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南校友會2月1日至3日在臺南市東

陽國小舉辦「春日部防衛隊遊玩未來新世

界」營隊，服務員返鄉舉辦闖關遊戲、運

動會、RPG角色扮演遊戲，以及永續、反

霸凌課程，並結合在地特色，帶領學童認

識濕地生態，學習環保及保育概念，共逾

百人參與。

　隊長、管科三許雅雲說明，透過營隊課

程、活動，以及服務員的言行舉止樹立典

範，並陪伴關懷偏鄉孩子們，讓他們從中

學習團隊合作，建立健康的生活態度，也

將所學知識傳達給小朋友，達到寓教於樂

的效果。她希望能把返鄉服務的精神與溫

暖傳遞出去，就像是播下種子，或許有一

天，這些種子發了芽，成長茁壯，就能夠

再回饋家鄉。（文／林育珊）

　機器人研究社2月1日至3日在校內舉

辦「機器人寒假高中營隊」，共有37位

高中生參加，課程安排各式各樣的實作

體驗，包括操作Arduino、學習C語言、

Python影像處理、運用雷射切割等，並透

過實際的手作活動，啟發高中生對機器人

的興趣。

　營隊副召、電機四鄭昌立表示：「籌備

營隊最大的困難在於教材的準備，我們設

計多元的課程，從程式教學到實際動手做

等多項活動，這些課程在材料準備及教案

設計，都要從零開始討論，甚至到活動

前幾天我們都還在使用3D列印機印製教

材。不過，這些努力都值得，因為學員們

皆認真參與營隊，也對課程及實作成品相

當滿意，相信他們在這三天的活動中都收

穫甚多，在未來都能朝向自己喜歡的興趣

發展。」（文／陳楷威、圖／機器人研究

社提供）

　嘉義雲林校友會2月1日至3日在嘉義

縣龍山國小舉辦「紅蜻蜓育樂營」，23位

服務員返鄉貢獻心力，透過設計遊戲關卡

與實作課程，帶領32名小學生在快樂中學

習、成長。

　課程以「自然科學」為主軸，活動設計

融入水資源循環，傳達環保概念，並引導

學童探索課本以外的世界，學習不同知

識，培養多向思考的能力。

　隊長、教科二吳珮栩表示，舉辦服務隊

不僅讓小朋友學習課外知識，也可以培養

他們團體合作與健康的生活態度。透過設

計不一樣的課程，帶給偏鄉孩童有別以往

的體驗，達到「寓教於樂」的目的，同時

也讓服務員有自我實現與成長的機會，彼

此都有收穫，是很特別的經驗。（文／李

意文）

　彰化校友會2月1日至4日在彰化縣

陸豐國小舉辦「『科』望見路上最美的

『豐』景」營隊，由15位服務員帶領57位

學員進行科學教育相關活動，以兒童科學

為主軸，加入雙語教育，嘗試為服務隊開

啟新篇章。

　本次以主題式英文帶入課程，服務員自

創營歌帶領小朋友投入英語學習；以「小

紅帽」故事引導學員認識食品標章、食品

安全與環境關係；營隊主打的科學手作課

程分為兩部分，低年級以物理為主，體驗

手作足球臺，高年級以化學為主，用硼砂

製作史萊姆，讓小朋友自製常見的玩具。

　隊長、管科二黃嬿雅分享，很高興可以

將所學回饋給家鄉的下一代學子，參與服

務隊最重要的是能盡一己之力幫助有需要

的人，而且無形中也結交一群好夥伴。

（文／方亭筑）

　種子課輔社2月1日至6日在花蓮縣

卓溪國小舉辦「政」在「卓」住您的

MATA—實「淡」射擊營隊，由22位服務

員帶領44位學員前往布農族原住民區，體

驗當地文化，並從中學習尊重與包容。

　MATA為布農族語，意指眼睛，希望服

務員、學童都可以親眼看見不同的文化，

也從都市與布農文化間碰撞的火花中學習

尊重理解。隊長、中文三樂純真說明，這

次主題偏向文化交流，因此設計了布農童

謠傳唱、製作弓箭及搭建獵寮等活動，並

且走進部落拜訪耆老，聆聽他們講述當地

故事，讓卓溪國小的孩子學習傳統文化，

政大實小的孩子認識多元文化。這次營隊

大家都很投入，小朋友的反應很不錯，一

開始孩子在相處上有些衝突，到了營隊後

期就都學會彼此尊重。（文／陳映樺、圖

／種子課輔社提供）

　新北市校友會2月2日至4日在新北市

中泰國小舉辦「拯救瓦力的環保大作戰」

營隊，以「環保」為主軸，並融合機器人

「瓦力」的元素，帶領學童認識環境與環

保議題。

　課程設計及活動內容多元，除了有科學

環保、護眼潔牙課程，還有闖關活動、大

地遊戲，以及晚會表演，參與的小朋友都

有個難忘的寒假，服務員也在過程中，學

習到面對各種問題時應對進退的方法。

　隊長、AI二林郅恒分享：「去年因疫情

未能出隊，今年身分從隊員變成隊長，帶

領一群沒有經驗的人舉辦營隊，儘管過程

中遇到不少困難，但大家都互相協助，

我因此學會籌辦活動的相關細節，收穫

甚多。結業式讓我印象深刻，看到隊員們

唱跳營歌及臺下學員的回饋，我忍不住落

了淚，覺得這幾個月的辛苦都值得了。」

（文／宋品萱）

　軟網社2月3日至5日在校內網球場舉辦

「軟網王國大探險」營隊，由12位服務員

帶領32位學童一起體驗打球的樂趣，並從

中學習軟網相關技巧，激發學習動力，也

趁機讓社員間的感情更為緊密。

　軟網社舉辦營隊，希望提升大眾打球風

氣，儘管集訓時有隊員因確診而未能繼續

參與，人員調動很大，每天忙到凌晨才休

息，但大家都很團結面對，沒有人抱怨。

　社長、西語二胡昕媛分享，「雖然籌備

過程一波三折，幸好有學長的幫忙及幹部

們相挺，才讓活動圓滿結束，我也從中學

習到許多寶貴經驗，營隊結束後，大家仍

持續相約聚會，這份互相扶持的友誼，

才是最珍貴且無價的收穫。」（文／張瑜

倫、圖／軟網社提供）

　二齊校友會2月6日至8日在臺南市紀

安國小舉辦「阿寶的糖果王國大冒險」營

隊，由27位服務員帶領44位學童認識氣候

變遷及校園霸凌等議題。

　服務員精心設計一系列課程、遊戲及實

作活動，透過豐富的行程安排，讓學童在

輕鬆的氛圍下了解兩項議題的重要性。

　隊長、會計三方瑜表示，最後要離開

時，有位小妹妹因為捨不得隊輔姐姐而哭

了出來，其他學童也表達對於這次營隊的

喜愛並期待下次再相見，讓她非常感動。

營隊結束後，紀安國小的主任向他們表達

感謝，希望以後能夠再舉辦類似的營隊和

小朋友同樂。（文／侯逸蓁、圖／二齊校

友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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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服務隊返鄉回饋所學寓教於樂

堅持目標 實踐精彩大學生活國企四傅昱森
校園話題   物

　【記者林育珊專訪】「當不放棄目標

成為習慣，自然能擁有不一樣的大學生

涯。」獲選為111學年度優秀青年的國企

四傅昱森，剛從上海復旦大學交換學習

回來。他是榮譽學程及財金法律學程學

生，榮獲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台灣校友會

頒發學術表現傑出獎，並奪得2021年全

國大數據精準行銷盃優勝、2022年TBSA

全國大學生創業競賽全國特優等多項校

外競賽佳績，由學業到專業，從校園到

商業競賽，他一步步完成自身的規劃，

達成每個目標。

　大學四年轉瞬即逝，傅昱森有自己的

規劃和步調。「要清楚目標，把時間花

在正確的地方，有效率且專心地辦正

事」，面對計劃趕不上變化，事情排山

倒海而來時，他會犧牲休息時間，盡力

完成自己的規劃，「切勿前期積極，後

期倦怠，要對自己負責，保持熱情」，

所有的累積會慢慢成就不一樣的自己。

　傅昱森原獲選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

交換，因疫情轉介淡江國際學伴計畫，

110學年度獲選前往復旦大學交換學習。

對此，他分享自己在學習英文和選擇交

換學校的想法。他表示「學習英文是長

期培養，而非短期鍛鍊」，因為喜歡網路

遊戲，高中時就常查詢相關資料，並用英

文閱讀，在興趣與外語結合過程，不僅讓

他更有興趣學習，也不知不覺吸收許多專

有名詞。除此之外，為了訓練聽力與口

說，他鼓起勇氣參與本校英語即席演講比

賽，獲得第2名，他認為體驗沒有稿子說

英文是有效進步的方法。

　談及申請交換的波折，傅昱森認為不論

到哪個國家，都會有不一樣的收穫」，復

旦大學擁有專業師資，在上海舉辦的「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更是他大開眼界的附

加價值，讓這趟歷程更為充實，就他的觀

察，復旦校園的同儕競爭激烈，臺灣學生

在專業領域難有優勢，但在演說、報告和

活動辦理方面，臺灣學生都更加出色，因

此他鼓勵大家看見自己的優勢。

　「學習到專業知識比薪資更重要」，傅

昱森積極參與校外競賽與實習，從中學

習、累積經驗。他分享參與比賽的契機，

是因為老師的鼓勵，而「選題」是獲獎的

關鍵，這與他的實習歷程密不可分，因為

曾在廢棄物處理產業實習，對此領域有些

專業的知識背景，從中與所學結合，在環

境議題備受重視的時代，自己因此在眾多

隊伍中脫穎而出，因此他推薦可到不同

產業實習，除了學習不一樣的專業知識

外，更能夠提高個人價值。

　對於未來，他想持續進修分析與行銷

領域，期望將校園和實習所學的專業技

能結合，在確認目標後，努力實踐，走

出屬於自己的一條路。

▲國企四傅昱森為 111 學年度優秀青年，
努力實踐所訂目標。（圖／傅昱森提供）

社團大聲公

教設系系學會
　「教育與未來設計學系系學會」是上

學期新創的系學會，幹部都是教設系

第一屆學生，他們沒有系上學長姐的帶

領及經驗傳承，許多事都必須靠自己摸

索，過程相對辛苦。會長、教設二陳柏

宏表示，為了讓下一屆的學弟妹有活動

可以參加，大家都願意投注心力和時間

來舉辦活動，籌辦過程雖然很累、很辛

苦，但看到學弟妹開心的樣子，就覺得

一切都值得了。

　在活動的安排上，系學會在上學期舉

辦了多場聯誼活動，其中的系迎新讓

大一生認識彼此外，也可以和大二學長

姐有所互動。另外，和人工智慧學系一

同舉辦聯合宿營，因為都是新創立的學

系，想法比較相近，因此活動圓滿落幕；

聖誕節也舉辦交換禮物及表演活動。本

學期將安排系遊，帶領學弟妹一起去培

養籌備活動的能力。

　陳柏宏希望學弟妹們加入系學會後，

能把大二生之前沒機會體驗到的活動都

盡情參與，享受活動的樂趣及收穫，也

期許每一位幹部都能認真地進入狀況，

並協助彼此。（文／林芸丞、圖／教育

與未來設計學系系學會提供）

　【記者朱映嫻淡水校園報導】原資中心

攜手源社於2月22日晚上6時30分在B115，

邀請臺灣大學社工師高約翰，以「當別人

說我是『假原住民』—在認同夾縫中爭執

的生命歷程」為題，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談自我認同。

　高約翰雖有來自母親的布農族血統，但

出生後便在平地長大，並不認為自己是原

住民，對於布農族的族語、文化絲毫沒有

概念。國中時，父母希望他能改從母姓，

取得原住民身分補助，基測後導師告知他

的成績加分後可以上建國中學，但就讀建

中時高約翰的心理狀態很不好，因為外表

不像原住民，也不了解原住民文化，卻享

有原住民生的資源補助，相較於其他同學

的成績、背景都讓他感到焦慮。

　大學期間，高約翰害怕接觸和原住民有

關的事物，甚至認為不應該再去使用其

他原住民生的資源。但在母親去世後，

他回到部落，平時不甚熟悉的大舅媽竟然

抓著他的手，哭著說：「原來你還記得我

們。」那時候才意識到，原來部落的親戚

還惦記著他。「當認同終於穩定，行動就

會自然產生。」因此，高約翰開始積極地

期望自己能為族群、部落做點什麼。

　最後，高約翰提醒同學「對於身分認同

要靠自己去思考。」其實做好自己就夠

了，不需要太快去接受外界投射在自身

的看法，總會有人接納全部的你，站穩了

再積極行動，累了就先休息。他希望在未

來，對於身分的認同不會成為阻礙，原住

民同學都能勇敢自信的說自己是原住民。

高約翰分享生命歷程談身分認同

　【張瑜倫淡水校園報導】由體育事務

處主辦「111學年度全國羽球邀請賽」於2

月18日至19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開打，計

有男子組16隊、女子組15隊，經過一番激

戰，本校再度奪得男子組冠軍，守住主場

勝利，女子組則由輔仁大學拿下冠軍。

　羽球隊教練、體育教學與活動組組長黃

貴樹說明，全國羽球邀請賽已有超過四十

年歷史，是分區錦標賽前較為大型的賽

事，多數學校皆會參賽，藉由交流切磋，

讓彼此球技更精進。同時，他也鼓勵隊員

們繼續努力，提升技能，期待能在接下來

的112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再創佳績。

　羽球隊隊長、觀光二鄧楚睿表示，「這

次能奪冠是因為黃貴樹教練對於球隊的信

任，他讓我們在遇到狀況時學習自主處

理，教科四王文陞協助督促隊員，讓所有

隊員都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為比賽勝利

貢獻一份心力。」

▲本校羽球代表隊再度奪得全國羽球邀請
賽男子組冠軍。（圖／羽球代表隊提供）

全國羽球邀請賽淡江男子組再奪冠

親善大使團歡慶25週年
　親善大使團2月20日至24日在黑天鵝展示廳

舉辦25週年團慶暨成果展，20日上午9時舉行

開幕式，校長葛煥昭、學術副校長許輝煌、學

務長武士戎等多位一二級主管到場參與。

　團長、會計三范瑋萁表示，「藉由成果展

讓大家認識豐富多彩的親善生活，希望能有

更多人加入，共組閃亮的星空，點亮自己，

照耀他人，3月2日有招生相見歡活動，歡迎

大家踴躍報名。」（文、攝影／陳嘉雅）

▲台南校友會 ( 左上圖 )、嘉義雲林校友會 ( 左下圖 )、彰化校友會 ( 右上圖 ) 及新北市
校友會 ( 右下圖 ) 於寒假期間返鄉舉辦營隊，回饋所學。（圖／各校友會提供）

　【本報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於本學期

持續提供法律諮詢服務，並設置法律諮詢

服務信箱，舉凡交通事故、租賃問題、個

人財務、私人糾紛、智慧專利、家庭問

題、勞資糾紛等問題，歡迎有需求的教職

員工生多加利用。

　有需服務者請至生輔組法律諮詢網頁下

載「法律諮詢服務申請表」，以E-mail傳

送至法律諮詢專用信箱（law@mail2.tku.

edu.tw），將安排書面回復或現場諮詢，

寒暑假期間暫停服務。相關訊息請洽生輔

組學輔創新人員溫漢雄，校內分機3480。

學務處提供法律諮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