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炎夏，周遭的人總說：「女孩子吃冰會造成不
孕，到時候結婚被嫌棄不能生小孩怎麼辦？」我對這
句我只能認同一半的話感到不公平。
這時候，只有你懂我的矛盾，故意帶我任性的品嘗
各地的冰品，不為消暑，只是陪著我，對不認同的話
語做著小小抗議。

十二月寒冬，我把穿不下的衣服、塞不下的褲子丟
在衣櫃旁邊。
蹲在角落，含著淚水，開始計畫著下一階段的減肥
計畫的時候。
你叫我抬起頭斥責我：「為什麼別人說你變胖，你就
要為了他們捨棄辛苦錢堆積出的脂肪？」
下一秒，馬上拉著我奔向我最喜歡的平價火鍋店。

一年四季，感謝有你，親愛的自己。
告訴我不用接受被隨意貼上的標籤，不需要被誰的
價值觀任意定義。
不過，為了健康，夏天我們減少吃冰，冬天盡量清淡
飲食，你說好不好？

應華四 吳靚瑩

有人說，停下來，現在就在這邊
於是我停下腳步
看看身邊所擁有的，身上所背負的
我的曾經，我的經驗，我的背包
我放下身上的背包，重重壓著我的背包
張開雙手環抱四周，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接著吐氣 心想：這就是現在，就是當下
我打開背包翻找，在裡面
我想我找到了我所要找的事物，我的回憶，我的磚頭

我想，我不再迷惘

#感謝那些曾經擔任過我人生導師的人
#沒有你們我想我仍然迷惘

曾經，我很迷惘
對於未來，很迷惘
對於過去，很迷惘
對於現在，很迷惘

有人說，向前看，未來就在那邊
於是我向前走去
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碰到了形形色色的事
他們對我說了很多這些那些，我也聽了很多
關於他們怎麼去砌起他們的未來
可是那些這些，都不是我未來的路
那是他們的路，他們的磚
於是我向他們道謝，帶著他們的智慧，
帶上他們的經驗，背著他們的故事
我繼續前進，找著鋪路磚，尋找我的未來

有人說，回頭看，過去就在那邊
於是我回過頭看
憶起了過往的種種，
有傷心的、難過的、憤怒的、沮喪的、不堪的
很多很多悲傷的過去，很多很多不開心的回憶
可是就是沒有快樂的，那我的快樂回憶呢
我不斷不斷的向後跑，想找出他們
但卻找也找不到，只好踢著石頭繼續前行

特教四 高敏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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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作品

劉
詠
庭
、
葉
育
恩
、
許
晴
雯
、
鍾
謹
亘
、
王
郁
薰

當我們＂童＂在一起

參與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陪伴及輔
導偏鄉小學生的課業。遠距教學的普
及，使我們不必舟車勞頓，就能夠把
愛送上山。配對學伴時，得知小學伴
的名字叫做恩惠，感謝主，賜下美好
恩惠，使我有機會能夠對社會貢獻。
帶著既期待又緊張的心情，由於個性
比較不活潑，深怕小學伴會感到無
聊，但小學伴十分乖巧可愛，也認真
專注聽講。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相信接下來的課程會順利！ 

於是，開始進行備課的工作，為了讓
小學伴不要感到壓力，也將投影片配
上各種卡通圖片及背景圖，雖然因為
完美主義，經常熬夜準備教材，但依
然樂此不疲，喜歡投入在設計教材的
過程中。 

靜默的旁觀者

我是一個靜默的旁觀者
隨著時間的洪流 不斷流浪
晨曦的微光 沐浴著我的雙眼
海風的聲音 藏進了我的雙耳
人群在對我微笑、溫暖如潮
我躲在世界的角落
無聲觀察

我是一個靜默的旁觀者
看到優雅的白鷺 掠過清澈無垠的藍天
看到翠綠的苔蘚 為壁石披上了婚紗
看到螢火蟲的亮光 點綴著璀燦銀河
看到自然在歌頌、美景在跳躍
看到綠與藍不斷地揮灑、綻放

當感恩之門開啟，你是否會想到他？
中原的校園中，有一群人，一群你不
曾重視過的人

工作，他的責任
在清晨早八上課前，有一群人比我們
更先來到學校進行環境的整理；在中
午吃完飯後，有一群人在垃圾桶前整
理我們所製造的垃圾；在晚上放學回
家後，有一群人來清掃我們使用一天
的廁所-他們，是校園中的無名英雄，
渺小而偉大的清潔人員。

寫下，你的感謝
三天的擺攤時間，兩百五十位的同學
前來寫下他們內心的話語，卡片上頭
是滿滿對於清潔人員的感謝、對於自
己日常生活中垃圾丟棄態度的省思，
而這也是這場校園活動期盼帶給同
學的，或許，對於我們的學習環境，我
們也可以一起做些什麼！

嘗試，製造改變
雖然只有一週的時間，懸掛在教學垃
圾桶後方牆上的卡片吸引了許多同
學駐足觀賞、討論，在這次的卡片中
進行了三種不同的設計，第一種是以
清潔人員為主體，將清潔人員的辛勞
進行直接的體現、第二種是以資源回
收為主題，期望同學們在丟棄垃圾時
可以妥善地進行垃圾分類、最後一種
則是以“不塑”為理念，透過鳥類與海
龜體內的塑膠袋，對於我們平常濫用
塑膠袋的習慣提出省思。

感恩的心，感謝有你
這是這次活動的標語，感謝的“你”除
了辛苦的清潔人員，更是要感謝每一
位願意從現在開始改變的你！
#感恩節企劃
#影創向日大傳環工

我是一個靜默的旁觀者
躲在世界的角落
悲傷與歡樂的交接之處
駐足許久 雙手合十
靜靜地感激著
這世界的美好

我是一個靜默的旁觀者
看到樹木傾倒與木磚堆砌
看到冰川融化和動物滅絕
看到河水乾涸及沙暴肆虐
看到森林暗自落淚、憂鬱隨風起舞
看到綠與藍不斷地被吞噬

我是一個靜默的旁觀者
晨曦的陽光 刺瞎了我的雙眼
海風的聲響 震聾了我的雙耳
人群在對我微笑、寒意刺骨
我躲在世界的角落
不知所措

令大家驚喜的是，有一場愉快的
相見歡，能夠實際見到小朋友們！
活動當天，我們大手牽著小手，漫
步在校園中；彼此合作完成漂亮
的成品，也一同談天、玩遊戲。原
本冷酷的我，看見孩子們的純真
笑容，好似拾回了赤子之心。

一切的偶然都是必然，謝謝朋友
宏瑜分享活動訊息，謝謝助理沐
慈及帶班老師怡筠的照顧，感謝
科技的進步及數位學伴計畫，更
謝謝小學伴恩惠，使我們教學相
長，更融化我冰冷的心，最後謝謝
本次的活動，幫助我們獻上感謝！

相信只要有愛，就有奇蹟，讓我們
＂童＂在一起，領受恩典！

是希望你免於挨餓以及失所流離
那你會不會其實比起這些更渴望自由
會不會想念那片被陽光烘烤的土地
但每每碰上冬日裡沒有盡頭的寒流來襲
或是連日不停的濕漉雨季
總是很欣慰你就待在家裡如日常那樣搗蛋翻滾或嗜睡
就在我給你的城堡安穩的生活著
你放心、爸爸媽媽會很努力
快點給你一個更大更好的家讓你暢玩
會更有能力
再多養好多現在還在流浪的弟弟妹妹陪你
讓你當老大
我們要永遠在一起
但我還是想告訴大家告訴你
感謝上帝帶我遇見你、擁有你、能竭盡全力愛你
感謝能夠對你無止境的寵溺
才是萬生有幸

應華三 陳亭言

化工三 曾鵬宇

環工碩一 張致遠

九月五日，一直在心裡叨絮著是個重
要的日子但澄不清輪廓，腦袋轉著很
多有關這陣子諸多不順遂的念想，轉
過身看著你熟睡的樣子深深覺得被
救贖的同刻才倏地閃過九月五日我
們相見的日子，可若說是相見之於我
們好似又不夠貼近，但我真的驕傲也
慶幸可以在庸碌生命裡是一個被你
依存的關係，然我心裡對於你到底聽
明白我的那些滔滔不絕絲毫沒有頭
緒，假裝不在意抑或真的那麼傻氣都
好，正我愛你，數人說養寵物正是育
兒的縮影，真的在你身上看見自己也
有所謂身為母親情竇初開的模樣。
常在你往窗外盼腦望個沒完的時候
總暗自想著把你從七美那片美景帶
回來

特教四 蔡筱薇

感不感，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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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不感，說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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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不感，說出口
徵稿活動



稍早在校園一隅，一群剛結束暑期海外服務的緬甸、柬埔寨及
薩爾瓦多海外志工隊同學，正準備展開他們為期一週的愛心義
賣活動。這些義賣商品，都是團隊從緬甸、柬埔寨及薩爾瓦多當
地帶回的特色小物，經過挑選、運送到行銷及販售，它們變身為
耀眼的陽光，不僅照耀著每一位志工，更溫暖了服務對象及客
人們的心。

延續服務，我們其實很近

海外志工們選擇義賣當地文化特色商品，除想以這
樣的方式回饋服務地外，也希望透過義賣，讓中
原師生對服務地國家多一份瞭解。對於海外志
工們而言，離開服務國家後能再次回到服務國家
或是再次見到服務對象，似乎越遙不可及。因此比
起在當地服務，海外志工們更希望藉由在臺灣的服務延
續幫助的力量。透過義賣當地特色的商品，像是薩爾瓦多的瑪雅
臉譜鑰匙圈、緬甸的奶茶和柬埔寨的椰子碗等，不僅讓中原師生
瞭解這三個國家的文化，也為這些購買者與服務地間搭建了一
道愛的橋樑，使來自臺灣的思念變身為一道道美麗的彩虹，映照
著彼此。

傾注全心，看見服務另一種樣貌

由於義賣活動是由中原大學柬埔寨、緬甸及
薩爾瓦多三隊海外志工們共同舉辦，相對於
籌辦隊內服務事務，義賣活動更需要大量的
溝通及討論時間。而經過團隊們集思廣益下，
一系列吸人眼球的宣傳行銷手法就此誕生。
擔任本次義賣總籌的國貿系黃郁芳同學表
示：「我們會定期在海外志工的Facebook粉
絲專頁放上義賣物品的照片和文案，更搭配
按讚分享抽獎活動，來讓更多中原師生知道
我們的活動。而現場販售時，我們今年新增滿
三百抽折扣的促銷方案，反應也非常熱烈。」

透過訪問三個國家的海外志工團隊，彷彿能從海外志工們
的眼神及肢體語言裡深刻地感受到「服務學習」的精神。雖
在義賣當中偶有挫敗及突發狀況，卻不曾辜負這段走過的
歷程，海外志工們反而更加淬鍊和成長。透過義賣，不但深
刻地挖掘出當地的故事，更連結起土地及情感，形成美好
的循環。購入義賣商品，也是一併購入了關於「愛」的一切
記憶與想像。

海外志工們販售義賣物品時，更是熱
心真誠地向前來攤位的師生們分享
每項義賣商品背後的故事。像是來自
柬埔寨的筆記本，其製作者是
柬埔寨聾啞人士，它代表的則
是一份份工作機會，雖然只
是一小本筆記本，但這些商
品的收入卻能幫助他們逐
漸脫離貧窮。企管系莊以
寧同學也分享道：「比起
親身到當地進行服務，
運用所長義賣商品也是
另一種服務的方式。」

海外的一份情懷，
義賣的一份真誠 校園記者／王郁薰、葉育恩

附近民眾也到現場進行選購

團隊向中原師生分享商品故事

中原大學應外系張綺容老師於106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中英翻譯」課程，有別於往年系上的翻譯必修課程，張老師將應外系
專業和服務學習結合，與桃園市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透過翻譯網站內容及製作英語宣傳影片，協助擴展基金會在國
際上的可見度，更提供學生翻譯的實務機會，讓學生們能真正接觸到客戶端、看見服務端最真實的需求，並瞭解「翻譯」的本質
即為「服務」。

看見需求，翻譯就是助人的「服務」

真善美福利基金會主要的服務項目，為幫助家中已無力照顧
的憨兒重拾生活，提供許多生活上的服務、就業機會的輔導，
鼓勵他們走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由於在老憨兒方面需要較
完善的照護設備，因此真善美基金會在經費方面非常需要外
界的幫助。張老師看見他們這樣的需求後，決定帶領學生將
基金會網站內容翻譯成英文以及製作英語宣傳影片，用語言
的力量，讓這一份需求被更多人知道，也讓受益者不僅是服
務端，更是能看見這些資訊的人。

張老師提到，在此次服務中，不僅讓學生們以實務方式學習
翻譯技巧，也希望同學們能接觸到更多不同形式的翻譯。比
如將紙本上兩頁的稿件內容，摘譯成一分鐘左右的影片檔，
讓同學們能瞭解到，業界中不同的客戶端就會有不同的需
求，在翻譯這項產業中，沒有一天是停止學習的。張老師更帶
領同學們回到翻譯的本質上思考，其實翻譯本身就是一項助
人的「服務」，能幫助別人解決溝通上的困難，才是翻譯存在
的目的。

走出教室，體驗不一樣的服務學習

經過一個半月的努力，應外二甲的同學們於107年6月11
日的成果發表會中，分享了許多在此次服務裡所得到的感
動與成長。應外系楊祖禎同學分享道，在實地參訪真善美
基金會時，原以為看見的會是和醫院類似的病床景象，但
實際上真善美所提供的生活環境非常完善，也提供了許多
訓練，幫助培養憨兒的自主生活能力，讓他們能活得更有
尊嚴，楊同學也因此感受到，其實他們和自己沒有什麼不
一樣。
對於此次服務後自我的改變，應外系尤映筑同學提道，此
次翻譯服務帶給她最大的改變，即是可以開始去嘗試不一
樣的服務，分享自己不同的能力，給更多需要幫助的人。談
到服務的本質，應外系鄭方瑜同學認為服務有很多種形
式。幫助別人，不一定只能建立在金錢上，身為學生，透過
所學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也能是一種非常珍貴的貢獻。

不論是以自己學習到的知識去服務他人，還是在服務中的
自我成長，這樣雙向回饋的服務學習，在每位同學心中，都
種下了愛的感動。

有譯無礙，讓愛遠行

分享心力量
服務學習雙月刊徵稿活動

校園記者／劉詠庭

活動日期:
 107/11/26（一）～ 107/12/16（日)

活動簡介: 
當你無助時，是否希望有人能伸手拉你一把呢?
你曾經幫助過別人或者被別人幫助嗎?
讓我們一起把那份藏在心裡的感謝與感動分享出去吧!
在自己的臉書塗鴉牆寫下曾經幫助別人或者被別人幫助
的故事，透過分享將這份暖流串聯起來讓更多人看見，
一起為世界遞上溫暖。

詳細資訊：

應外系同學參訪桃園市真善美社會福利基金會。

海外服務學習 海外服務學習

專業服務學習 活動快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