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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節快樂
體育室教授郭月娥，經常在體育室中駐守，
以愛心耐心對待學生。︵攝影／黃立欣︶

40年的體育教學經驗，獲得資深優
良教師的體育室教授郭月娥指出，讓
學生去實際體驗運動，是她最重要的
體育教學工作之一。
郭月娥打趣的比喻，上體育課看不
到學生，就像是「媽媽在家裡飯
煮好了，但兒女跑不見，很生
氣也很失落。」但只要先告
知與溝通，就能省去不必要
的衝突和麻煩。郭月娥教
導體育，更熱愛體育，希
望人人都秉持著「活著就
要動」的理念。
在教學上，熱愛體育的
郭月娥，她認為，運動場
上沒好、壞學生的差別，

是個像媽媽的體育老師
她只想把熱愛體育的心情傳達給學
生。她說，體育老師必須重視學生的
感覺，讓學生活潑起來，喜愛運動。
生化四王彩惠說，「老師很有媽媽的
味道，常常叮嚀同學各項安全問題。
另外，老師常常都很High！讓人感到
很放鬆，也能享受運動。」
談到多年的運動經驗，郭月娥馳騁
運動場，是從淡江中學前身崇德女中
的女籃隊開始，一路保送至師範大學
體育系，其中參與國泰人壽女籃隊，
更三度入選亞洲盃女子籃球錦標賽，
還曾被前總統夫人蔣宋美齡、韓國首
任總統李承晚接見，可見在民國50年
代是風靡全台的女子籃球明星呢！身
旁的楊繼美老師學起當時體育主播傅

陳幹男將教職融入生命
吸收最具前瞻性的知識，才能讓他們有顆活化的
頭腦。」雖然化學領域多為學術導向，但為了學
生未來的就業發展，陳幹男也努力與社會共舞，
讓化學走向實務，使學生在畢業後，可以與產業
接軌，他語重心長地說：「學生投注青春在這個
領域，我們有責任，讓學生知道現在社會的脈
動。」
在淡江的難忘歲月中，他經常前往世界各地學
術交流，以他的眼及心，為學生帶新知、紀錄所
見所聞，他說，「學生就像是我的子弟一樣，身
教、言教，並分享我在研究及生活上的點滴。」
陳幹男說到，「關起門來做學術是必經的過程，
但一定要跟不同國家的學者交流，才有創新思
維。」與世界各地學者「做朋友」，在學術與教
育理念上才能精進。另外，他在世界各地也以相
機紀錄所見所聞，更把握機會參觀各國的博物館
及美術館，他說，「我經常是只要能照的都照，
照到手都酸了。」陳幹男以行腳豐富教學，是為
了能將收集到的資訊百寶箱送給學生，讓教學生
動，也讓學生增廣見聞。他真可稱為學生的多元
行動百寶箱！（文／梁凱雯）

化學系教授陳幹
男，總是鼓勵學生
用心學英文。（攝
影／鄭雅文）

達仁實況轉播「郭月娥以神準的傳球
助攻，成功拿下1分。」
以打籃球多年經驗，學生最常繞著
問她規則問題，她認為規則是一本
書，時常改變。「所以我不教規則，
只要學生記得不違例的事情，自然可
歸納出來。」面對教學，在無邊際的
運動場上，她也有一套獨特的計算缺
席模式，「老師和學生相處應是建立
在信任與尊重上。」在郭月娥的教學
理念中，運動是很自在的，不是被限
制的。她以捉挾的口吻說，「我不想
上課像捉賊！」
說到最喜歡淡江的地方，郭月娥
老師不假思索說「體育室！」，因
為體育室有在教學與體育競賽上的知

愛山愛水也愛學生
「懷有熱忱、態度親切」，是全球
創業發展學院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副
教授林銀河最令人深刻的印象，在學
生眼中他不僅是課程上的專業教授，
更是生活中遇到逆境時的導航。身為
宜蘭人的他，對於宜蘭這塊土地懷抱
著家鄉的認同感，使他在宜蘭林美山
上，不但展現對家鄉的熱愛，也投入
對學生的真情關懷。
對林銀河而言，學生就像自己的孩
子，由於蘭陽校園的學生需要住宿，
相處機會多，在學業上，希望將他所
學傾囊相授；在生活上，他認為教育
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態度」，在他眼
中沒有好學生與壞學生，「只要了解
每個孩子多樣的特質，有落差不見得
是不好，許多學生只是需要花時間關
心，不能放棄！」他認為，「不管學
生的價值觀為何，擁有人生目標是很重要的」，有
了人生目標就能建立起使命感與責任感，學生才有
能力去承擔自己的選擇。對他而言，即使是明天
就要轉學出去的學生，他也願意花時間談談人生目
標、未來方向。
秉持蘭陽校園的「全人教育」精神，他認為，教
導學生應該著重於社會責任與倫理，在林銀河的觀
念裡「環境塑造人的品格」，所以除了學校創造優
質的硬體學習環境，不可忽視的是老師的身教。他
認為，「看到學生身上未來的希望」很重要！這也
是為什麼，他曾有在學時成績不理想的學生，出國
回來脫胎換骨，或在業界表現相當亮眼。
提到他受到學生的喜愛，他笑說，「只要在畢業
後會想到我，我就很滿足了。」學生會直接稱林銀
河「老大」，可以想見林銀河的親和力，學生在畢
業後會找他一同吃飯，顯示他受學生喜愛及懷念的
程度。
在與學生朝夕相處的日子裡，林銀河將學生當成
朋友，學生與他相處起來沒有距離，自然願意向他

嘰嘰喳喳謝師恩
資圖二洪琦華 給資圖系鄭美珠老師
我們是您教導資訊組織的最後一屆學生，雖然有時我
們可能會讓您操煩，但您教學的認真模樣，我們都感恩
在心裡，只是太害羞不敢表達對您的感謝。非常感激老
師在這一年裡帶領我們進入資訊組織複雜的世界，在這
個專屬您的節日中，祝福您健康快樂。
英文二楊安安 給英文系蔡慧敏老師
想當初還是清純小大一的時候，抱著不安的心情上英
語會話課，但您親切的態度，讓我將恐懼拋到九霄雲
外，沉浸在活潑又有趣的會話課程中，我尤其最喜歡聽
您分享出國留學的經驗，對我真的非常受用，老師就像
和煦的陽光，溫暖我的大一生活，感謝您的照顧。
國企二傅薺葳 給體育室劉金英老師
每次上老師的體適能課程，只有「揪甘心」可以代表
我的心情，每次考試時老師都會照每個人的體能來安
排，讓那些能坐就不想站的同學都有活動的樂趣，而且
就算感冒虛脫請假，老師也會以溫柔的口吻關心同學是
否康復，超級感謝老師的善解人意，希望老師身體健
康，體力更好！
大傳二楊怡宣 給大傳系黃振家老師
嘿！永遠笑咪咪的振家老師，在您幽默風趣的教導
下，打開了我對廣告學的興趣，而且也因此有機會參訪
知名的奧美集團，雖然是在早上的課，但大家依然備著
十足的熱情，專心聽講。希望您往後依然能笑口常開，
每一天都是happy day！
建築三溫善淳 給建築系宋立文老師
每次上您的建築設計，不只能學到專業知識，還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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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楊繼美老師。陪在一旁的楊繼美
說，「我們是擁有革命情感的姊妹！
郭月娥是好老師，學生只要說聲美麗
的郭媽媽，郭老師馬上就成為名副其
實的郭月「鵝」，美麗的天鵝，對學
生十分溫柔哦！」郭月娥說，「我
和繼美是最佳的搭檔，從民國74年到
83年一路衛冕全國大專盃團體羽毛球
賽冠軍。」最難忘的是，「當時校長
張家宜，還買防曬油和面膜給我們用
呢！」今年是郭月娥與好姊妹、她喜
愛的學生，在淡江邁入第40個年頭，
她開心地笑說，「我有兩個家，一個
是我的家庭，另一個是淡江！」接下
來，她仍會以愛體育的熱情，更用心
教導學生。（文／翁浩原）

林銀河：學生就像自己的孩子

勉勵學生以英文為人生觀景窗
化學系教授陳幹男，將30年教職融入生命裡，
嵌在生活裡。
打開陳幹男的教職百寶箱，除了滿滿的研究教
材外，有一個秘技，他始終對學生耳提面命－要
學好英文。「學好英文，讓人與人的交流無國
界！」陳幹男笑著強調，這是他教學的重要圖騰
之一！
陳幹男自本校化學系畢業後，赴美攻讀博士，
回台是因遵守與父親的承諾，「一畢業後父親
打電話給我不是祝賀，而是問我什麼時候回台
灣？」民國69年開始在本校化學系教書，但當時
他並不把教職當作長久的路，陳幹男不捨地說：
「其實是捨不得走，對淡江的感情太深，真的沒
辦法放下。」因為和母校這段緣分，讓他仍決定
留在淡江，奉獻40年的教職生涯的優異表現，在
其出色的研究成果可見一斑，而為人圓融謙和，
更使得與他相處的師生樂於與他相處，化學三黃
詣琇很開心地說，「老師每次都樂於跟我們分享
他的經驗，而且在課餘時間老師也會和我們打桌
球，完全沒有距離。」
提及對學生的期許，陳幹男認為不但要有專業
競爭力，更重要的就是語言能力，「英文真的讓
我獲益相當多」，他分享自己學習英文的過程，
並無他法，就是毅力！這時他加重語氣地強調，
「你認為哪個字寫得最不順手，每天寫十次，要
不斷、不斷地練習。」他憶起，在美國時，因優
秀的英文能力，讓他在工作上較受上司青睞，而
且容易跨越種族藩籬，和外國人打成一片。甫自
化學所畢業的潘冠廷，深受陳幹男的影響，「老
師常常和我們提到英文的重要性，且經常提醒平
時就要好好訓練，並鼓勵我們參與英語檢定。」
談到學術研究，陳幹男眉飛色舞地說著，彷彿
學好英文就有了魔術棒。他認為做研
究一定要「update」最新的資訊，然
而，這就需仰賴語文能力，才能獲得
第一手資訊。他堅定地說：「我不希
望學生還在學習老掉牙的理論，讓學生

全民英檢秘笈

HAPPY TEACHER'S DAY

郭月娥以校為家

們分享了許多做人的道理，另外老師不只輔導我們課業
的問題，我們心裡的任何疑難雜症，老師也盡力幫助我
們，但也希望老師有多一點屬於自己的時間，別總是掛
心學生，老師，您辛苦了！
教科三 林郁君 給教科系吳純萍老師
老師教師節快樂。您總是不辭辛勞地指導我們，並發
揮所長，使學生感受到甚麼是對教育的熱忱，這份熱情
同時感染了我，在老師身邊總能學到很多東西，如：我
學會以積極的態度，多角度的思考做事。老師上課時總
會有意想不到的驚喜，讓學生除了學習外，也能更投入
於課程中。謝謝老師給了我很多想法，讓我知道自己還
有那麼多不足，未來也期許自己能向老師多學習。
經濟二 王意淳 給會計系的洪雪卿老師
自從聽了老師一年的會計課後，我深深地覺得能被老
師您教到是幸運的。因為您總是能將複雜的運算解釋得
清楚明瞭，授課的進度也都是按著計畫表進行，才讓我
們不慌不忙，安心地學習。我還記得在上學期最後一堂
會計課，大家問老師有沒有繼續教中級會計課，聽到老
師給的答案是「沒有」時，大家都失望極了，真希望未
來能有機會再上老師的課。教師節快到了，祝老師教師
節快樂，感謝老師一年來的用心教導。
保險三 吳獻惠 給中文系的許維萍老師
在老師的中國語文能力表達課上真的學到不少，在我
心裡，總是對上台說話有種憧憬，因此我很熱衷於您的
課程，某次在討論課發表「何謂文學？」，我不知哪來
的邏輯，說出讓同學都對我投以崇拜眼光的內容，老師
也對我抱以讚賞。在課堂上，老師總能言之有物，教導
我們如何閱讀一本書、看待生活瑣事的美好...等，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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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創系副教授林銀河，以全人教育精神，投
入時間及精神關懷學生。（攝影／欒婷婷）
透露課業或生活上遇到的困難，並與建立起良好的
溝通橋梁。這也是他不只帶學生的人，也帶他們心
的關鍵。曾在大三出國那年，因學校制度而遭遇出
國困難的資創四官志遠，在林銀河的幫助下，順利
出國，並完成在海外一年的學業。官志遠說，「和
一般的老師不一樣，給人親和的感覺，林老師主動
打破與學生的隔閡，給我幫助，讓我得以完成大三
出國。」
林銀河對於大自然擁有無限熱情，更享受著回到
家鄉教書的歸屬感。喜愛擁抱大自然的他說，雖是
資訊出身，但隨著年齡增長，漸漸地體會到「人、
土地、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文化及生活型態，需要
了解與關心。現在更運用服務學習等課程，讓學生
在服務、大自然與人際互動中，關懷土地、發現自
己未來的方向、找到希望。
（文／陳昭岑）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一、重要單字
1、束腹 girdle
2、腰 waist
3、尿布 diaper
4、尼龍 nylon
5、羊毛 wool
6、睡袍 sleeping gown
7、睡衣褲 pajamas
8、背心 vest
9、女用內褲 panties
10、男用內褲 boxers (四角褲)
briefs (三角褲)
11、高領衣 turtleneck (各種質料皆可)
12、敞篷車 convertible
13、時髦的 fancy
14、喇叭；按喇叭 honk
15、更新 update
16、千斤頂 jack
17、備胎 spare tire
18、行李箱 trunk
19、油箱 gas tank
20、加油 refuel

二、填充題
1、穿件束腹吧，腰會看起來細一點。
___ ___ a ___ . It___ make your___
look___.
2、我要給我兒子買尿布。
I'll buy some ___ for my son.
3、我看不出這是羊毛的還是尼龍的。
I can't ___ if this is ___ or ___ .
4、我睡覺的時候不愛穿睡袍，也不愛穿睡
衣褲，而是棉背心。
I usually do not sleep___ a ___ ___ or ___
I ___to sleep in my___ ___ .
5、你最好穿一件高領毛衣來保護脖子。
You'd better ___ ___ a ___to protect
your ___.
6、這一輛敞篷車好拉風哦！
This ___ is ___.
7、不要按喇叭，這樣很沒禮貌！
Stop___ ！This is ___ ！
8、你的GPS有沒有去更新啊？
Did you ___ your GPS ___？
9、我把千斤頂和備胎都放在行李箱裏。
I put the ___ and ___ ___ in the ___ .
10、油箱快空了，趕快去加油吧！
The ___ ___ is almost empty.
Let's go ___ it.

三、答案
1、Put on , girdle , will , waist , smaller
2、diapers
3、tell , wool , nylon
4、in , sleeping gown , pajamas , prefer
cotton vest.
5、put on , turtleneck , neck
6、convertible , fancy
7、honking , rude
8、have , updated
※GPS不是我們自己更新，而是拿去請
人更新，所以是使役動詞。
（have + 受詞＋p.p.)
9、jack , spare tie , trunk
10、gas tank , refuel

文／梁凱雯、陳思嘉整理
圖／陳頤華

上，激發了我對描述一件事情，甚至辯論一件事的勇氣
及渴望。謝謝老師讓我在您的課堂上，以犀利的口吻發
表我的個人意見，也謝謝老師讓我明白，站在台上講話
是多麼令人振奮的事，雖然您可能不記得我，但我會一
直記得我在淡江大學，曾經上過這堂受益良多的中國語
文表達能力。
英文三 羅品珺 給英文系游錫熙老師
進入淡江大學英文系，首當其衝的就是一堆高中從來
沒有接觸過的文學課，而面對這樣的徬徨，還好當時有
導師游錫熙的協助，讓我對於準備英文系的專業科目，
有了頭緒！還記得，當初導師面談的時候，我問了老師
一個問題──如果遇到的新單字怎麼都背不起來的話該
怎麼辦？老師回答我：那就每看到他一次就查一次字典
啊！不然字典是要用來幹嘛的？以前的我總是被老師灌
輸，要一直不斷的背單字，少用字典或電子辭典的這種
觀念，從來沒有從老師口中聽到像游錫熙老師一樣的建
議！所以很感謝老師能夠提供我這個新觀念，讓我在以
後學習的路上，再也不會因為遇到艱深的文學作品時，
而感到退卻了。謝謝您，游錫熙老師。
土木三 賴育暘 給在大學教導過我的老師
經過三年的大學生涯，幾乎每位老師給我的印象都是
在以前的求學階段所想像不到的。以前，老師總是告訴
我們不會的題目就硬記死背下來就好，久而久之，就變
成了填鴨式教學。上大學後，老師教我們讀書的方法，
其中，更重要是求學的心態。老師常跟我們說：成績的
高低並不代表什麼，重要的是學習態度。聽起來不特
別，但卻發人深省，教人謹記於心。我想對教過我的老
師們都說一聲：老師謝謝您，教師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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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冠瑜在西門町河岸留言演唱
西語四黃冠瑜於暑假與知名獨立樂團Miss
Dessy，共同在西門町河岸留言舉辦小型演唱
會，河岸留言為音樂人及獨立樂團發源地，
知名創作歌手經常在此舉辦個人演唱；黃冠
瑜自大二學習吉他後便致力於創作，除了參
加金韶一舉得冠，也在外表演，逐漸展露頭
角，當天她一連表演了八首自創歌曲，獲得
滿堂彩，她表示，將感情用音符傳達是一件
細膩的事，未來將會持續創作。（林姍亭）

羅令君分享偏遠志工服務經驗
未來所碩三學生羅令君，於8月在國際志工
組織ELIV舉辦的年會中分享他在一、二月間
到越南蓋豬舍的經驗。他表示跳出自己舒適
的生活圈，在較為偏僻的地方幫忙，不希望
只是短時間的輔助而是教導他們以當地取材
的方式來改善的生活。而轉過頭看看自己，
他又說檢視原本的一切，很多事像是理所當
然，但其實真相是被隱藏的。ELIV將陸續舉
辦類似性質的營隊，羅令君希望有機會大家
能一同參與。（洪予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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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e-mail：
rightfighting@hot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
外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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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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