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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各種可能
比台灣晚一天的中秋節，我站在車站等著校車
來時，感受到涼風穿過樹葉吹來。秋天的氣息，
即使在萬哩之外的”愛城”(Iowa City)，其實也
是同步零時差的。閉上眼讓感官沈浸在這種近乎
催眠的陣陣草本飄搖的天籟聲中，腦海中浮現第
一個來美國愛荷華大學的2007年夏天。
我不做學生已經很久了，也沒想過自己會在這
麼老的時候又重拾書本。從淡江大傳系畢業後，
短暫的在傳播圈試了一下水溫，雖然真是個光鮮
亮麗的花花世界，卻想要一份安穩和踏實；接著
唸了一個教育碩士後，過關斬將擠進人人羨慕的
教職工作，沒有人想到我會在舒舒服服的做了八
年的國中輔導老師後，毅然決然放下”鐵飯碗”
到美國攻讀博士。
University of Iowa，愛荷華大學，位在美國中
西部，美國人說是”the heart of America”，是一
個可以感受真正美國文化的地方。“愛大”雖不
是一所大家熟悉的東西岸名校，但卻是與台灣淵
源頗深。前教育部長吳京，雲門舞集創辦人林懷

民，名主播李四端都是傑出校友。在這麼一個鄉
村的農業州，卻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址，包含白
先勇，余光中，鄭愁予及世界各地的作家都曾踏
足這個愛城小鎮--因為這個自1936年創立迄今響
譽國際的”作家工作坊”(Writer's Workshop)。除
了濃郁的文學氣息，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也為愛
城注入了豐富多元的活力。我選讀的是諮商員教
育系(Counselor Education)，在諮商的專業是個新
興的領域，只有三四十年的發展歷史，台灣目前
也沒有相對應的科系，不過我們的教育學院則是
具有百年歷史，可以說是教育方面的先驅。
留學的辛苦是體力與意志力的挑戰，尤其是唸
博士班，至少是4到6年的異鄉生活，加上語言文
化與生活環境的適應，是一個全新的旅程。我常
與友人在MSN或facebook分享在國外唸書和工作
的辛酸，雖然能得到遠在千里的支持和打氣，很
多時候還是得自己面對，硬著頭皮熬夜到天亮。
只因為人在異地，事事都比在自己的地盤上困難
一百倍。記得去年冬天去國小實習時，積著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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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怡君
路上，車子一直打滑，感覺真是心
跳快停止；但窄窄的鄉村小路，停
也不是，前進也不得，心裡祈禱著
“千萬別撞車”一路膽顫心驚的龜
速爬行到學校。
除了緊張驚險的經歷外，當然也
有開心及充滿成就感的時刻。前年
的美國諮商年會(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遇見了世界聞名的諮
商界大師，也是我第一本諮商教科書的作者－
Gerald Corey，能在國際性的會議遇見他本人，而
且被他熱情的邀約及免費參加他的工作坊擔任義
工，真像是美夢成真，讓我在這一個行業更感到
強烈的歸屬感。此外，在唸博士的過程中，有機
會擔任助教的工作，教美國大學生及碩士生相關
的課程，也讓我體會到教育的各種領域及層面，
學習到與成人互動及青少年的不同，也累積自己
未來在大學教授課程的實力，期待有一天能學成
歸國，為台灣的教育，尤其是諮商輔導領堿，貢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獻一己之力，造福更多的孩子們，讓他們身心健
康，快樂的成長。
9月底剛過完中秋節，台灣微涼，愛荷華州卻已
經是10度左右的微寒，必需穿上外套和長袖衣物
保暖了；夜裡有時還降到5、6度左右，楓葉紛紛
變色，準備要進入漫長的雪季了。季節流轉，眨
眼間我也在異鄉求學進入第4年了，還是不懂自己
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勇氣和毅力支撐到現在！但人
生的各種可能你永遠不知道，如果有夢想，不管
多晚，只要開始就有希望。

文 楊豫揚（現為資深媒體工作者、獨立製片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講師）
經歷：光啟社企劃部經理、台灣飛利浦多媒體事業群經理、資策會科展中心組長、華視教學
事業處處長。

未來，發生在淡江

淡江4年，在人生的旅途中是
很短暫的，但是，淡江回憶卻是
永久的！雖然已經畢業28年，但
是，個人在工作、事業、乃至於
家庭，幾乎沒有不和淡江的這四
年產生關連。我在淡江的故事，
就從現在最流行的腳踏車開始談
起！
由於工作和興趣的關係，我現
在每天騎著鐵馬，馳騁在台北街
頭，它是我鍛鍊腳力、維持健康
的重要工具！話說民國67年我
考上淡江東方語文學系（後改日
文系），我從台北的家搬到淡水
租屋，除了隨身行李和書籍外，
也把我的一台變速腳踏車騎到了
淡江！那台車曾經陪我一年的補
習班生涯，度過365個重考的日
子！考上淡江，我有很長一段時
間，天天從山下的水源街騎到山
上的教室。的確，在淡江校園，
看到有人騎腳踏車在當時是很
稀有的，現在，騎車風氣如此興
盛，我不知道現在有人騎車上山
嗎？不過，我當年的壯舉，在很
多同學看來，的確是異類。畢業
那年有同學開始騎摩托車上山
了，也引起不少人的側目，因為

那時有摩托車，還真有富可敵國
的架勢，追起女朋友，比騎鐵馬
的要容易多了！
在淡江另一個回憶，就是演
戲！大二那年的迎新，我跟曾任
淡江日文系系主任劉長輝老師一
起演一齣日文版《三娘教子》！
當時，轟動整個日文系，記得
那時活動中心座無虛席，我們租
了戲服，自編腳本，把《三娘教
子》演的活靈活現，那同時也是
一堂日語初級課的50音教學示範
演出呢！接下來3年，參加了校外
外語學系競技的世界劇展，還有
學校的畢業公演，在淡江日文系
的4年中，問我學了哪些日文課，
我實在很難回答出來，但是說到
演戲這件事，我倒是記憶深刻，
如數家珍！
而在大學多樣角色及工作中，
可以實現並補足我缺憾的是「新
聞研習社」、「淡江週刊」的採
訪寫作訓練，一直以來我都嚮往
新聞相關工作，當時的「新聞研
習社」、「淡江週刊」，培養出
企劃、編輯的執行能力，使得在
畢業後進入光啟社工作，雖然沒
有受過專業的傳播訓練，卻也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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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學生時
親近一下學妹或是表現一下自己的實力。我在大一升
代的採訪訓練，
大二時，終於情定同班同學，兩人從大二開始成為
磨鍊出文字能力，
班對，好幸福也好辛苦，也因為社團、活動、
更加深我的熱忱！
班代各類活動多，真是學業事業
在光啟社，從實習生
多頭忙，還好一路
開始，投入電視工作
的行業，又陸陸續續參
與廣播、多媒體、活動策
展工作等等，一直到現在媒
體領域工作這麼長一段時間，
最重要的啟蒙還是在淡江「新
聞研習社」，參與淡江週刊的編
輯與寫作，接觸業界實際
工作會發現，文字能
力是一切能力的重要基
石，當時冷楓教授給我們
的指導，參與編輯的點點
滴滴，讓我搞新聞愛上了媒
體，搞編輯愛上了社團！
最後，要說最重要的
事情－交女朋友，
在學校騎車
上學，
總想
吸引
一點女同學的
注意，當時我在社團
當幹部，總想藉機多

走來始終如一。當時，
班上眾多班對中，我們
到後來也是碩果僅存的
一對，直到今天，孕育
了三個寶貝，說來這一
切也是在淡江結的好緣
好果，這些深刻的記
憶，無一不是和淡江相
關！
回憶總在淡江
時，我想起，當
時修過一門課叫
『未來學』，從
進入淡江開始，
我的後半人生，
就是一門淡江的
未來學吧！

圖／張莘慈

林子揚

一、重要單字
1、白蘿蔔 turnip
2、蚵仔 oyster
3、炒蛋 omelet
4、切片 slice （名詞及動詞）
5、QQ的 chewy
6、小吃攤 food stand
7 、小吃
snack
8 、名聲 fame
9、觀光客 tourist
10、甜點 dessert
◎與沙漠desert字相近，記憶方式：因為甜
點愈多愈好，所以有兩個"s"，沙漠愈少愈
好，所以有一個"s"。
11、羊肉爐 mutton pot
12、木瓜牛奶 papaya milk
13、芋頭 taro
14、口味 flavor
15、珍珠奶茶 bubble tea
16、澱粉 starch
17、流口水 (my) mouth waters
18、臭豆腐 smelly tofu
19、魯肉飯 rice with braised pork
20、原來的 original
二、填入適當的字
1、我們全家都愛吃蚵仔煎和蘿蔔糕。
My ___ family ___ to eat ___ ___and ___
___ .
2、我媽媽做的刀削麵很Q。
The ___ ___made ___ my mom ___ ___.
3、那家小吃攤賣各式各樣的台灣小吃。
That ___ ___ sells ___ kinds of ___ ___.
4、士林夜市很有名，吸引許多觀光客。
The ___ of Shih-lin ___ ___ ___ many
___.
5、我最喜歡吃的甜點是紅豆湯圓和豆花。
My ___ ___ are ___ ___ ___ with rice ___
and ___ ___ .
6、岡山的羊肉爐很有名。
The ___ ___in Gangshan are ___ .
7、高雄的木瓜牛奶和芋頭珍珠奶茶馳名
全國。
The ___ ___ and ___ ___tea in Kaohsiung
are famous ___ the country .
8、你吃太多澱粉了！
You are ___ too much ___ ！
9、我一想到臭豆腐和魯肉飯，口水就要
流出來了。
My ___ ___ when I ___ of ___ ___and
___ with ___ pork.
10、你要哪一種珍珠奶茶？原味還是芋頭？
What ___ of ___ ___ would you like？
The ___ or ___?
三、答案
1、whole,loves,oyster omelets,turnips cakes
2、sliced noodles,by,are,chewy 3、food
stand,all,Taiwanese snacks 4、fame,Night
Market draws,tourists 5、favorite desserts,red
bean soup,balls,Tofu pudding 6、mutton
pots,famous 7、papaya milk,taro-flavored
bubble,across 8、having,starch 9、mouth
waters,think,smelly tofu,rice braised 10、
flavor,bubble tea,original,taro

劉中薇編劇「女王不下班」開播

校友寫真

以良心默默耕耘 獲優秀教育人員獎肯定

彰智阿信李及時 牽孩子的手找生命出路

李及時以愛心帶領學生，侃侃而談特殊教育教
師們的付出。（攝影／洪翎凱）
【記者王育瑄專訪】置身在彰化啟智學校，才得以親身感
受，李及時就算是週末，也忙著為孩子們精心設計自己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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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他是本校電子工程學系畢業，甫獲教
育部99年度優秀教育人員獎，現任彰化啟智學
校的教務主任－李及時。
臉上總是掛著燦爛微笑的和藹叔叔李及時，
在彰化執教超過20年，先後在正德高中與彰化
啟智學校服務。對他來說，生活際遇雖不同，
但相同的是，在從事教育的列車上，以踏實、
專注默默付出，讓他的生命在特殊教育中發
光，並牽起無數孩子的手，帶領他們走過學習
路程。
投身特殊教育，李及時是在同事的推薦下
報考彰化啟智學校。進入該領域後，當時為
了給學生具體化的課程內容，下課就泡在學
校的資源教室裡找教具，「有時候走在大賣
場或書局，突然看到與孩子息息相關的學習
內容，可以用來給孩子學習，當下就會買回
來用！」另外，也會想辦法在網路上搜尋其
他老師的經驗，參考可用的教材。「把能在
網路download、自行設計的，分門別類整理出
3百多份作業單。」就這樣，投資大量時間為
孩子量身訂作教材，只為讓學生學會作業單的
內容，學習內容包含日常生活接觸的點點滴
滴。設計教學內容之外，李及時在課堂上必須
示範，且抓著孩子的手一步步帶領，不斷重覆
加強實作經驗。測驗時，也不同於在一般學校
的紙筆考試，而是運用圖像辨識等方法來評估
學生的學習情況。他說：「跟一般準備課程，
拿了課本就教學的情況相較，要花的心思更
多。」
「能夠讓學生學習自理，可以自己盥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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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是李及時最初的教育理念。真正在特
教領域深入付出後，他開始感受到「孩子不會
什麼就給什麼，反而容易造成負擔。」他認
為，特殊教育若採補救教學，認為孩子字寫不
好的學生不斷練字、書背不好的學生反覆背
誦，造成學生學習份量加重，並容易忽略學生
與眾不同的特殊能力。
李及時認為，能力較好的學生經課程設計，
可以學會部分技能，得以工作分擔父母煩憂。
例如，在實際帶領班級過程中，他近身觀察一
位頑固型癲癇孩子，不像一般人要對準利樂包
的吸管洞，他可以很精準的『啵』！一聲就瞬
間插入吸管。他想，這個特質如果稍加訓練，
也許可以從事電路板零件作業、鎖螺絲孔等工
作，這是其他人不一定有耐心從事的職業。這
也是在特殊教育中，由於學生能力的差異需要
個別輔導的原因。相對地，教學方法也必須靈
活，才能讓學生有效地學習。而李及時生活就
此投在設計多感官教學、實物操作學習、角色
扮演、實地教學等多樣的教學方式中，不斷進
化。李及時的妻子黃明瓊表示，先生投入大量
時間從事特教，自然會使與家人相處的時間減
少，「但我仍然十分支持！」有時我們的孩子
會抱怨爸爸陪伴他們的時間少，我會讓他們
知道「爸爸在做良心事業，教導一群特殊的孩
子。」
彰化啟智學校校長陳素雲表示，李及時除了
將自己份內的事做好，也願意為需要輔導的孩
子付出時間與心力，連週休二日都不例外。她
形容李及時是「彰智阿信」，事情「做的對、

做的好、又很愛做」，就是因為他做什麼事都
不會預期自己能得到什麼報酬，同仁們更加信
賴他，也覺得這個獎項是實至名歸。同樣地，
對李及時而言，「教育是一種良心的事業，而
特教是良心中的良心！」他竭盡所能以學校
各項資源教導學生，他發現，孩子由於在被
保護的環境中長大，為了讓他們比照社會真實
環境，就得板起臉來，他說：「雖然有時不忍
心，但現實中不可能要每個人都對我們的孩子
包容。」而特殊教育因與一般教育相異，故面
對諸多的評論，他表情嚴肅地談著，有些外賓
會覺得老師怎麼對學生這麼兇？「我會說，該
糾正的就要糾正，這才是愛心。」雖然孩子的
進步與成長不易外顯，而教師們最期待的是孩
子們能獨當一面、自我情緒管理。他提及，日
前有位學生回校拜訪老師，知道他畢業後一直
在洗車廠工作非常開心，這樣的回饋對教師就
是很大的安慰與鼓勵，也是特教老師力量的泉
源。
未來，李及時在特殊教育這條路上，仍有許
多要努力的目標，如：推動居家教育服務，他
要讓無法前來學校超過1個月以上的孩子，經
過學校的評估機制，在家接受教育。雖然不知
這樣的作法對學生有沒有幫助，但就如他秉持
的信念：「教育是良心事業！」獲得優秀教
育人員獎的他，將功勞歸於學校團隊。他說：
「一個人是做不了事的，所有在特教這塊領域
上的教師們，都在默默耕耘著，除了獲獎的肯
定，教師們從事的不只是一份特殊教育工作，
而是一份令人感動的愛心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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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大眾傳播學系講師劉中薇所編劇的偶像
劇「女王不下班」已於日前在中視播出。這
部偶像劇才剛上映兩週就引起大批觀眾熱烈
討論，內容主要敘述個性迥然不同女王的愛
情故事，有拚命投入職場工作的女強人、追
求愛情的時尚美麗女性等。「仔細觀察，
在我們身邊充滿這樣的女生，可能來自妳
我」，因為創作靈感來自週遭，也讓這部戲
劇有別於天馬行空的浪漫愛情故事，貼近生
活，深受觀眾的喜愛。（柯俐如）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1.（ ）阿迪開了一家「生活咖啡店」，在店裡播放賣場
買來的電影（家用版）以吸引客戶，請問是否違反
著作權法？
(1)是，「家用版」就不能拿來當「營業用」（公
開上映），將家用版電影任意放給公眾欣賞，是
侵害著作財產權人的「公開上映權」的行為。
(2)沒有吧，片子是花錢買來的，而且是正版，當然
有權播放。
2.（ ）小薰在夜市發現有人在販賣盜版光碟，這時候她應
該怎麼辦？
(1)假裝沒看到。
(2)買幾片盜版光碟回家觀賞。
(3)立即打檢舉仿冒盜版專線0800-016-597。
3.（ ）我可以趁出國時，從國外買很多片原版音樂CD或
DVD，放到網路上拍賣嗎？
(1)不可以喔，自己在國外購買CD或DVD時，只能供
自己個人非散布之利用或隨著行李每一著作輸入「1
份」，超出規定的數量，都是不合法的，當然也不可
以上網拍賣。
(2)可以啊，都是正版的當然可以。
答案：1.（1） 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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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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