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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畢業生前程似錦 懷抱希望展翅翱翔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徐旻君報導】輔大

畢業生穿著學士服在校園巡禮中回憶過

往，點點滴滴，永存心中，同時也對未來

懷抱憧憬。101學年度畢業典禮6月22日於中

美堂盛大登場，畢業生全體起立向老師及

家長鞠躬行「謝師禮」及「謝恩禮」，感

激師長在人生的旅程中的扶持與父母的無

私付出。

        中美堂外、各系所與校門口搭配著畢業典

禮現場轉播，讓無法親臨典禮的師生與家

長也能參與其中。課指組組長王翠蘭表

示，因為場地關係，每年的畢業典禮不見

得所有家長都能進入中美堂，因此學校貼

心的安排中美堂外的社團表演，有熱舞

社、肚皮舞社、魔術社與有氧健身社等，

還有藍血人樂團與Space Cake樂團帶動氣氛

獻唱。

        畢業生跨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學博士劉得

興，賽德克族人，現場有20幾位親朋好友

盛裝打扮原住民傳統服飾，出席他的畢業

典禮。劉得興平常也是輔大的職員與天主

教教徒，畢業典禮擔任授光禮的畢業生代

表，由畢業生黃政勛等手捧蠟燭傳遞著象

徵光與熱的未來，親友的熱情祝福也成為

畢業生走向未來的動力。

        哲學系畢業生宓欣瑞是台灣與西班牙混

血，她開心的歡呼順利畢業。新聞傳播學

系畢業生陳孟婕是系上的第一名，代表接

受校長的畢業證書，也規劃畢業後出國深

造，她說：「畢業典禮才是現在的第一

步，未來仍然要繼續往前」。

        畢業典禮的哭點落在商學所博士班王彥

蓁，日前因乳癌逝世，來不及參加畢業典

禮，罹癌16年她樂觀、積極、勇敢，不斷

參與公益活動，為乳癌病友爭取權益，她

總能放下恐懼，無畏的面對生命，6月8日

天主接她走了，學校特別在典禮安排她的

丈夫陸積偉接受校長的畢業證書，並由管

理學院院長李天行親自撥穗，王彥蓁對未

來不放棄的心成為全體畢業生的典範。

        而在畢業典禮告一段落後，各院系所亦分

別舉行專屬系上的畢業茶會，透過播放回

顧影片、畢業生發表感言與學弟妹用心準

備的表演等，為校園的每個角落帶來溫馨

氣氛，畢業生留下離別的淚水，滿懷希望

的離別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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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校牧室連方綺

小姐提供】青年節前夕，

總統馬英九3月28日特地

前來本校參與青年座談，

關心國家未來的棟樑。活

動在著名的路思義教堂舉

行，以「看重自我能力，

分享實踐勇氣」為題，特

地與幾位學生代表對談，

學生分享實踐歷程及服務

社會的心得與啟示，以及

博雅教育帶來的影響，總

統與現場三百位學生互

動，接受提問，受到熱烈

的歡迎。

馬總統很肯定東海大學的

Liberal Arts勞作教育及博雅

學習，除了專業學習同時重視文史素養，讓學生在年輕的時候養成善良正直、進取誠

信、充實自己、關懷他人，以全人教育培養健全人格的國民。總統更以曾國藩的一段

話：「凡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方有成事之

可冀。」鼓勵在場的青年學子勇敢作夢，躬身入局，挺膺負責。

與談人陳廷宜談到因為參與澎湖社區服務，親身感受到偏鄉學童資源缺乏，回到學校後

苦思自己能做點什麼。後來與呂昇樺、夏振華、蔡侑霖三位同學，共同組成「騎萬里

路，募萬卷書」團隊，大夥一邊騎腳踏車圓夢，一邊做公益幫偏鄉學童募書。因為篤信

相信自己做的事有意義，所以不畏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未來更希望能組成「大學生關懷

偏鄉教育聯盟」為弱勢孩童盡心力。

籌辦「小人物」雙月刊的環工系孫大翔同學說，他發現現在年輕人 大的問題在於不敢

做。為了符合社會期待，往往選擇比較好走的路，找工作賺錢。因為看到「一個人也可

以改變世界」讓他思考除了賺錢找工作，還有很多人追求著讓人生更有意義的事。很多

人跟他說辦雜誌會倒不會賺錢，但他和他的團隊仍全心投入，透過分享故事，活出青年

的價值方式及生活態度，他特地贈送一份創刊號的雜誌予總統紀念，未來希望成為值得

信賴的媒體。

 政治系三年級的林泰瑋分享參與「反臭氣運動」，為東海爭取工業區臭氣污染問題改

善。他認為學校的教育教導大家思考，參與活動 重大的意義，是知道「改變不是從天

上掉下來」，親身參與生命經驗發生的轉化發光發熱。馬總統對於學生參與社會改進活

動，關心社會結合社區參與活動是非常肯定並支持的。

 國貿系陳虹羽分享參與勞作教育的經驗，大家以為清掃是件簡單的事，但實際投身才知

道掃地其實並不簡單。學習團隊合作、溝通協調、勇於嘗試、解決困難等課題，參與才

會有感受，也才能有新發現。被馬總統問起她正在實踐的「募集快樂的活動」，她表示

正在蒐集臺灣人的快樂，目前蒐集了500份快樂，要快樂的同時也分享快樂！馬總統分享

他的快樂，快樂不一定是笑咪咪，心情寧靜，有幸福感就是快樂。

現場同學把握難得的機會，無不踴躍發問，而總統則是親切又耐心的一一回答。 後，

總統致贈書籍予每一位同學紀念書；湯銘哲校長則贈送深具意義的紀念品，創校時期路

思義教堂的瓦片及舊圖書館牆上綠色琉璃花磚，上有詩一首「圖書館的琉璃磚，代表求

真的信誓。路思義教堂的瓦，象徵篤信的堅持。東海大學的永續，乃是力行的實踐」。

「小人物做大事」總統與東海青年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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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齡生命關懷中心新建
工程
【聖約翰科技大學公關室林秀錦小姐提供】

聖約翰科技大學精神指標「降臨堂」
自62年完工啟
用迄今已屆40
年，有感於原
有空間有限，
主堂已日漸不
敷使用，乃由
張員榮校牧提
案，並獲董事
會 同 意 興 建
「長齡生命關

懷中心」，除紀念聖公會王長齡主教對本
校之卓越貢獻及作為活動副堂使用外，尚
可作為全校師生課外活動及輔導空間，亦
可作為促進社區居民交流活動使用。全案
工程經費由校牧室募款新台幣1,900萬元，
學校配合款550萬元，總計2,450萬元，總樓
地板面積為801平方米。

張員榮校牧表示，因全體師生、校友、教
友和社會人士無私的奉獻，使他充分感受
到王主教「以生命影響生命」精神的影響
力。更期望藉由「長齡生命關懷中心」照
顧清寒學生、幫助社區居民，讓他們不只
有尊嚴地活下去，更為國家所用，將所學
回饋社會幫助更多人，產生一股正向的力
量。

【東海大學校牧室連方綺小

姐提供】三月份的東海校園

出現了不少的紫色。許多路

燈上懸掛了紫旗；有七顆神

祕大樹，樹上綁滿了紫絲

帶；七顆樹下有紫色的大看

板，寫著耶穌被釘十字架時

所說的七句話；教堂草坪有

好多紫色的立牌，寫者許多

和好的故事；有些同學胸前

配掛了紫色的徽章，邀請人

們學習與人和好。這是「和

好感恩月」的顏色，學校第

一次透過這個主題月，期待

創造師生們學習寬恕、和

好、感恩的生活。

紫色，在歷史上常用來象徵

君王的榮耀，但上帝之子耶

穌基督卻在十字架上，披著

紫袍承受著來自於人的羞

辱。因此紫色也成了教會傳

統中象徵反省的顏色。若至

聖的上帝為了與人和好，願

意付上 貴重的代價；那我

們在面對渴望修復的愛情、

親情、友情...等關係時，又該

如何自處呢？ 十字架，是通

向上帝與人和好的道路，也

賦予了人與別人、與自己和

好的力量與勇氣。和好，是

生活中真實的需要。

籌畫這項活動的校牧室表

示，這次活動分為「和好之

路」、「全校捐血日」、

「飢餓三十送愛到蒙古」三

個部份。三月份的和好感恩

月，就是一個邀請，鼓勵所

有師生，在面對渴望修復的

親情、友情、愛情...等關係

時，學習付出與實踐，勇敢

踏出和好的腳步，讓生命中

充滿熱情與感恩，從路思義

草坪上蜿蜒的和好之路開

始，勇敢踏出和好的腳步

和好感恩 校園新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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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列車正式啟動

提升學生「畢業即就業」的就業競爭力

【聖約翰科技大學公關室林秀錦小姐提供】大企業往往有很多世界媒體的光環所加持，讓學

生只重視有名的大企業，畢業找工作也以大企業為目標忽視了中小企業的重要。事實上，中小
企業在過去二、三十年來扮演著臺灣主要動脈的地位，造就了世界矚目的經濟奇蹟；近年來，
因為世界經濟的急遽變動，而學生事實上不甚清楚臺灣能在金融風暴中撐過來，中小企業的實
質重要性。聖約翰科技大學此次承辦「2013中小企業產學合作列車論壇」活動主要目的是要讓
學生能透過此活動更明瞭產官學整合後，可以讓學生更能在未來的職場建立更多的實習機會。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北區委員會主任委員黃品羱博士表示，本次論壇活動
結合產、官、學的專家學者共同為企業與學界的能量整合來獻策，期能對國家中堅力量的發
展，提出具體有效的辦法，並整合企業與學界的資源，共同為國家的經濟與教育貢獻一份力
量。

活動當日，聖約翰科技大學陳金蓮校長更與百家中小企業進行產學意向簽署，並由北區委
員會黃品羱主任委員代表百家企業與陳金蓮校長完成產學合作意向簽署。陳金蓮校長表示，透
過產學合作架構協議之簽署，實質將企業資源引進學術界外，並將學界能量導引進入企業內，
同時可以協助企業諮詢顧問等人才培育，促進雙方的產學合作，以展現產學互動最佳橋樑與無
縫接軌的成功模式。

聖約翰科技大學蔡朝荃同學表示，學校在大三升大四時提供暑期與產業合作實習的機會，透過
實習的機會能學習到不同於課堂上的實務。朝荃同學本身是在報關堂實習，與所學習的國際貿
易有很密切的關連，當有機會在業界實習接觸時，就深刻感受到業界所需與目前所學還是有所
落差，將所學運用在工作上，讓學子們具有「畢業即就業」的就業競爭力，這是學校目前積極
在推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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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松筠神父赴輔大演講 盼藉由傳播啟發世人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王郡薇報導】輔仁大學傳播學院於5

月29日結合導師會議時間，邀請光啟社丁松筠神父，針對

議題「我的信仰與我的傳播工作」與各院老師們分享。除

了分享丁神父的臺灣工作經驗談之外，也談到他當時選擇

來臺的動機，以及近年來臺灣媒體生態轉變，對丁神父的

理念和理想帶來何種衝擊，希望藉由神父的經驗分享，幫

助導師們進行導師工作的探索。

在演講中丁神父說，史懷哲開啟他對服務的概念，也因此

想靠自己的力量來影響別人的生活，並且他特別喜歡法國

的一名考古學家德日進，並因為德日進的故事而激勵自

己。丁神父說傳播工作的現象有越來越複雜化的趨勢，但我們能靠傳播使人們能變成一體，讓

傳播不只是見證，也透過媒體啟發人，讓人知道人們需要你。之後，光啟社也將開發數位電視

台，丁神父表示因為現在什麼節目都有，導致年輕人選擇太多，所以年輕人要懂得選擇，也要

懂得該如何看，媒體也應該從故事中找到一個正確的價值觀，這樣傳播工作才能持續影響並做

許多好事情。

本活動的承辦人傳播學院秘書葉玫萱說，之所以會請丁神父來是因為張文強教授的推薦，丁松

筠神父為天主教人士符合學校的精神，同時也是傳播圈的重要人士，和輔大也有相當大的淵

源，在輔大還沒有攝影棚的時候，是由丁神父帶同學們到光啟社攝影棚實習，因此很榮幸邀請

到丁神父。

參與今日演講的影傳系副教授蔡淑麗說，今日演講對自己在教學上幫助滿大，因丁神父的現身

說法以自己本身學哲學並記錄整個傳播媒介，且我自己的學識背景也是學哲學的現在也在教傳

播系，對於神父的演講很多東西都能引起共鳴，因此對我自己啟發性滿大的，並期望自己在教

授一些課程的時候，能把神父的話在適當的時候分享給學生並給予啟發。

長榮大學大一生成年禮 「按手禮」勉成長
【校園記者採訪報導】

長榮大學每年訂於溫馨五月舉辦

「學生成年禮祝福感恩禮拜」，

主要針對剛成年（滿二十歲）的

大一生，給予「轉大人」的祝

福，由牧師為參加的一百位學生

施予「按手禮」，期許學生在四

年的求學生涯不論是身體或是學

習上能更加堅強茁壯，不斷進

步。

　此次活動的主禮陳尹中牧師，

在典禮上對現場學生積極勉勵，

他以自己和爸爸的相處為經驗，

希望轉大人的表現就是要學習為

自己負責，要更孝順，要有愛心及智慧。陳錦生校長在師長叮嚀時提到：這學期學校地址

改為台南市歸仁區長大路一號，一號代表好的開始，因為大家每天都要上一號，引起現場

師生哄堂大笑。他說「長大」就像毛毛蟲蛻變為美麗的蝴蝶，長榮大學會陪伴大家一起長

大。

　資工系一年級梁汪鸛表示，雖然沒有特定的信仰，參加活動之後卻充滿能量，也認識很

多朋友非常開心。社工系一年級潘雅雯說：「第一次參加此活動，經過儀式的洗禮之後，

會提醒自己已經是成年人，要對自己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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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靜宜兩校聯合祈禱
會

【東海大學校牧室連方綺小姐提供】東

海大學與靜宜大學有個鮮為人知的共同傳

統。每學年下學期復活節左右，兩校的校牧

室會輪流舉辦聯合祈禱會，為兩校的教職員

生、教育工作、與國家社會祈禱。本年度的

聯合祈禱會由東海大學主辦，4月11日早晨

兩校校長帶領數十位教職員生，聚集於東海

路思義教堂同心合意地讚美、祈禱。

在教堂內，兩校一級主管站立在十字架前，

為兩校教職員生、校務發展代求，道出為人

師表 深的渴望—見到學生在短暫的校園歲

月中，成為生命有厚度的人：面對變化萬千

的世界，在專業知識的成長上，有求精求進

的姿態、在品行上，有堅定的心智；面對

人，有柔和謙卑、仁愛寬厚的身段；面對生

命的方向，有從天上來的智慧與眼光。

　聯合祈禱會上，本校董事會汪群從董事長

致詞證道，以聖經 路加福音第11章第5~13節

勉勵與會者『大膽代求』。本段聖經記載著

一個人在大半夜冒著吵醒別人全家的風險，

「情詞迫切」地求他的朋友借他三個餅招待

客人。汪董事長指出，中文聖經的翻譯稍嫌

客氣，按希臘原文，本詞應作「厚顏無

恥」。並按聖經提醒，連人都會因朋友不要

臉的拜託，勉強伸出援手，何況是滿有慈愛

和憐憫的神，豈不更樂意將一切的美好，乃

至於祂自己，給求祂的人? 於是 汪董事長勉

勵眾人按著聖經『大膽代求』，如此必得著

所應許的福份。

　會後，兩校的校長更堅固兩校博雅教育互

助合作的盼望，重申在基督裡美好的夥伴情

誼。東海和靜宜，隔著半個沙鹿的距離，共

享的除了鄰近兩校的夜市與大台中地區的夜

景，著實還有許多眼所未見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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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輔仁，挑戰自我」登山活動 學生踴躍參與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黃

涵逸報導】由輔仁大學體

育室主辦的「健康輔仁，

挑戰自我」登山活動，在

五月四日舉行，參加師生

於當天前往宜蘭礁溪─聖

母莊國家步道，完成健康

登山行動。這個活動不僅

讓參加學生在繁忙的課

餘，有時間走出戶外活動

筋骨，學生也可藉由登山

活動和不同科系的同學接

觸、互動。

這次的登山活動，是輔大

體育室每年都會舉辦的三

大活動之一，三大活動包

括泳渡日月潭、鐵馬單車環台及健康登山活動。從一月初便開始籌備，活動的目的主要是

為配合時下大眾重視養生和健康的概念，希望校內師生能在工作或課餘，離開教室走出戶

外，漫步在大自然中，體驗山林千變萬化的風情。同時也期望透過邊玩邊教育的方式，宣

揚環保概念，讓學生了解爬山不只是對自我體能的一種挑戰，更要隨時愛護地球，隨手帶

走自己的垃圾、不任意帶走大自然的資源，讓其他人也能享受山上的美好環境和新鮮空

氣。

在五月一日的行前會，登山活動負責人張絢慈向大家講解當天登山行程，並提醒學生登山

需注意的事項，她表示這次共有80名學生和10名教職員參加，共分成十個小隊，體育室也

和體育系合作，請體育系學生擔任帶隊隊輔、協助活動的進行。而參加這次登山活動，預

計上下山來回共走十公里，體育室會提供登山杖供參加者使用，並贈送具有紀念意義的頭

巾給參加同學作為紀念

張絢慈表示，活動當天老天爺非常給面子，天氣放晴，參加者每個人都精神奕奕，沿途除

了欣賞到壯麗的五峰旗瀑布、更享受在大自然放鬆自我的時光，她也表示所有人 後都成

功的走完全部路程。作為隊輔的許嘉豪表示，小隊員們剛開始爬山的時候都有說有笑、覺

得有趣，但路程越到後面便漸漸開始無力，但他說，這次是他第一次參與校內登山活動，

好玩之餘，更重要的是可以接觸到許多其他科系的學生、認識新朋友。

活動主辦人張絢慈表示，雖然從籌備、場勘到當天正式出發登山的過程很辛苦，但活動結

束後，許多學生都跟她反應這次活動辦得很棒，並期待參加下次的活動，讓她覺得很有成

就感。本次「健康輔仁，挑戰自我」健康登山活動，也在大家的歡笑中完美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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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榮大學畢業典禮「洗腳禮」 勉學生謙卑服務
【校園記者陶佩萱 洪舒文／採訪報導】

   本校２０１３畢業典禮於六月一日早上九點半於體育館舉行，上午場為健康科學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及神學院；下午場為管理學院及資訊暨工程學院。頒發獎項有長老教會總

會獎、教會獎、德育獎、智育獎、體育獎，群育獎六項獎項，今年共有２２９２人順利

畢業，邁向人生另一個階段。

  畢業典禮上的傳統儀式「洗腳禮」，洗腳禮出於聖經中主耶穌替門徒洗腳的故事，由老

師幫學生洗腳，藉此勉勵畢業生，能以耶穌的謙遜作為榜樣來愛人、服侍人，傳達謙卑

服務的精神。再來為了讓畢業生莫忘在背後默默付出的雙親，典禮上也舉辦「謝親

禮」，藉由洗腳禮的儀式感謝雙親付出的辛勞，在學業有成的時刻為彼此留下難忘的回

憶。

校長陳錦生在致詞時表示，今年自己也跟畢業生一起畢業，而畢業代表另一段學習的開

始。有一種身分永遠不會變，那就是學生 ，即使卸任也會繼續陪伴長榮的學生「長

大」。

  典禮 後為了讓畢業生感恩與想念大學四年來的點滴，透過「畢業生的回憶」程序，讓

畢業生回顧大學四年來在長榮大學付出的努力和淚水，說出在大學四年內對師長及朋友

的感恩與祝福。

   因沙崙支線長榮大學站就在校園內，為遠道的家長提供交通便利性。因有些家庭是全家

總動員到場觀禮，為了服務有長者與小孩的家庭，學校特地派校車在長榮大學站與會場

間來回接送，並有公關天使協助導引，讓家長可直達會場，免受炎夏之苦。

    今天也是生科系、國企系、翻譯系等系所辦理校友回娘家的團圓日。翻譯系自2004年首

辦校友回娘家，今年邁入第九年，並於2012年正式成立系友會。教授李憲榮表示，為因

應少子化的競爭，系上會增加實習機會，希望系友多予提拔學弟妹。系友會秘書長王儷

霓勉勵學弟妹，要積極累積自己的人脈，建立人力資源存款簿，對職涯發展很有幫助。



路思義合唱家演出-半世紀的相逢
【東海大學校牧室連方綺小姐提供】五月

廿八日晚上，闊別東海40年的美籍指揮Mrs. 

Elizabeth Rice，指揮路思義合唱家在五十週年

的路思義教堂中舉辦夏季音樂會，唱出穿越50

年的悠揚歌聲與故事～「半世紀的相逢」

當晚的樂曲橫跨中外，兼融了台語民謠、聖詩
以及西洋合唱小品與讚美詩，在上半場的曲目
中，特別選擇了以「讚美上帝」為主題，與台
下眾多東海校友和師生，共同讚嘆上帝在歷史
中奇妙的恩典，其中熱情巴西風格的哈利路
亞，更帶動了全場的雀躍！
中場時校牧室李貽峻牧師分享：上帝的意念何
等豐富，美得像夢，而且一覺醒來，並非夢

碎，乃是仍與上帝同在。這是人生最美好的保證，也是任何處境中的盼望。
下半場由音樂系男中音溫穎傑同學，以小夜曲獨唱揭開序幕，並與台下觀眾熱情互動，之後數首台灣與
西洋鄉村歌謠，更使現場洋溢著活潑氣氛，與台上指揮79歲的身影，產生了令人感動的畫面。安可曲
「願主賜福保護你」，使現場出現一片深沈的寂靜，之後爆出熱烈的掌聲，全場為著50年的故事而喝
采。
2012年中，在前後校牧室主任李春旺牧師與黃欽印老師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傳承早年東海聖樂團精神
特色的「路思義合唱家」，同時也得到了校內師長與歷屆聖樂團校友們，在各方面的溫馨協助。 取名
「路思義合唱家」，一方面合唱「家」代表了專家的品質，一方面也建立一種「家」人般的生活關係，
而不只是因興趣結合的歌唱社團。以路思義為名，也想反映當年亨利路思義家族，對於東海高等教育的
期待，是全人的、博雅的、深富人文底蘊的。甚至早年東海聖樂團的指揮Mrs. Elizabeth Rice，也專程返
台一年擔綱指揮，為自己79歲的生命再譜青春。
而在這場音樂會後，指揮Mrs. Elizabeth Rice也將返美定居，5/31晚上湯銘哲校長於家中親自設宴歡送，
並贈予一片路思義教堂外牆瓦片，以紀念她傳承了自東海聖樂團至路思義合唱家的風範與精神傳承。



輔大歡送退休
教職祈福餐會 
開啟生命另一
段旅程

【公共事務室校園記者許雅婷報
導】為教職生涯畫下休止符，退
休是生命另一段旅程的開始。輔
仁大學於6月27日中午，在輔大淨
心堂舉辦歡送退休教職員祈福餐
會。輔大今年共有11位教職員退
休，而這些退休教職員，也都在
學校服務長達三、四十年。輔仁
大學使命副校長聶達安、學術副
校長周善行、秘書室主秘魏中
仁，都代表輔大上台發表致詞，
表達學校對退休教職員長期服務
的肯定與感謝，整個祈福餐會活
動，在輔大使命副校長聶達安帶
領全體人員祈福後正式開始。由
於輔仁大學校長江漢聲，擔任大
專體總會長，必須到高雄參加
2013喀山世大運中華代表團授旗
典禮，無法親臨祈福餐會現場，
對退休教職員表達致謝。因此由
輔大使命副校長聶達安代表學
校，頒贈退休獎牌、致贈紀念
品、獻花給退休教職員。在贈與
教職員的紀念品中，其中「筆記
本」是使命副校長聶達安特別挑
選的禮物，使命副校長聶達安表
示，雖然退休教職員從工作崗位
卸任，但期望各位的「心」不要
也跟著卸任了，而筆記本可以幫
助大家記得更多東西。
    活動現場的親友團，除了對退
休教職員在任職期間的付出給予
肯定，也都紛紛表達不捨。輔大
今年的退休教職員中，包含宗教
學系武金正教授、金融與國企學
系陳明道教授、德語語文學系包

哲教授、中國文學系王令樾副教
授、英國語文學系鮑端磊副教
授、法國語文學系洪藤月副教
授、西班牙語文學系孫素敏副教
授、醫學系國泰醫院黃金山助理
教授。退休職員有經濟系鄭延蓮
女士、人事室劉麗芳女士、總務
處事務組駱藝文先生，總共11
位。
每位退休教職員都對未來的生涯
有不同規劃，其中有退休職員提
到，之後會從事志工服務，另外
也有退休職員表示，之後會花更
多時間陪伴在家人身邊。而對於
退休後的生涯規劃，宗教系教授
武金正說，還是會繼續投入教學
的工作，每年有半年會待在越南
服務，另外半年還是會待在台
灣。

推廣服務學習　
嚴任吉神父獲
頒睦誼外交獎
章
輔仁大學耶穌會單位代表嚴任吉
神父，3月4日獲外交部頒發「睦
誼外交獎章」，表彰他多年來積
極推動青年參與國際事務，以及
促進國際合作交流的貢獻。嚴任
吉神父表示，能夠獲頒獎章是一
種肯定也是榮幸，希望服務學習
能獲得更多支
持，讓愛與奉
獻傳到更多地
方。
外交部4日下
午舉辦
「2013NGO
新春聯誼茶
會」，由外交
部長林永樂親
自主持，邀請並表揚許多國內民
間團體（NGO），感謝NGO團體
過去一年的奉獻。外交部長林永
樂於會中特別肯定嚴任吉神父的
奉獻，並引用嚴任吉神父的話表
示，愛是無私、奉獻的，唯有發
自真心的愛才可被感受到。林永
樂部長也以同樣的期許與所有人

共同勉勵，希望大家以無私的大
愛為出發點，一起推動台灣的國
際活動。嚴任吉神父於1998年到
輔大任教，創立以愛心與真誠影
響社會的僕人式領導與服務教育
學習，並於2006年起帶領輔大師
生，前往印度加爾各達的垂死之
家，從事志工服務幫助許多病
患，感動了病患還有當地的居
民，獲得許多讚賞。嚴任吉神父
也曾帶領輔大的學生到許多國家
服務，讓台灣青年的愛心傳播到
偏遠的國度。此外嚴任吉神父也
與輔仁大學的服務學習中心，率
先響應政府的活動外交加強國際
參與政策，到去年為止一共安排
了18個團的青年志工到全世界12
個國家參與外交，此舉獲得外交
部高度肯定。嚴任吉神父在獲頒
外交獎章後謙虛表示，有機會為
自己的國家奉獻，是一種榮幸，
而為自己的國家做事是理所當
然。提到服務學習，嚴任吉神父
認為，學生得以用專業跟知識，
到各個區域以及國際的場合服
務，並以生命的體驗去學習，對
學生是非常重要的。服務學習讓
學生們建立自信，能有冒險的精
神、勇氣，激發改變世界的理想
與價值觀，相當具有意義與價
值。
嚴任吉神父表示，服務學習單位
更跟外交部合作國際外交青年大
使交流計畫，透過交流，學生不

只學習溝通對
話，也學會處
理自己的情緒
以及互助合作
的重要，同時
視野也打開
了。國際外交
青年大使讓學
生在其他國
家、在別人的需

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嚴任吉
神父也期待未來能以更多的愛與
真誠的服務影響這個社會，使學
生意識到他們有能力與專業，可
以幫助更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