回饋中提到，原來可以用這些平
凡的詞彙，簡單的定理來解釋大學所學的知
識，同時也充滿成就感，了解團隊的重要性。

◎試試看您能不能答對：

1.（　）演講內容是語文著作，同學要錄音
前要先徵求演講人的同意！

2.（　）按月繳交會費不等於取得合法授
權，下載音樂、軟體或影片，要選擇經過
合法授權的網站，以免誤觸法網。

答案：1.（○）2.（○）

　上銀科技自2004年起辦理上銀機械碩士論
文獎，到今年已18屆，每年投入超過1,000
萬元經費，第一名獎金更高達100萬元，更
安排得獎師生前往日本參觀兩年一度的工
具機大展(JIMTOF)。上銀集團總裁卓永財
（本校會計系校友，同時為第27屆金鷹獎得
主）表示，希望獲獎師生在參訪中能獲取
他國精密機械產業的特長，未來投身產業
後，能將研究方向與國際接軌，與精密機
械大國一較長短。多年以來，此論文獎備
受國內機械業與學術界重視及讚譽，已被
譽為「機械業的諾貝爾獎」。（資料來源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校友動態

智慧財產權Q&A

上銀科技連18年辦論文獎
鼓勵青年學子投身產業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
另 與 學 生 會 合 作 ， 學 生 若 有 任 何 疑 問 可 向
學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E-Mail： 
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
外活動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解
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校和學生
之間溝通。

大傳系製作淡水環保志
紀錄大淡水地區護川海洋綠能

課程概要
　大傳系教授王慰慈開設「影視專案企劃」和
「影視專案製作」課程，於課堂上以大淡水地
區的人事物為敘事對象，讓修課學生學習影視
紀錄片企劃、拍攝、後期製作等技能，以紀錄
片形式挖掘當地故事，同時也熟悉田野調查、
資訊搜集、團隊人力協調與分工作業。
　本次以水源和環保為主軸，製作《淡水環保
志》紀錄片，修課學生訪談河川教育工作者陳
建志，介紹他如何將環保知識帶到社區並帶領
大家重新認識淡水河；採訪本校海下中心主任
劉金源在海洋領域超過40年的付出，並持續在
海洋教育上開創更多的可能性；提到新北市智
慧綠能合作社理事長許慧明結合台電專業推動
太陽能板公民電廠；訪問程氏古厝經營團隊之
謝德錫和姚莉亭為淡海新市鎮追尋歷史記憶；
指出新北市淡水區忠寮社區發展協會李鎮榮推
動生態維護、環境教育等活動；拜訪紅樹林生
態教育館導覽員鄭文欽如何關心腳下的土地；
說明八里米倉國小校長林愛玲帶領全體師生動
手做環保來推動環境教育；走訪北投國中童軍
老師蕭妘羽在童軍課程納入環保議題。
　修課學生的回饋中提到，透過採訪陳建志了
解到與土地連結的情感，社會大眾應該要多花
一點心力認識自己所生活的土地；而與謝德錫
和姚莉亭一起走讀過程中，實際參與公司田溪
橋接著到溪岸步道、蟾蜍石、沙崙圳等路線，

經濟系規劃桌遊
跨系交流經濟學

課程概要
　經濟系教授林彥伶開設「勞動經濟學」課
程，於課堂中學習勞動市場基礎運作概念，
讓修課學生對勞動市場體系建立專業知識與分
析技能，並以實務議題探討，例如就業的相關
保障法規、基本工資、勞動歧視、及社會保險
與福利等，讓他們能對未來就業時所面臨的法
規與政策能有全盤性了解。勞動經濟學是一門
現代經濟社會中與人們工作與生活緊密相關的
科學，是探討人類生老病死的課程，包括生育
率、青少年、教育、就業與失業、勞動市場、
婚姻、家庭經濟學、社會保險、退休金、死亡
率等各種議題，課堂中除了奠定勞動經濟知能
的基礎、了解勞動市場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
為，並使學生透過簡單的學理工具，以解析實
際的經濟現象。
　本次安排以問卷調查方式了解桃園地區的人
口移動、與中文系交流，由中文系分享如何創
作兒童繪本，修課學生則設計2款經濟學小遊
戲，讓中文系同學了解經濟學原理。透過這樣
跨系交流方式，彼此了解學科差異性和專業性
以增加跨系合作的機會。修課學生的回饋中提
到，透過問卷調查的方式更了解不同地區的移
動方式；與中文系交流上能認識到繪本創作的
過程，也能透過經濟學小遊戲，讓對方瞭解到
經濟學不再只是書本上死板的知識，而是在生
活上也能隨時隨地感受到並運用在周遭的小常
識，透過這些遊戲互動的環節，也能成功的拉
進彼此之間的距離。企管系服務創新設計課

手作蝶古巴特為次級木盒二創
課程概要
　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開設「服務創新與設
計」課程，搭配《淡水好生活》第二期計畫
之「學習型城鄉」的行動策略，就生活實驗的
內容進行發想與激盪。本次將臺灣原創品牌
（Chord & Major）調性耳機因品質要求之下
所淘汰的次級木盒，與社區手作職人媽媽合作
與修課同學一同改造，並讓修課同學將此經驗
帶到課輔班與弱勢孩童創作。本次課程先向臺
灣原創微型品牌悅聲志業股份有限公司募集次
級木盒後，引入淡水區幸福里手作老師，到課

觀光系之永續課
體驗森林療癒法

課程概要
　觀光系副教授陳維立開設「永續觀光」課
程，於課堂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旅遊管
理人才，除了增加學生對觀光專業知識的認知
外，並讓他們學習到在發展觀光旅遊的同時須
考量當地的經濟、社會、環境影響，規劃環
境、人文、經濟三方平衡的旅遊行程。本次安
排至新北市萬里區瑪鍊溪大尖坪古道、福山植
物園進行森林療癒引導實習服務，體驗自然療
癒力，透過森林步道親自感受自然環境，並重
新認識自己，行前特收起手機、手錶等電子設
備，進入森林後，由擔任森林療癒引導員的學
生，帶領參與者演練「觸覺與伸展引導」為矇
眼前行和與樹擁抱、「嗅覺與味覺引導」是矇
眼品嚐食物、「聽覺引導」是找到自己的樹、
「視覺引導」讓參與者蒐集落葉花朵創作藝術
作品，以及「正念引導」介紹飲食指南，透過
引導實作，讓學生以五感重新連結對大自然的
感動與敬畏，同時以走繩活動訓練自我平衡、
團隊互助合作和自我挑戰能力。
　在修課學生的回饋中提到，森林療癒法不僅
僅是簡單的爬山，更是用五種感官深度體驗自
然環境，讓自己沉浸在森林的氛圍中，將自己
置身於大自然中，可以幫助您更好地了解自
己，而且自己比想像中勇敢，可以嘗試赤腳、
閉上眼睛、靜默等。另外，最喜歡不穿鞋走
路的部分，赤腳走路是一種很棒的體驗，雖然
踩在碎石上有點痛，一旦適應了，做起來是件
很愜意的事情。擔任森林引導員的大學生也分
享，這次活動不僅是為別人服務，也是種自我
挑戰，除了規劃引導內容外，並協助參與者完
成屬於他們與大自然的對話。

法文系職場實務課導覽大稻埕
踩點現場掌握外語導覽節奏

課程概要
　法文系助理教授陳麗娟開設「職場實務及
產學合作」課程中，以關懷在地文化為目標
導向，以大稻埕外語導覽為服務重點，循序漸
進地讓學生充實大稻埕的文史、觀光、旅遊內
涵，將之轉譯以法文為主的外語，為大台北地
區的法語人士進行實地導覽與文化體驗。課堂
上，邀請業師分享、校外實地參訪企業來了解
產業發展內容，業師也會依據學生專業與該職
場所需能力進行工作坊訓練，培養外語轉譯和
說故事能力。在大稻埕外語導覽方面，讓學生
主動蒐集資料瞭解大稻埕的文史及觀光旅遊特
色後，並將此撰寫導覽文本，同時也製作導覽
活動宣傳影片，並上傳至可以接觸法籍人士為
主的媒體社群，以吸引法籍人士參加週末上午
的導覽服務活動。透過這樣課程規劃，提供學
生將應用專業外語與產業接軌的機會，業師
訓練工作坊幫助學生釐清導覽方向和內容。因
受疫情影響原訂大稻埕現場導覽無法執行，改
以線上導覽，設計紛絲專頁和「台灣萬花筒」
Podcast的網路廣播節目，來為觀眾介紹大稻埕
的美食、臺法飲茶文化、廟宇拜拜文化、夜市

SDGs4教育 SDGs6淨水、SDGs7可負擔乾淨能源

SDGs8就業

SDGs12消費

SDGs11城市

SDGs17夥伴

　修課學生設計課程與小學生手作互動，增進
飛航科普知識。（圖／學務處提供）

　修課學生訪談新北市智慧綠能社區合作社，
到北新醫院參訪太陽能光電板架設過程。（圖
／學務處提供）

　修課學生訪談河川教育工作者陳建志，帶領
大家重新認識淡水河。（圖／學務處提供）

　修課學生引導小學生，運用蝶古巴特技法為
次級木盒發揮二次創作。（圖／學務處提供）

　修課學生設計2款經濟學小遊戲，和中文系
交流。（圖／學務處提供）

等內容。修課學生的回饋中提到，透過課程學
習到課堂外學以致用的經驗，導覽文本的規劃
準備和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修課學生在了解大稻埕文史內容後，親至現
場場勘，利於後續導覽。（圖／學務處提供）

永續實踐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培植永續力

堂上帶領修課學生體驗蝶古巴特手作拼貼技
法，培養大學生的手作能力，接著讓修課學生
到淡水區正德里小阿德課輔班協助孩童創作，
課程的整體教學設計是以「事件鏈」方式，介
接不同的利害關係人，修課學生將在課程中歷
經「服務體驗者」再到「服務提供者」的角色
轉換，以此學習「換位思考」與「以人為本」
之核心精神。
　本次課程中分為建立場域背景知識、進入
設計核心流程、原型測試與成果發表之3個模
組，以落實「動手作，真學習」的核心教學理
念，說明服務創新與設計導論、建立學生團
隊共識、邀請悅聲志業品牌創辦人陳冠宏分享
創業理念，透過蝶古巴特的實作與學習，將木
盒做二次的重新創作外，也進行淡水區田野調
查，利用小阿德的人物誌做完整的顧客體驗旅
程演習，在顧客體驗旅程前各小組會製作服務
藍圖，以「服務藍圖」的操作，進行學理講
授、實際演練與服務交接，最後以電子書方式
進行線上成果發表。在修課學生的回饋中提
到，透過這堂課程更了解「設計思考」，也
能將設計思考的5個步驟開始運用在解決問題
上，不論是在會議上或是報告，都能讓自身的
思考方向更貼近人性以及更有自己的想法。

　本校自建校以來即重視永續發展，97學年度起推動「服務學習課程」透過專業知能課程與服
務結合，培養學生身體力行參與社會永續發展；在高教深耕計畫、大學社會責任（USR）實踐計
畫等支持下，盤點淡江特色對應聯合國17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關聯性，持續扎根永續。本
校依據利基及現況，擇定有SDGs4教育品質、SDGs6淨水與衛生、SDGs7可負擔乾淨能源、SDGs8
就業與經濟成長、SDGs11永續城市、SDGs12責任消費與生產，以及SDGs17全球夥伴，深化永續
貢獻，本報特以7門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特色，展現本校永續實踐。（圖、文／學務處提供）

最後回到程氏古厝，可以親眼看到河川樣貌和
歷史，雖然疲累不堪，但了解地貌變遷的重要
歷史。
　在《淡水環保志》中，介紹「新北市智慧
綠能合作社」如何在淡水與北海岸地區，推
動公民電廠和智慧綠能社區，促進地方創生。
修課學生採訪新北市智慧綠能合作社的推行工
作，例如在淡水社區大學開班授課，教導民眾
認識太陽能光電及轉換概率、分析政府補助裝
設太陽能板的誘因與投資報酬率，並在忠寮社
區建置四座太陽能公民電廠、北新醫院在屋頂
裝設太陽光電板。他們到新北市智慧綠能社區
合作社、忠寮社區、北新醫院等地實際參訪架
設太陽能板的居所，透過訪談了解居住下來的
實際情況外，也近身採訪新北市智慧綠能合作
社理事長許慧明對於綠能的看法、推廣環保綠
能和太陽能發電的歷程、合作社所扮演的生產
和經營角色、如何在社區裡展開具體行動、已
和文化大學合作建置「第一間大學社區公民電
廠」、希望在未來三、五年內，能將合作社社
員拓展至1000位，象徵社會大眾對綠能的支持
與認同，期盼能將與文化大學合作的經驗複製
並落實到淡水，讓淡水也能邁向智慧綠能。
　修課學生的回饋中提到，在採訪過程中瞭解
到推動綠能已是刻不容緩，在北新醫院採訪太
陽能板施工現場時，看到鋼構被吊上來放在屋
頂時的過程，有著和預想不太一樣的發現，這
樣的體驗算是不一樣的收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