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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想繼續進修或升學嗎？碩士學分
班、碩士在職專班附讀學分班、學士
學分班提供您提前修習學分的機會！
即日起受理報名，計有文學類、商學
類、管理類、旅遊類、工學類、國際
學類、日文類、教育類等多個系所
可供選擇，修得之學分於考取後可
申請酌予抵免，報名時間即日起至開
課前3日額滿為止，詳情請洽（02）
23216320分機32或51～53；線上報
名網址http://www2.tku.edu.tw/~fa/
online.htm。（成教部）

淡江時報

　知名作詞人方文山將推出最新力
作愛情音樂電影〈聽見下雨的聲
音〉，前導片微電影女主角海選在
上月21日結果出爐，由財金三林思
宇以精湛的舞藝及生動的演技得到
評審青睞，在眾多好手中脫穎而
出，獲得女主角的演出機會。天生
愛表演的林思宇表示，以前有參與
過學生製片的經驗，但這是她第一
次和藝人合作，「能和柯有綸一起
演戲應該會很好玩吧！非常期待開
拍的日子趕快到來。」（文／呂柏
賢）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擴大學習視野 感受服務樂趣

　「社會行銷與實作」課程於去年前往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
會實作，並分組規劃募款專案。圖為企劃「搶救生命 棄兒不
捨」一案，榮獲特優獎的學生們。（圖／郭靜育提供）

緣起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於101學年度第一學期共開設28門課，
共27位教師和1422名學生投入服務學習的行列。本課程規劃係由
各院、系整合其專業領域的知能，透過在校內課堂上，或是參訪
非營利組織等方式進行服務學習，藉以達到強化專業知能、自我
反思、欣賞多元差異、了解社會議題，以及培養公民素養的目
的。其中，課程主題涵蓋生態與環保、科技與生活、國際與觀
光、安全與營建、行銷與推廣、課輔與學習等多重專業知能的服
務課程。授課對象為大二至研究所的學生，透過專業知識和服務
的連結並實踐，能更深刻體認自我價值及社會責任。基此，本報
整理5門課程服務之成果，一同共享服務學習中的喜樂與收穫。

　大傳三劉昱余提到，自己一直都有從事服務性質的工作，例如
帶營隊或出訪老人院等，但都是用勞力在做服務，「透過課程的
啟發，學習用創意和巧思來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是很特別的經
驗！」

課程概要
　你還記得童話故事〈綠野仙蹤〉中有幾個魔女嗎？你知道愛莉
絲除了夢遊仙境外，還去過鏡中世界嗎？由中文系開設的「兒童
文學」，結合兒童文學與中文系學生說故事及寫作的能力，讓學
生在深入了解兒童戲劇、廣播劇、童詩與繪本的同時，撰寫自己
構想的兒童短篇故事，並於期末集結、獨立出版《蛋捲短篇童話
集Ⅰ》一書，而最後的成書將捐至偏鄉地區學校。中文系助理教
授鄭柏彥表示，「希望學生不但能夠自行創作、編輯，以了解兒
童文學創作出版的知識，還能夠從中體會知識分享的理念。」
　「兒童文學」開設至本學期，學生創作成果從繪本、童話集至
本學期預定編寫的童詩集，在學校經費的挹注下，鄭柏彥決定將
原本的社區服務改為編書、贈書，作為兒童文學專業知能的展
現，「但經費有限，因此將贈送對象限定於教育部所訂特偏或偏
鄉教育機構為主。而上學期預設200所偏鄉教育機構，對於淡江
大學服務精神的傳播應遠比原先單一社區服務來的更寬廣。」對
於學生構想的童話，他認為，「童話的第一步還是故事的發想，
這部分不因科系差異而有差別，主要差異還是來自於每位同學對
於兒童文學的興趣與本身的創意。」但文字及敘述能力上，中文
系學生會比外系的學生較佳，因此他安排1位主編、3位編輯，協
助排版及文字潤飾的工作，使故事更加流暢。

◎學生反思與心得
　對編寫故事有濃厚興趣的中文四符傳煒，自願擔任主編，將書
送給需要的孩子們閱讀、幫助偏鄉地的學童，他認為非常有意
義。符傳煒表示，編寫童話時，自己會充滿夢想，彷彿回到幼時
原始的純真，寫起故事來天馬行空，使他欲罷不能的構思了2篇
作品，他說：「寫完會感到很快樂！」
　公行四王璽雯表示，當初會選擇這門課是被課綱中的兒童戲劇
所吸引，但在課程與創作過程中，赫然發現自己因為多年的「學
習」，思想漸被無形的框架侷限，「好像長大以後，格局並沒有
成正比，反而被侷限住，無法再天馬行空。」因此期望藉由這堂
課，從大家共同創作的過程中尋回童心。

課程概要
　由資工系開設的「專題實驗（二）－智慧型手機應用於居家復
健」課程，透過與醫院合作，瞭解病患實際需求，以智慧型手機
作為應用媒介，將資訊工程與居家復健做結合，利用自製的輔具
嘗試將病患復健情況轉化為相關數據，並傳送至智慧型手機中，
讓病患即使在家自行復健，也可讓醫師瞭解實際情況。
　課程將專題製作與服務學習做結合，由研究生先至醫院參訪、
研發輔具，再帶領大學生做技術指導，同時透過病患回饋來改良
器材，藉以提高實用性與可行性。此外，課程除了體現整合跨領
域的能力，也促進同學在學習的過程中，反思服務的精神與力
量。
　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表示，課程開設的最初緣由是發現醫師常
難以取得病患居家復健的真實情況，「因為我是做資訊工程的，
再和醫生討論後，或許可以嘗試研發電子類的相關輔具，讓病
患在回診時，醫生就能透過電子產品來得知病患復健的相關數
據。」此外，陳瑞發說：「學生常以天馬行空的想法來製作專
題，在實際應用上往往不敷使用，此次透過與醫院的合作，讓學
生有機會從技術層面出發，製作出更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器材，同
時將所學得的知識運用到實際生活中，發展更多的可能性。」

課程概要
　由大傳系開設的「社會行銷與實作」課程，介紹社會行銷之理
論、方法與過程，藉由與非營利機構的合作，培養實作經驗，同
時運用行銷原則與技術影響社會的想法與行為，期望改進生活品
質、提升社會福利。101學年度第1學期的課程實作與「兒童福利
聯盟」合作，透過該聯盟人員的解說與介紹，讓學生瞭解募款目
的與目標，並以分組競賽的方式為其聯盟設計、規劃社會行銷企
劃案，試圖將所學得之專業知能與服務學習相結合。
　課程助教大傳所三郭靜育表示，社會行銷與商業行銷最大的不
同在於社會行銷出發點為幫助弱勢族群，希望學生透過課程內容
與實地服務可以對非營利組織有更深一層的瞭解，「如何讓人願
意捐款是一大挑戰，學生可以利用課堂所學在兒福聯盟作實務上
的運用，拉開學習的視野。」

◎學生反思與心得
　大傳三吳泳欣表示，「透過這堂課瞭解到商業行銷與社會行銷
的差異，社會行銷包含正面意義，須顧及企業形象，而非一味透
過產品賺錢。」透過實地參訪兒童福利聯盟，瞭解收養、寄養與
認養的差別，「聽到許多不成功的案例，覺得很難過，雖然要鼓
勵他人認養小孩不容易，但希望能藉由和組員共同企劃的行銷
案，幫助兒福聯盟，也讓孩子有更好的生活。」
　大傳三林俊耀說：「我們這組同學幾乎都是有社團經驗的夥
伴，所以在發想和活動企劃撰寫都會以過往經驗，再搭配老師上
課所講的重點進行修改，很開心可以得到第一名。」林俊耀說
明，透過這堂課的學習，雖然只是設計企劃案，但學到很多執行
層面的技巧，「瞭解並不是畫大餅就好，還需要搭配業主有限的
預算來達到妥善的運用。」

◎學生反思與心得
　資工碩一劉冠宏表示，這次學習是很特別的經驗，「我們與婦
產科、泌尿科合作，因為平常男生不太有機會接觸，透過這堂課
讓我們較瞭解女性的生理狀況。」劉冠宏笑說：「做出器材後，
會想知道使用者的適用程度，但因為對象是老人家，他們常不好
意思說出來，反而使器材達不到最佳效果。」
　資訊三戴妤庭表示，從課程中學到很多理論外的專業技能，在
許多應用層面有大幅度的精進，「例如當遇到問題時，一開始只
會毫無頭緒地亂找資料，到現在我們已經能容易地發現問題所
在，並快速地找出解決辦法。」戴妤庭笑說：「我們曾經因為在
開發中遇到一個很小的程式錯誤，而耗費一整天都死盯著那段程
式碼，最後實在解決不了才尋求協助，結果助教三兩下就輕鬆解
決了，讓我們不知該哭還是該笑！」

社會行銷專題企劃
幫孩子找個家

編纂童話贈與偏鄉 

醫療輔具再進化

森林生態體驗課
實地走訪惠蓀林場

傳承原住民族文化
帶你探索原知原味

文／林佳彣、李亞庭、黃宛真 採訪、整理報導

課程概要
　由通核中心開設的「森林生態與樹木保護」課程，於上學期邀
請到「台灣生態教育推廣協會」講師蒞校授課，以圖片、影片及
標本等輔助教材，增加學生對森林生態、樹木病害、香草植物、
昆蟲與兩棲爬蟲的認知，並且讓同學們透過視覺、觸覺、嗅覺，
甚至味覺實際體認動、植物。此外，課程帶領學生實地造訪惠蓀
林場，進行為期2天1夜的校外教學，參觀樹木保護成效、學習生
態基本常識、體驗大自然，並將所學實際應用於生活環境的感知
中，進而傳達保護樹木與生態維護的重要性。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講師蕭文偉表示，課程開設的緣由是因為
學校的樹生病，所以若能藉由課堂教授知識的機會，提升學生對
於樹木病害與防治的概念，也可帶領同學們親近校園中的生態。
在課程設計上，嘗試將學習層面擴增至生態教育，特別與「eye
上大自然」的講師們合作，同時舉辦校外教學、徵文比賽，透過
課程內容的豐富度，喚醒大家對自然的熱情。蕭文偉說明，「人
與自然的生物息息相關，因此服務不只是對人，藉由與自然的
接觸，讓同學不僅增加對生態的認識，更能對自然有所保護與回
饋。」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
導】寒假就該來點挑戰！整
合戰略與科技中心於上月21至
23日舉行「兩岸未來事務研習
營」。有別於去年20人的規
模，今年擴大舉辦，共吸引40
位國內大專院校及在職的青年
朋友，其中更有7名陸生一同
參與其中、切磋琢磨。本次研
習營對於兩岸政治與國際關係
採取兵棋推演；經濟與貿易的

部分，過去以即時訊息軟體做
為通訊媒介，今年首次採用
電腦模擬企業競賽，讓學員學
習政府對於危機的決策處理過
程，進而了解兩岸情勢、探討
兩岸未來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及
挑戰。整戰中心執行長暨戰略
所博士候選人蘇紫雲表示，研
習營的課程設計符合本校三化
教育理念。未來化是對於兩岸
將來發展有所了解、資訊化是

將電腦元素罝入企業的情境模
擬、國際化則是從全球觀點看
兩岸關係。他並感謝研發處及
臺灣民主基金會的幫忙，使活
動得以順利進行。政治大學廣
告學系校友陳緯倩表示，因緣
際會下，在旁聽的課程中得知
此研習營，對於活動的整體設
計感覺很不錯，尤其2場兵推之
後，老師針對各組講評，使學
員能更清楚兩岸目前的局勢。

東海和平倡議 蔡錫勳：期待推動1.5軌對談
　【本報訊】日前亞洲所副教授蔡錫勳與4位他校代表，一同前
往日本，代表臺灣說明東海和平倡議，與日本政府議員、民間智
庫與駐日代表會面，表達東海和平倡議內容，並於回台後至外交
部作簡報。
　5位教授代表中華民國政府提出「東海和平倡議」，針對近期
發生在東海及釣魚臺列嶼海域相關爭議，中華民國政府重申：釣
魚臺列嶼乃臺灣屬島、中華民國固有領土。中華民國之主張，係
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降伏文書」、「舊
金山和約」及「中日和約」，釣魚臺列嶼應隨臺灣回歸中華民
國。中華民國瞭解到相關方面對本區域有不同主張，致多年來爭
議不斷，近來本區域緊張情勢漸有升高現象。中華民國鄭重呼籲
相關各方應依據聯合國憲章及國際法之原則，和平解決爭端。中
華民國政府對釣魚臺列嶼問題一貫立場是：「主權在我、擱置爭
議、和平互惠、共同開發」。
　蔡錫勳表示，近期在對宜蘭的漁權談判已有進展跡象，我國將
持續推動東海和平倡議，並期待推動1.5軌的對談（1軌為政府官
員對政府官員；2軌為學者對學者；1.5軌為官員及學者）。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大陸所副教授楊景堯於去年
12月20日在臺北國際會議中心獲頒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協
會101年度「江丙坤兩岸交流貢獻獎」。此獎對於促進兩岸經

　圖為部份獲獎之境外生和境輔組組長陳珮芬
（右六）一同合影留念 。（圖／國際處提供）

獲頒江丙坤兩岸交流貢獻獎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上月11日
晚上，由境外生輔導組主辦101學年度境
外生春節師生聯誼餐會在淡水福格飯店舉
行，校長張家宜、僑務委員會副處長柯慶
榮、教育部科長盧雲賓等人到場致詞。張
校長祝詞表示：「很開心和境外生齊聚一
堂，提前慶祝春節！」並提示希望學校的
多元環境可以使本地生更具國際視野，互
相促進學習及發展。此次春節餐會首次聯
合僑生、外籍生和陸生一同聯歡，有280餘
人參加，現場氣氛活潑，一開始的舞龍舞
獅表演把境外生帶入濃濃的節日氛圍中。
餐會不久就開出6千元頭獎，得獎的同學在
大家的鼓動下跳起江南style的騎馬舞。近
年提供摸彩金的本校校友許兩傳第一次參
與餐會，他歡喜地說：「很喜歡這樣的活
動，克羅德唱歌太精彩了！作為外國人，
居然能把中文歌唱得這麼深情。」

境外生餐會 齊聚賀新春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
導】你曾經看過雪景嗎？距離
法文系1996年第一屆滑雪之旅
已有17年之久，而今年寒假再
次啟程前往素有藝術之都美名
的法國。「2013年阿爾卑斯山
滑雪及巴黎旅行」由第一屆帶
隊老師法文系副教授孟尼亞和
講師風大衛2位外籍教師於上月
14日至5日共3週，帶領21名學
生和5位系友，身歷其境體驗法

國文化的美好。在巴黎市區停
留1週的時間，參觀羅浮宮、巴
黎鐵塔、凡爾賽宮、巴黎聖母
院、龐畢度和奧塞美術館等著
名景點，還拜訪駐法國臺北代
表處，由駐法國代表大使暨系
友呂慶龍接待，相談甚歡。接
續2週在法國滑雪勝地且享有世
界高山運動之都的夏慕尼享受
滑雪的樂趣，並與當地中學生
進行文化交流。法文系主任楊

◎學生反思與心得
　中文四楊蕙綾說：「當初會選這堂課是因為曾看過蕭文偉老師
上『大學生了沒』這個節目，覺得應該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透
過實地走訪野外，可以接觸大自然認識各種動植物，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從老師播放的影片中，看到蛇把蛋吞下去再把蛋殼吐
出來，很可怕！」
　德文二莊靜提到，課程設計很有趣，讓學生對於大自然有更深
層的認識，「以前不知道原來臺灣有很多樹木生病，上完課才瞭
解，樹木的生態和現況，還有樹木醫生的重要。莊靜興奮地說：
「認識香草的課很生活，不僅學到香草的相關知識，老師還以食
物料理作搭配，相當吸引人。校外教學也令人印象很深刻，實地
體驗和親眼見證的感覺超棒！」

　「原住民文化與部落服務」課程設計有「部落踏查」、「部
落文化成長營」，透過修習專業知能、實地田野調查及教導原
民兒童探索在地人文，培養服務學習的精神。圖為上學期修習
課程之同學走訪臺東縣三間部落，以實際行動帶領部落學童認
識在地人文、生態和地理景觀，為繪製綠色生活地圖作準備。
（圖／學務處提供）

　大陸所副教授楊景堯（左一）榮獲海峽兩岸經貿文化交流協會101
年度「江丙坤兩岸交流貢獻獎」。（圖／楊景堯提供）

兩岸超連結 戰略所模擬國際參與

林思宇獲方文山青睞拍攝微電影

防守型讀書法 用腦大於死記
程致綱

須明確，之後再針對主題延伸，包括如
何檢定、定義為何的樹狀圖，綜合老師
上課講的內容，自己再蓋上書本，拿起
一張紙、一枝筆寫下自己理解思考後
的筆記，就能在自己整理的過程中，
發現自己對於該主題不熟悉或是混淆
的部分，「有時候自己理解的有限，就
會與同學討論，因為不同的人對於同一件
事總有不同的切入角度及重點！」
　擔任教學助理的經驗更讓他獲益良多，
程致綱說，助教更需有系統的整理正課教授
的授課內容，對學生的吸收才有幫助，「我的工作就
是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掌握章節的重點。」主題式的
教學，讓他獲得學生的青睞，得到優良教學助理的榮
譽。
　「其實經濟學與打排球相像的地方在於這兩件事都
是需要用頭腦思考，不是看到模型就低頭猛算，甚至

是死記，必須了解每個公式背後
的意義，融會貫通，就像打排球一

樣，想要拿高分，關鍵並不是一直殺
球，重點在於『防守』！」講到自己最

喜歡的運動「排球」，他眼睛就亮了起
來！巧妙地將讀書技巧和排球攻防串聯，讓

讀書不再枯燥。雖然練排球占了他生活大部分
的時間，但到了考試前，他總是能專心於眼前
的書本，「在時間點內完成該做的事情！」這
樣的觀念與清晰的思考讓他不僅縱橫排球場，

面對研究所繁重的課業也如魚得水。
　他分享，經濟學要求的小心謹慎，有依據的推導，
使他的思路變得清晰且冷靜，改進自己以前衝動的個
性，也一直到就讀碩士班後，才能更深刻的體會經濟
對自己的影響，他深信，這樣的思考訓練對於未來從
事任何行業都是很大的幫助！（文／張友柔、攝影／
謝佩穎）

　身為本校排球校隊隊員的經濟碩二程致綱，在球
場上幫助校隊奪下不少獎牌，課業成績更是名列前
茅，說起自己的學習經驗，允文允武的他認為，
「在每個時間點，專心做好一件事就是成功的關
鍵！」
　就讀大學部時，程致綱就是同學考前的救星，他
認為要讀好經濟學這類的社會科學，最重要的是周
全且縝密的思考，不喜歡背書的他，享受推導模型
的過程，每次經過演算得到答案的成就感，讓他選
擇繼續就讀碩士班，繼續專研經濟學。他分享，
「主題式」複習法非常有效，首先各章節的大主題

楊景堯
貿、文化相關領域有貢獻且表
現傑出者給予肯定。
　楊景堯長期致力於推動兩岸
文教交流及兩岸高等教育研
究，其中包含國科會等多篇研
究計畫、超過10本創作專書，
且先後至韓國、香港、日本、
美國等國家公開演講；目前致
力於「亞洲國家學生遷移研
究」和「國際教科書對中國與
台灣的認識」的研究。
　此外，楊景堯於2002年創立
「中華民國兩岸文教研究學
會」，連任2屆理事長，現為
該學會榮譽理事長、中華兩岸

青年協會理事、臺生會榮譽顧
問、日本比較教育學會會員。
　楊景堯說道：「我只希望可
以將時代的記錄留下來。」並
表示，繼去年完成「大陸學生
台灣夢」一書之後，目前正著
手「大陸學生台灣緣－陸生
的台灣成長記憶」徵文出版
計畫，是「記錄兩岸關係發
展，紀錄陸生在臺灣的成長點
滴」，使多數無法出版專書，
卻不願意在臺灣的成長記憶留
下空白的陸生，能有平臺寫下
自己的故事。希望藉此為歷史
留下見證。

　　　淑娟表示，藉由旅遊
　　來學習法文較為上手。
此行是趟法國文化之旅，也
是一個體驗滑雪的機會。希
望學生藉由親身體驗當地文
化，沐浴在法文的氛圍中，
並將其學以致用，讓學習更
加 有 趣 。 法 文 三 吳 芸 說 ：
「第一次去法國旅遊，學習
到課本之外、最貼近法國人
的特殊用語，印象很深刻。
我們還與在夏慕尼相遇的法
國學生相約明年再見呢！」

讓閱讀不中斷

關鍵訊息不漏接

海外移地教學 法文系師生體驗法式風情

　圖為台
灣生態教
育推廣協
會講師陳
彥宇於校
外教學時
，親自帶
領修習該
課程的同
學們以近
距離方式
認識植物
。（圖／
楊蕙綾提
供）

課程概要
　臺灣族群多元化，但你知多少？由通核中心開設的「原住民文
化與部落服務」課程迄今已有4個學期，介紹臺灣原住民族群、
文化及歌舞祭典，並輔以「部落踏查」、「部落文化成長營」2
部分課程設計，前者讓學生將理論和實務結合，透過分組蒐集資
料、實地踏查、訪談耆老，藉以了解當地人文和地理景觀，並於
課堂中分享田野調查概況；後者則藉由寒、暑服務隊實地進駐部
落，並教導原住民學齡兒童繪製綠色生活地圖，培養其對於在地
文化的使命感及歸屬感。
　本學期特別邀請建築碩一吳培元，以原住民的身分和觀察角
度，講述臺灣原住民、漢人間的互動、衝突，進而引導同學反思
族群間的關係。此外，期末也邀請曾參加來吉部落服務隊的服務
員，以及參與源社文物展的工作人員，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
　授課講師陳瑞娥表示，「讓非原住民學生可以在課堂中汲取更
多關於原住民族群的知識，並且嘗試盡己所能來維護及傳承其文
化，同時也讓原住民學生能對於自身文化有所覺醒。」上學期帶
領同學來到臺東縣三間部落，實地踏查當地神社、古井等景點，
透過製做綠色生活地圖，回溯部落歷史過往，使部落學童能對自
身部落產生認同感及進一步的了解。

◎學生反思與心得
　身為排灣族暨源社前社長的土木三高筠筑表示，對自身文化並
未完全了解，畢竟一個族群之大，若要通盤了解，勢必得耗費些
時日，課堂上雖然未深度介紹各族群，但有助於增進不同族群的
基本知識。「臺灣原民文化底蘊相當豐厚，我覺得原住民文化應
當永續傳承，而部落人做部落事，更該同心協力加以發揚光大，
希望未來有機會回到自己的部落，或是其他原鄉部落服務。」
　擔任寒假服務隊「海蛞蝓文化營」隊長的物理三毛榕瀚提道，
有別於分組部落踏查所觀察到的淺層面向，寒假服務隊則是考量
到生態、人文等層面，深度認識該部落，並透過建置綠色生活地
圖，進而提升居民對於部落文化的認同感。「接觸多元文化可以
看到成長在不同環境下的孩童，所展現的個人特質，也使我開始
思考自身的定位和角色。」
　從未接觸過原民文化的資傳四謝宜家分享到，實地的部落踏查
是選修課程的主因。「對於踏查前須蒐集相關資料的禮儀，感到
印象深刻，也極具有意義。而走過部落之後，體悟到唯有真正了
解原民的需求，才能適切地協助他們，更希望藉此服務學習的機
會，讓有能力幫助部落的人也能主動伸出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