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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一：未來校園計畫 - 傳播藝術系 

獲頒教育部第15屆「金聲獎」 

校園廣播節目競賽最佳音樂節目獎 
 
        教育部為鼓勵學生參與廣播活動提升學習興趣，並提
供大專校院相關系所製作創意節目活動的機會，於107年6
月2日舉辦第15屆「金聲獎」校園廣播節目競賽，藉由此
次活動，培養廣播產業人才、發揚廣播文化精神。競賽項
目包含教育專題報導獎、社會關懷節目獎、兒童節目獎、
藝術文化節目獎、音樂節目獎、公益廣告獎及高校聲優獎
等。參賽作品的時間皆不可超過30分鐘，評分方式分為構
想創意、製播技巧及主題意涵。此外，國立教育廣播電臺
為鼓勵優秀人才就業，比賽入圍及獲獎者皆列為未來國立
教育廣播電臺節目儲備人員。 
        傳播藝術系胡悅盈助理教授指導的二組團隊分別入圍｢
藝術文化節目獎｣及獲頒｢音樂節目獎｣，入圍｢藝術文化節
目獎｣之主題為｢田都唸歌，戲傳萬年｣，恭喜參賽學生
UCA2B尤寶州、UCA2B何昀耘、UCA2A王子維、UCA3A
張竣翔；獲頒｢音樂節目獎｣之主題為｢馬修嘻哈秀─饒舌vs.
數來寶｣，恭喜參賽學生UCA3A張竣翔。         
 
 
 
 
 
 

 
 

獲獎學生合影 本校學生上台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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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一：未來校園計畫 - 國際事務系 

English Corner 
 
        本校國際事務系於107年5月22日至107年6月19日於
校內舉辦English Corner系列活動，共五週，每週安排1小
時至2小時，共計7小時。活動將大一學生分為14組，並由
系上遴選14位大四學長姐帶領與輔導大一學生。在課外時
間全程以英文進行不同主題探討、國際議題分析、最夯新
聞分享、評論國際時事、討論生活趣聞等，培養學生實際
的生活英文能力，內容以實用的生活用語為主，而非侷限
於考試與解題技巧。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及邏輯思辯能
力，進而變成主動思考的學習模式並享受學習的過程。過
程中也培養各年級參與活動的學生擔任小老師，組成英文
聊天小組，在課堂外進行英文對談。此活動共計有68位同
學參與。         
 
 
 
 
 
 

 
 由大四學長與學姐帶領與輔導 國際事務系英文角落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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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二：3L國際計畫 - 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 

推動跨校生命教育聯盟 
 
        生命教育在大學教育中是重要的發展領域，但各校發
展狀況不一，該如何建構一個平台與聯盟，將各校生命教
育學術研究、課程教學、推動策略等各方資源進行統整，
並對跨校生命教育團隊進行培力。跨校間的交流對於高等
教育是重要的一環，藉由多元的活動形式，例如：舉辦演
說、座談，影展、畫展、工作坊等，讓各校之間增加交流
的機會。藉此培育核心學校之生命教育推動團隊，提升以
生命教育為核心之校園文化，透過參與聯盟之跨校社群，
共學、共享生命教育的資源，開啟各校推動生命教育的工
程，在此期間，本中心邀請台灣大學孫效智教授與前立委
楊玉欣擔任客座教授來校舉行教師工作坊以及座談會，生
命教育週期間更舉辦李柏毅個展等。 
        此外，「大學生命教育教學社群啟航工作坊」已於
107年6月23日至107年6月25日圓滿舉行，活動為期三天
兩夜，透過介紹生命教育五大核心素養、大學生的生命課
題及需求，凝聚團隊向心力，並為未來產出的課程進行分
工討論。大學生命教育跨校聯盟的建構方式是以社群模式
運作，共同深入討論大學生命教育的內涵並探討全方位推
動的策略。經過這三天的工作坊，讓跨校生命教育團隊彼
此共融，並針對生命教育五大核心素養、大學生的生命課
題及需求，進行交流分享，達成社群使命共識，以分工合
作方式共同建構大學生命教育基礎課程，並做為跨校公共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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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二：3L國際計畫 - 德國語文系 

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新莊高中 
 
        為提升高中生對於德國文化、語言等各方面基本的認
知，以激發學生學習德文的興趣，本校德國語文系學生至
新莊高中進行專業服務學習課程。此課程由22位選修「現
代德國」課程的學生負責規劃與授課，並於107年03月08
日至107年06月07日每週四下午1點到3點至新莊高中教授
德文。課程主題包含德國歷史地理、政治、經濟、工業發
展、教育、競賽、節日、傳統習俗、飲食文化、休閒活動
以及遊學等。本校學生運用自身德文專業將所學以生動的
方式規劃成課程，進而達到學以致用的效果，透過此專業
服務學習課程讓本校學生累積更多實務經驗。從一開始的
課程安排與規劃，到上課教材的製作，以及最後的實際授
課，在課程規劃過程中，學生遇到許多不同的問題，如：
教材難易度的設定、課程內容的編排、授課時間的控制。
其中本校學生需要經過許多次的修改與練習，才能將最好
的一面在正式授課時呈現出來，教師也從旁引導與協助學
生，讓學生能有最大的空間去嘗試與解決問題，培養學生
獨立思考與危機處理的能力。學生獲得踏實的成就感，對
於自我認同是一大肯定。此外，藉此課程激發高中生對於
學習第二外語的興趣，課程中從簡單的語言認識開始，進
而接受並學習。專業服務學習課程的安排對本校師生與高
中生皆獲益良多，參與此課程共有30位高中生，80%以上
的高中生表示此課程有效提升對於學習德文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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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四：大學之道計畫 - 傳播藝術系 

USR公民新聞編採 

 
        傳播藝術系蔡一峰副教授透過影片創作實務課程，以
在地社區關懷及議題為重點，帶領學生團隊進行公民新聞
拍攝，目前已完成9則公民新聞，題材包括「高雄市雙層公
車營運狀況」、「台中市鹿寮商圈」、「台中第二場記憶
中的美食」、「高雄百年三和瓦窯努力轉型」、「大樹鳳
梨盛產農民擔心價格崩盤」、「宿舍限女生出租男同學大
呼男女不平等」、「尊老紅綠燈延長通行秒數」、「大學
合併學生捧場」、「寵物塔位合不合法？ 」。  
        此外，蔡一峰副教授帶領傳藝三A何文妤、傳藝三B陳
玫伶，代表學校參加於公共電視臺舉行的總編輯會議，兩
位同學以校園限塑計畫為題材製作一則三分鐘公民新聞，
並完成作品「寶山國小混齡教學」參加公民新聞競賽，同
時也準備一份簡報介紹傳播藝術系參與公民新聞的教學現
況。  
        本系藉由參與公共電視臺「公民新聞2018PEOPO校
園採訪中心深度報導」拍攝，教師除融入影片創作實務課
程，更培養學生田野調查採訪之能力、學習如何用影像說
故事、深入社區、採訪土地及人群。參與的學生尋找公民
相關議題的新聞故事加以報導，除了獲得公民新聞編採經
驗外，同時提升學生基本公民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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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二：3L國際計畫 - 吳甦樂教育中心 
UEC培育學生參加國際交流活動 

  
        「第三屆亞洲天主教大學教宗方濟各志工營」將於
107年08月04日至107年08月11日舉行，為能達成台、
日、韓天主教大學間的合作交流，特別舉辦此志工營活
動，進而讓亞洲天主教大學的學生能以愛和奉獻實踐人
格，同時也讓不同國家的年輕志工實際了解服務精神。
本校選派10位同學參與，服務地點包含林後四林國家公
園、潮州孝愛仁愛之家、靜思堂環保回收站以及仁武方
舟協會／鳥松無毒農場。透過志工服務讓學生了解回饋
社會、貢獻己力的重要性外，更在志工服務過程中與其
他亞洲學生交流，拓展學生的世界觀。 
 
        此外，第26屆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nd 
East Asian Catholic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EACCU)將於107年08月20日至107年08月27日在日
本廣島舉行，此次活動的主題為Catholic Education 
and Peace Initiatives，活動為期一週，本校選派兩位學
生參與，學生藉由參與此重要活動開拓視野，也能有機
會與其他亞洲各國天主教大學生交流。透過服務以及活
動參與，學生將語言專業實際運用於生活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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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四：大學之道計畫 - 外語教學系 
外教專業服務尖兵-暑期營隊 

  
        外語教學系每學年皆會舉辦專業服務學習活動， 
「外教專業服務尖兵-暑期營隊」由系上老師指導，並由
學生自組外教服務尖兵，於7~9月進行為期1~2週的社
會關懷暑期營隊，本次預計辦理7場營隊，每場營隊為期
5~7日。另外，每學年也規劃1~2場教學專業服務或活
動。 
  
        為配合辦理英語教學營隊，外語教學系搭配大四
「畢業專題」課程，開設教學實習與服務學習課程，以
鼓勵學生進行社會關懷相關活動，將「專業服務」及
「社會實踐」的內容融合於專業課程中，培養社會關懷
精神與承擔社會責任之態度。活動將以營隊方式進行，
每梯次為期1.5到2個禮拜，進行校外服務活動，受惠對
象含小學生、國中生及大學生。 
  
        期待藉由融合社會實踐精神於本系專業課程中，本
系師生於所參與的服務學習活動中，進行在地關懷、與
鄰近社區建立合作關係，並深化師生個人內在軟實力、
培養社會責任、實踐本校Serviam之精神，並透過服務
學習，增進學生外語教學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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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四：大學之道計畫 - 國際企業管理系 
偏鄉地區志工隊服務─揮灑愛的種子 

  
  本校國際企業管理系為讓學生透過志工服務活動培
養服務、負責與互助合作之美德，預計於107學年度第1
學期執行，到偏鄉地區國小進行志工服務活動，利用晨
間活動時間或課後時間，協助國小1-6年級學生相關課業
輔導，並依據每位國小學生英文能力與課業程度不同，
給予個別差異一對一課業輔導，預計本校學生參與人數
達50人次。 
  
  藉由本校學生的活力與巧思，提供國小學生更多元
面向的學習刺激，也培養本校學生關懷社會的精神，擴
展服務學習之視野與經驗。活動除提升國小學生學習成
效外，也豐富本校學生的服務經驗，進而讓國小學生和
本校學生達到互相學習、互相受惠。 
  
  本校學生藉由國小課後輔導機制活動，除強化自身
的語言教學技巧外，更藉由社會關懷與社會參與體悟全
人教育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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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分項計畫 活動名稱 參加對象 活動日期 活動地點 聯絡單位 

分項一： 
未來校園計畫 

英外語秘笈
處方達陣課
程 - 智慧生
活會話咖 

文藻學生 
107.7.2-
107.7.10 
13:10-16:00 

Q401教室 

英/外語能力
診斷輔導中
心曾婉婷助
理分機7402 

分項一： 
未來校園計畫 
 

英外語秘笈
處方達陣課
程 - 英語聽
力情報家 

文藻學生 
107.7.2-
107.7.13 
10:10-12:00 

Q401教室 

英/外語能力
診斷輔導中
心曾婉婷助
理分機7402 

分項一： 
未來校園計畫 
 

英外語秘笈
處方達陣課
程 - 文法克
漏字一把抓 

文藻學生 
107.7.26-
107.8.3 
9:10-12:00 

Q401教室 

英/外語能力
診斷輔導中
心曾婉婷助
理分機7402 

分項二： 
3L國際計畫 

2018國際青
年華語營 

外籍生 
107.7.14-
107.8.4 

高雄橋頭糖
廠、美濃、
台南安平古
堡、台南赤
崁樓、高雄
佛光山佛陀
紀念館、台
灣原住民族
文化園區 

國際暨兩岸
合作處綜合
業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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