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為增加
校園與社區關懷的連結與互動，本學年
度第2學期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持續
深耕，讓學生從社區服務的過程中，不僅
幫助當地居民，並提升學生內在的服務
熱忱。本學期社區服務學習課程分為6大
類，以校園為核心，將服務精神滲透至鄰
近社區中。
　「綠色淡水環境保護」部分，本學期與
「荒野保護協會」合作的計畫中，同學將
共同打造一分屬於淡水校園的綠活圖，規
劃人文、植物等步道，讓進來校園散步的
居民和觀光民眾有更多元的選擇；另包括
將協助漁人碼頭的淨灘活動，還給淡水人
一片乾淨清潔的沙灘；協助慈濟正德資收
站資源回收工作，落實環保理念；協助貝

殼海岸淨灘工作，執行海灘廢棄物之分類
統計與監測，分析汙染來源並從中獲得省
思；協助綠地養護，進行生態保育工作。
　「金色淡水社區」部分，與「淡水區公
所清潔隊」合作的計畫中，學生將協助清
除任意張貼之廣告傳單，使社區回歸整潔
的環境；與「淡水區公所經建課」合作，
學生將支援淡水蘿蔔祭活動，擔任關主等
角色；另將在本校周邊宣導社區禁菸，推
廣落實無菸環境，與進行學生校外租賃資
訊調查與建置，提供學生完整的租屋訊息
及保障。
　「多元學習教育輔導」部分，除了往年
固定合作的「天生國小」，本學期新增了
「育英國小」，輔導內容除了持續推廣品
格教育、交通安全的宣導之外，今年因應

霸凌事件頻傳，也規劃校園安全的宣導。
　「有愛無礙弱勢關懷」部分，與「財團
法人伊甸社福基金會愛德養護中心」合
作，主要陪伴住民讀報活動；與「行無礙
資源推廣協會」合作，本學期將擴大友善
地圖，進行從校園發展至鄰近環境友善地
圖的繪製；與「中華無障礙科技發展協
會」合作，規劃肢障生的校園健走地圖。
　「校園服務方案」部分，同學將製作溫
馨校園主題之相關刊物，從生活中尋找感
動的小故事；在校內、校外進行品格宣
導；協助新工館大樓各樓層垃圾資源回收
工作；勘查教室使用狀況，並推動宣導方
案。

　【記者江啟義、陳依萱、梁凱
芹淡水校園報導】「柬埔寨服務
學習團」於上月7至13日，第四
度至柬埔寨嗊吥省蓮花市深耕服
務，教導當地孩童中文及電腦基
礎教學，這次「柬4軍」還爭取
到在蓮花佛堂設立電腦教室。課
外組專員李美蘭說，將原本捐
贈的13部電腦，都放在同一間教
室，能讓孩童們有更舒適、寬廣
的空間使用電腦。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由學
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招募12位教
職員生組成，短短一週的營期，
留下難以忘懷的回憶，直到離開
時，還有孩童說道：「大姊姊下
次要再來，我要當你的翻譯！」

中華民國一○○年三月一日 星期二 機電四陳韋賢：才剛放寒假，又要連放三天，這樣我怎麼收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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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誌

本報記者冬令研習會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大陸哈爾濱工業大學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報社於上月19日舉辦
記者冬令研習會，邀請媒體工作者經驗分享，增進學生
記者的寫作及攝影專業技巧。行政副校長暨本報委員
會主委高柏園主持開訓典禮，勉勵同學在校多利用圖書
館，培養讀書風氣，影響學校更有文化氣息，「每週一
設借書日，每次借15本，1年就會有700多本，4年就逾
2000本書了，增進知識就是儲備能量。」他還打趣地說：
「拿起你們的手機，把損友和益友分類，接著傳封簡訊
給損友以示斷交，然後按下delete刪除他們，不要再連絡
了。」
　課程邀請遠見雜誌資深撰述高宜凡，傳授人物專訪的
技巧、形式並舉例分析，本報文字記者公行四陳頤華
表示，聽完他的講述，讓她更清楚在面對不同的受訪者
時，該做什麼準備，應對不同的突發狀況，無跡可尋
時，如何利用生活實例，呈現完整的專訪；大傳系校
友、經典雜誌攝影劉子正讓記者們欣賞世界新聞攝影大
賽的得獎作品，並傳授修圖的技巧，本報攝影記者大傳
三張峻銓說：「透過學長的經驗，更清楚當代攝影的脈
絡，增廣自己的視野，劉子正老師的指導，有種被毀掉
之後又重生的感覺。」出身淡江時報的英文系校友，蘋
果日報名人時尚中心記者陳雅韻，準備一問一答的時事
考題，考驗記者功力，更將氣氛帶到最高潮。
　研習會中頒發本學年度第1學期優秀文字記者，第1名
由陳頤華奪得，第2至7名依序為大傳二湯琮詰、梁凱
芹、陳昭岑、中文三陳思嘉、莊旻嬑、大傳四梁琮閔；
優秀攝影記者第1、2名分別由公行三林奕宏、大傳四鄭
雅文獲得；蘭陽服務精神獎得主為政經三林宇濤。梁凱
芹表示，雖然寫很多新聞的時候很累、很辛苦，但看見
上報的一剎那！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她笑說：「我的
獎金要拿來寫稿後吃宵夜！」

多元服務課程回饋社區 連結互動更強化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曾任
本報攝影記者的運管系校友王文彥，
參加「2011台灣新聞攝影大賽」，與
許多專業新聞攝影工作者角逐，從
150件作品中脫穎而出，榮獲肖像類
第2名。頒獎典禮將於6日在台北倉庫
藝文空間舉行，另有大賽得獎者分享
會。
　 由 台 灣 新 聞 攝 影 研 究 會 主 辦 的
「2011台灣新聞攝影大賽」，作品評
選由台南藝術大學教授張照堂、專題
影像創作者沈昭良、《經典雜誌》總
編輯王志宏、影像工作者張詠捷、
《光鹽紀實工房》執行長蕭嘉慶5位
攝影界翹楚擔任評審。
　張照堂說明：「王文彥的作品優勢
在於影像，技術層次很夠，顏色飽
滿、統一，而且造型相當有趣。比較
可惜的部分是照片新聞性不夠，照片

主角的性格也不夠強烈。」
　日前甫獲得國際攝影大賽台灣預賽
第1名、榮登法國雜誌VoxPop的王文
彥，現為自由攝影工作者，首次參加
台灣新聞攝影大賽就獲獎。其得獎作
品為一位裸身男子，雙手各拿著一顆
蘋果，重點部位以蘋果及鳳梨遮住，
畫面富戲劇性及獨特的幽默感。
　王文彥說，照片主角是一位早已公
開出櫃男同志身分的高中朋友，因
此激發他用帶有禁果、情慾等多重
意涵的蘋果，拍攝這位朋友的人物
特質，也藉此幽了觀者一默。「鳳
梨就純粹是因為在水果攤看到時感
覺對了！」謙虛的他說，觀眾觀看
照片時，其實也可以有自由想像和
自行定義的空間。得獎照片請見網
址http://www.flickr.com/photos/tppa/
sets/72157625819131815/。

台灣新聞攝影大賽 王文彥摘肖像類第２名 

童軍團棕熊營即起報名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大學童軍
團舉辦的第28屆棕熊營來囉！凡國小3至6年級
學童及幼（女）童軍皆可參加，活動將於26、
27日在福隆龍門營地舉行，活動內容豐富、多
元有趣，詳細資訊可上淡江大學童軍團網頁
http://www.tksg.org.tw/查看，即起報名至16
日，額滿為止。
　棕熊營總召會計三陳臻霖說明，本次活動藉
由隔宿露營培養孩童們對戶外活動的興趣，
「不是宅在家裡一直看電視或打電動而已！」
透過團康活動、各樣競賽讓他們了解團結的重
要性，同時也訓練領導能力，其中最精采的部
分即為和外展協會合作的泛舟體驗，工作人員
統計二何怡靜說，安全訓練後，讓他們體驗和
水搏鬥的刺激臨場感，相信會讓他們很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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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時報招考文字記者

圖／陳頤華

　大陸哈爾濱工業大學（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位於大陸哈爾濱市，創立於
1920年，於2001年8月正式與本校締結，
成為本校在大陸的第11所姊妹校。該校擁
有近4萬1千餘名學生，學系涵蓋哲學、經
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
學、工學、管理學等9個門類。
　哈爾濱工業大學為大陸工信部、教育部
及黑龍江省共建的國家重點大學，目前除
擁有哈爾濱市校區，在威海市、深圳市亦
分別設有校區。該校以「規格嚴格、功夫
到家」為校訓，以樸實嚴謹的學風培養優
秀人才；以追求卓越的創新精神創造豐碩
的科學研究成果。該校80%的師資取得海
外著名大學博士學位，具有豐富的教學經
驗和極高的學術水準。本校與哈爾濱工業
大學曾數度在「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交
鋒，實力相當，並於2000年受邀至本校參
加兩岸學生交流活動。另外，該校校長王
樹國於本校60週年校慶時來訪，代表大陸
姊妹校致詞。（江啟義整理）
圖片來源：http://www.h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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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建築五陳立杰，日
前參加The Big Issue大誌雜誌舉辦的「The Big Shoot 
2010」攝影徵件活動，從6千多張作品脫穎而出，獲選
「顏色」主題攝影獎，獎金5千元，得獎作品已於日前
在台北當代藝術館展出。陳立杰說：「這是第一次參
加攝影比賽，得獎讓我非常訝異！」
　陳立杰從高中時期就開始接觸攝影，出去玩也隨身
帶著相機記錄生活；得獎照片為拍攝魚港殺魚，以血
色和魚的內臟構成強烈的顏色對比。評審評論此作
品：「題材大膽，且一反傳統的美學觀感，讓人印象
深刻！」陳立杰表示，當時看到漁港殺魚的狀況，那
漂亮的顏色之下是一片血肉模糊，許多東西在外人看
起來很美，但其實當事者很痛苦，其實他在掙扎，我
們無法體會。大傳二周傳雅看完作品說，這張照片對
顏色下了一個不一樣的見解，而且作者勇於拍攝不一
樣的東西，「讓我看到創新的攝影。」
　得獎照片請見網址http://www.bigissue.tw/bigshoot 。

推動品德教育 圖文徵稿今起開跑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為推動學生品
德教育與建立學生良好的行為規範，學務處生
活輔導組自今天（1日）起舉辦「圖文徵稿與
網路票選」活動。
　活動分為兩階段，第1階段有「徵文章」
和「徵照片」兩部分，自1日（週二）起至24
日，徵求有關於品德教育的文章，如：尊重生
命、孝親尊長、負責盡責、誠實信用、自主自
律、愛護環境等，報名請上生輔組網站http://
spirit.tku.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
或商管學會網站http://studentclub.tku.edu.
tw/~tkbm/下載「報名表」與「授權書」。
　第2階段則邀集全校師生於7日至24日期
間，網路票選出「校園十大歡迎與不受歡
迎行為」，每人最多圈選10題，填答者將
有 機 會 抽 8 G 隨 身 碟 、 集 線 器 等 獎 品 ， 填
答網址為學務處生輔組「最新消息」連結
http://163.13.128.229/。詳情請至B402或打分
機2217、2817，洽詢業務承辦人生輔組學務人
員傅國良。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於1月12日在SG316召
開的9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交通安全委員會，由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主持，會中特別針對本校周邊近3年來車
禍事故作分析與檢討。據統計結果發現，學生車禍事
故於97年以前，每年平均發生200至300起；98年期間降
至166起，去年車禍次數又上升為194起。
　經生輔組客觀分析其原因發現，淡水地區自99年起
全面建設下水道工程，道路施工頻繁，尤以新北市排
名第1危險道路─淡金公路為最，影響行車安全甚鉅。
另一方面，超速違規、跨越雙黃線等危險行為時有所
聞，因而增加車禍發生率。軍訓室教官黃壽耀表示，
將利用軍訓課或週會時間持續加強宣導，呼籲學生遵
守交通規則，重視自己的生命安全；此外，交通安全
委員會也將於這學期分析評估「天候狀況影響車禍事
故發生率」。

　【記者柯雅婷淡水校園報導】
資傳四陳進澄參加由東吳大學舉
辦 的 「 北 一 區 區 域 教 學 資 源 中
心」學生數位履歷創作競賽，自
20所大專院校，48位參賽者中脫
穎而出，獲得「網頁履歷組」佳
作，獲頒獎狀及獎金3千元。
　此競賽去年首辦僅限東吳大學
學生參加，今年首度開放由北區
20所大專院校共同競賽，比賽組
別分為「網頁履歷組」及「影音
履歷組」，每組邀集業界人力資
源部門主管及相關學者專家3名擔

任評審，評選標準包括：內容完
整性、內容與應徵職務、頁面設
計排版、創意。
　陳進澄表示，他為使網頁顯得
生動活潑，用心設計Flash動畫。
評審也認為他的作品頁面編排及
色系的運用簡潔，能展現個人的
特 色 與 風 格 ， 兼 具 美 感 及 豐 富
性。對於第一次參賽就獲佳績，
他感謝熱心指導他的資傳系助理
教授孫蒨鈺，也勉勵自己「再接
再厲！」

學生數位履歷創作競賽 陳進澄獲網頁履歷組佳作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
導】想聽一場只有音樂，沒
有廣告的廣播節目嗎？西洋
音樂社電台於上月28日晚上
10時起在網路上開播，每週
一、三將有固定音樂主題，
電台網址：http://now.in/
radio/tkuwmc。西音社社長
西語二陳以聖表示，因為社
團有些剛玩樂團的新手接觸
的音樂比較少，所以希望能

藉由網路平台與資源，「讓
大家開開耳界！」
　星期一介紹關於龐克金屬
與八零年代的搖滾音樂，星
期三則以嘻哈、funk、disco
等音樂類型為主題，其他時
間開放西音社社員，過過當
DJ的癮！西音社社員英文一
夏君儀興奮地說，他非常期
待，「現在光用想的，都讓
我很想聽音樂！」

圖／王育瑄

高副校長勉：週一借書日 遠離損友

　本報記者冬令研習會講師蘋果日報名人時尚中心記
者陳雅韻，出時事考題考考記者們，知道答案的同學
笑容藏不住。（攝影／林奕宏）

　西語四吳宜家表示，回憶起柬
埔寨服務的經過，「覺得我們
很幸福」，看見他們渴望學習，
卻因資源缺乏所困，令他於心不
忍，也想掏心掏肺教導孩童們。
吳宜家說：「第一次遠赴國外進
行服務學習，在離開後，孩童們
帶著不熟稔的中文向我們道別，
生澀地用中文寫著我們的名字，
往後一定要繼續服務，盡全力服
務孩童們！」李美蘭表示：「已
經第四度帶隊到柬埔寨服務，看
到有些孩童從第一次到第四次都
在，還記得我們，倍感窩心。」
數學碩二蕭力誠表示，小朋友第
一次看到電腦都非常驚奇，尤其
是對PowerPoint和小畫家特別感
興趣，「他們就算到了休息時間
也不想停下來，幾乎都把每一個
動畫試過一遍。」
　課外組組長曲冠勇表示，寒假

期間除了柬埔寨服務團隊之外，
還有許多學生團隊下鄉服務，我
們期盼學生透過關懷與付出，培
養良好的態度及多元能力，在規
劃、執行活動的過程中，學習規
劃協調、領導等細節，期望學生
在走出校園後，成為更有價值的
人。我們對參與學生的條件從
沒有限制，只要抱持一顆熱忱的
心，剩下技術性的技能，就交給
老師去克服。
　你也想要成為他們的一分子
嗎？暑期柬埔寨服務學習團-
「柬5軍」自即日起至9日止開
始招募生力軍囉！只要擁有社
團 經 驗 、 電 腦 基 礎 者 ， 皆 可
報 名 ， 詳 情 請 上 課 外 組 網 站
http://spirit.tku.edu.tw:8080/tku/
main.jsp?sectionId=3或至課外組
（SG315）洽承辦人李美蘭。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第四度
出團服務，這次還為孩童爭取到
獨立的電腦教室學習。（圖／課
外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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