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熱血擋不住 本校獲頒捐血績優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淡江熱血助人不落人後！臺北捐血中心於 19
日在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舉辦「105 年度捐血績優表揚大會」，臺灣血液
基金會董事長侯勝茂、新北市副市長侯友宜，以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局長林奇
宏等人蒞臨現場頒獎。本校在團體部分獲頒「績優學校團體」；個人部分，校
長室秘書黃文智因「全血捐血」超過 100 次獲肯定，接受表揚。
　臺北捐血中心主任洪正昇表示，「以過去的經驗來說，很多長期捐血人，第
一次捐血時間多數是在學校，對捐血中心來說，學校長期以來是穩定血源的基

礎，除肯定淡江師生捐血義行外，也鼓勵同學持續養成定期捐血習慣。」
　黃文智除代表本校上台授頒「績優學校團體」獎項，也獲個人表揚，他表示，
「因為自己是較罕見的 Rh 陰性血型，所以在學生時代就養成捐血習慣，而且
更機動配合。」有時接到捐血中心緊急需求電話，不論身在何處，二話不說地
就趕去挽起衣袖。他強調，「現在淡江每學年固定由童軍團、雄友會共辦理 3
次捐血活動，地點相當方便，鼓勵同學們多多參與，做個快樂的捐血人，展現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行動力，讓醫療用血不虞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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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4/25(二)
10:10

學發組
I304

「簡報詮釋術：表達製程參上！」
簡報技巧

4/27(四)
10:10

海事博物館
海博館4樓

影片播放：鄭和下西洋（一）走出
大陸

4/27(四)
12:00

文學院
L305 105-2文創學程實習說明會

4/27(四)
13:10

學發組
I304

「時間管理大奧秘」是你管時間？
還是時間管你？

4/28(五)
10:10

學發組
I304

「粵來粵有趣（2）」澳門文化及
粵語學習技巧

4/28(五)
13:10

學發組
L102

「簡報整形術：資訊圖表襲來！」
簡報設計技巧（上機實作）

4/29(六)
11:10

海事博物館
海博館4樓

影片播放：鄭和下西洋（一）走出
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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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胡昀芸專訪】「從高一那年，我就決
定要送給自己一個非常特別、有挑戰性的成年
禮！」大傳一蔡雅蓉以堅定的口吻這麼說著。
慢慢萌芽成型的夢想，就在高三升大學的暑假
完成，個子小小的她獨自飛越 9,000 公里，遠
赴歐洲巴爾幹半島，完成歷時 52 天的背包旅
行，從希臘開始，繞行整個巴爾幹半島西半部
一圈。
　選擇巴爾幹半島，是因為「除了義大利、希
臘外，半島上其他國家大多為開發中國家，與
臺灣相較，經濟相對貧窮、交通也較不便。」
因此蔡雅蓉覺得那應該是個很有挑戰性的地
點，笑著表示，「我的家人都跟我一樣，有著
自由的靈魂，我媽一點都不擔心，她說：『反
正搞丟也在地球上。』」
　為了籌備旅行基金，蔡雅蓉除高中 3 年省吃
儉用外，熱愛旅行的她也經由幫人代購累積旅
費，「譬如，我曾到日本幫網友代購偶像周邊
商品、吸塵器等等。」雖然存下了一筆旅費，
但她仍然非常害怕兩個月期限未到就把旅費花
光，「因此那 52 天，我除了常搭便車外，也
以最省錢又能交到當地朋友的『沙發衝浪』方

意。當看到對方熱情的眼神，就能知道超越語
言、國籍以外的感動。」
　樂觀的心態讓她結識許多好友，「在阿爾巴
尼亞時，因為沙發衝浪認識了無條件信任我、
把家裡鑰匙直接交給我的旅行社老闆。」蔡雅
蓉還跟他學習怎麼開遊艇與釣魚。她也在義大
利小鎮的派對上，遇到一位來自愛爾蘭的背包
客女孩，「隔天，我便跟她一起走訪中世紀古
城阿西西。」還有在離開阿爾巴尼亞半途的巴
士上，才想起與當地友人的咖啡之約，她立即
下車回頭赴約等等趣事。
　蔡雅蓉感性地說，「我走過一些國家，也離
開那裏，即使與當地人民建立了情感，但沒多
久就要分別，每天都在『遇見』與『離別』中
徘徊。」她認為旅行好似人生的縮影，並引用
電影「超時空攔截」一句話，「你遇見了人們，
離開了人們，你認識了很多人，同時也被更多
人遺忘，後來你才明白，生命是要一個人完成
的旅程。」因此，「在看見世界之前要先看見
你自己，認真生活其實比旅行更難，旅行時處
處是驚喜，而如何讓平凡日子變得更精彩，才
是最重要的事。」祝福她今年暑假下一章的巴
爾幹半島東半部之旅平安順利。

校園話題   物

大傳一蔡雅蓉

式，解決
住宿，更
不買任何
紀念品，
只買基本
生活需求
用品。」
扣除機票
錢，她的
成年禮旅
遊只用 3
萬餘元。
　來到人
生地不熟
的國外，
難免遇到重重困難，「出發前夕，我已將回程
機票買好了，強迫自己在那兩個月內不能有放
棄、想回臺灣的機會。」途中所遇到的孤獨、
困難、害怕，「最後都化為美好的養分，當作
送給自己的成年禮物。」
　巴爾幹半島上的國家母語多半不是英文，浪
漫派的蔡雅蓉對此卻不在意，「若遇到不懂英
文的人，我都靠著比手畫腳努力傳達自己的心

　蔡雅蓉表示，母親認為反正搞丟
也在地球上，便獨赴巴爾幹半島旅
遊。（攝影／何瑋健）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醫務長湯華盛分享憂鬱自殺防治。（攝影／何瑋健）

學生會會長學生議員    參選說明

學
思
域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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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研究課業
卻無處去嗎？各
館 各 樓 層 出 入
口、轉角處等的
桌椅都是討論好
選擇，圖為商管
大樓 4 樓中庭。
（攝影／何瑋健）

　【記者李穎琪淡水
校園報導】憂鬱自殺
防治議題越來越受各
界重視，諮輔組於 18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
舉行「105 學年度全校
大二、大三導師輔導
知能研習會」，並與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研習會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主持，邀請「臺北
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一般精神科主治醫師
兼醫務長湯華盛專題主講：「憂鬱自殺防治導
師該做甚麼」，學務長林俊宏與大二、大三導
師逾百位出席聆聽。
　葛煥昭致詞表示，「我們要以『發展重於預
防、預防重於治療』作為實施理念，給予學生
初級及二級的輔導，幫助他們解決人際問題、

調節情緒及正面思考。同時，我們要注意高關
懷群，針對有偏差行為、嚴重適應困難的學生
應轉至三級專業諮商輔導。目前在任何一所大
學，最主要的輔導工作，還是在導師身上。」
　湯華盛先以自己過往諮商輔導大學生的經驗
來切入主題，詳細地闡述憂鬱症與自殺間的關
係，其成因、症狀，以及一些需要注意的訊號，
「老師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要充實知識，懂得
如何分辨出憂鬱症或意圖自殺的警號。自殺者
多數患有憂鬱症，當中有 2/3 曾表達出自殺意
圖。」他強調，輔導學生時可從語言、心情、
想法、行為、外表 5 方面觀察其是否出現異常，
便能及時阻止憾事發生。
　對於老師在實際執行輔導上，湯華盛給出建
議，「導師平日可多了解學生的生活型態，用
問卷或旁敲側擊的方式關心學生。如發現學生
比較負面思考、容易害羞或焦慮，可以運用

【集思區】

壯遊巴爾幹半島 圓夢成年禮

大二大三導師研習憂鬱防治
『正念』的觀念，教育學生專注當下，接納喜
或悲，與情緒和平共處。如老子在《道德經》
裡面講的『上善若水』，學習『水』的特質，
柔軟卻能海納百川，兼納任何批評、想法，增
強同學的抗壓性。」
　湯華盛認為，治療憂鬱症除了專業的醫治，
最佳藥方還是作息正常、做好時間管理、選擇
靜坐或進行有氧運動，「因為在激烈運動後，
大腦會分泌更多一種叫腦內啡的物質，對舒緩
心情很有幫助。」
　綜合座談時間討論熱絡，老師紛紛向湯華盛
提出疑問，他也一一解答。參與研習會的大傳
系副教授唐大崙在會後表示，「我覺得湯醫師
講的內容相當專業，同時也讓老師發現了自己
能力上的有限。如未來老師遇上了患有憂鬱症
的學生，可與專業的諮商師合作，或尋求專業
醫師的協助，一起幫助學生。」

　【記者鄭浩雲淡水校園報導】一年一度學生
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選舉活動開跑了。
課外組將於 27 日（週四）晚上 7 時在 Q306
舉辦「TKU LET’S GO ！一起堆疊我們要的
淡江」第 23 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 37 屆學生
議會議員選舉參選說明會。
　選舉委員會委員、資管四蔡坤利表示，「學
生會是大學法規定學校一定要保障成立的組
織，提供學生代表能前進校務會議與師長對
話的管道，更是培養同學待人處事的自治體

系。」他說明在參選說明會中將帶大家認識學
生會，包括學生會會長及學生議員的權利與職
責，「歡迎大家踴躍參與，了解為學生挺身而
出的學生會！並用你我的力量，創造我們心目
中的淡江！」同學可上活動報名系統（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報名至 27 日。
　蔡坤利補充，如果同學們對學生會的職務有
興趣，可在 5 月 1 日至 4 日 12 時、18 時及 5
月 5 日 12 時至 SG220，登記成為正副會長與
學生議員候選人。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13 日起，在紹
謨紀念游泳館有一群小學生認真地學游泳，這
是體育處與鄧公國小再次攜手合作，於 13 日
起為期 4 週的學生游泳與自救能力教學課程。
　體育教學組副教授王元聖表示，第一堂課會
先測驗並依能力分級教學，希望能讓孩子順利
學好游泳，愛上游泳。
　本合作案對象為 5、6 年級 21 個班級計 474
位學生，授課教師除本校體育老師外，還有游
泳校隊隊員也協同教學。課程內容包含游泳 4
式蝶、仰、蛙、捷，也教導小學生面臨抽筋、
身體不適等狀況時的常識與處理。鄧公國小 6
年級的王薇晴分享，「老師很親切，而且能和
同學一起學游泳讓我很開心。」
　鄧公國小體育組組長宋屏麟表示，「淡大不

僅游泳池設備非常棒，老師們更是親切且認真
教學，希望藉由這個課程提升我們學校孩子的
游泳技能，雙方的合作也能帶來社區教學資源
的活化。」

鄧公國小師生：淡江游泳教學讚

廣東話    開班
　【記者林嘉倩淡水校園報導】「廣東話開班
了啦！」想要好好學習粵語卻沒有機會嗎？港
澳同學會於 24 日（週一）至 5 月 19 日的每週
一及週四晚上 7 時開始，在 B713 進行 3 小時
的廣東話教學。
　會長資管二羅嘉濠說明，8 堂課的課程內容
全部由社團成員們精心策劃，藉由粵語歌教
唱、簡易俚語教學等活動展現母語特色及港澳
的傳統文化。
　羅嘉濠表示，舉辦廣東話教學是社團的傳
統！他們發現很多同學對粵語有興趣，「但是
如想要自己學好會比較困難，所以希望藉由這
次的課程，讓同學們在廣東話的學習上能更輕
鬆而有效果！」
　土木四林隼暐分享，「之前自己上網學習廣
東話，覺得音都很像，非常不好學！無意間在
透可版上看到廣東話開班的宣傳海報，就來報
名，謝謝港澳同學會的用心！希望自己能說標
準的粵語。」有興趣的同學請上港澳同學會臉
書粉絲團查詢詳細活動資訊。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許多人喜歡親
近海洋，享受海洋給予的美好，除了游泳、戲
水、衝浪，還可以選擇彎腰淨灘呢！本校「校
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課程與綠色公民行動聯盟
合作，於本學期平日進行淡水區沙崙海岸與羊
稠子「貝殼海岸」的淨灘維護，分別由建築一、
日文一 A、電機電通一、航太一 A 同學們參與。
　軍訓室中校秘書文紹侃表示，根據近年於國
際淨灘間的垃圾統計，海洋垃圾兩大頭號殺手
為免洗餐具及塑膠垃圾。「本校十分支持環保

活動，希望能為守護海
洋盡力，也希望喚起大
家對海岸環境重視。」
文紹侃也帶領電機電通
一 60 位同學於隔週週五
上午以實際行動清理沙

灘，他說明，服務課程
不僅是一般的淨灘撿垃
圾，還會將撿拾垃圾進

行分類及品項統計，之後
將數據提供給綠色公民行動

聯盟，讓聯盟推動其他環境議題。
　電機電通一游凱旭說，在清理過程中發現，
現場亂丟的垃圾比想像中少，最多的是菸蒂，
反而是在岸邊撿到很多從其他地方沖刷上岸的
垃圾。他也說，藉由這個課程能和班上同學有

機會一起到校外，很有校外教學的感覺。
　建築一逾 60 位同學則是在隔週週二的早上，
由中校教官魏道冠帶領進行維護，魏道冠表示，
剛開始進行時學生會產生怨言，但他經常跟學
生分享以前的經驗，貝殼海灘原先因環境不整
潔較少遊客，清理過後甚至有新人到場拍婚紗。
他說也有學生表示，透過課程有提升班級的凝
聚力，讓彼此間多了不少互動。
　建築一蔡丁毅說，看到沙灘上有很多垃圾覺
得很難受，也多了要清理乾淨的使命，看到整
潔的沙灘就十分有成就感。他也盼望大家能養
成「愛護環境從生活做起」的習慣。
　中校教官陳文政則引領日文一 A 共 94 位同
學於隔週週一早上服務，他提到，課程的設計
是希望學生能藉由淨灘感受服務的榮耀及成就
感，同時希望透過課程來減輕環境上的負擔。
　日文一林欣潔開心地分享，她認為校外打掃
比校內打掃有意義，校內還有人定期清潔環境，
但校外的環境是需要靠大家共同維護的，進行
服務學習課程後，她深刻感受到服務的意義。

海岸淨灘總動員          社區環保服務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請問你叫什
麼名字？ cima ko ngangan iso ？」新北市部落
大學阿美族語老師高美英邊走邊跟同學們互動
著，這是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所舉辦的「原
住民族語班－ Amis 阿美族語」課程。除營造
校園族語學習環境，更提供對原住民族語有興
趣的同學們，有認識原民文化的管道。
　「Amis 阿美族語課程」將授課至 6 月 5 日，
每週一晚上 6 時在 L303 教室，進行兩小時的
學習，從阿美族語的發音、單字、會話，到結
合歌謠。參與課程的資圖三林千瑀分享，「老
師上課的方式很生動活潑！」原資中心承辦人

王志凱表示，課程除了聽說讀寫外，更將關於
阿美族的歷史、傳統、文化融入於課程中，「期
待原住民族多元美麗的文化與語言可以傳承下
去。」該課程是開放式的，並結合在地文化特
色，並不限於阿美族身份學生，歡迎大家來上
課，有興趣者請洽原資中心，校內分機 3636。
　王志凱預告，原資中心將於 28 日（週五）
下午 2 時邀請到文創品牌「WasangShow 花生
騷」，在 B512 舉行「原來這麼美」講座，透
過文化創作工作者的分享，了解如何將原住民
文化與創業結合。王志凱說，「希望藉由講座，
讓大家看見臺灣原民文化，同時凝聚與提升原
住民學生對自我文化的認同感和價值。」

緬甸志工招募
　【記者郭珈瀅淡水校園報導】你想跨出舒適
圈嗎？「毛克利緬甸國際志工服務隊」將於暑
假赴臘戌的孟約華光小學服務 10 日，臘戌是緊
鄰雲南的偏遠山城，華文教育面臨諸多困境與
挑戰。承辦人劉彥君說，當地華人約有 300 戶，
還有傣族等多元族群，極缺乏自然生態和環保
概念，期望在對學童的教學過程中，融入衛生、
環保意識等教育，並感受純樸的鄉村生活。
　你想加入該服務隊嗎？課外組將於 25 日晚上
6 時 30 分在 SG317 舉辦說明會，劉彥君表示，
志工在服務的過程中將親身體會不同的動人生
命故事，在給予當地學童適時、適當幫助的同
時，多能反饋於志工本身的心靈感悟，用更寬
廣的心胸去接納人事物，學會知福、惜福與施
福。說明會報名至 24 日（週一），有興趣者請
上活動報名系統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
edu.tw/）。

骨質密度測量
大二三生抽血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健康的身體
是心靈的載具！骨質疏鬆是一種常見的慢性
疾病，經常聽到有人稍一不注意，隨便一個跌
倒，就會導致嚴重的骨折，不可不慎。因此衛
保組將於 5 月 2、3 日上午 9 時 10 分至 11 時
40 分在海事博物館地下室舉辦「本校教職員
生骨密度測量」活動。
　衛保組護理師李青怡表示，根據國外的報告
指出，提高骨本，能有效預防成年後出現骨質
疏鬆的問題。而利用骨密度檢查，可以加強對
自我健康預防，她鼓勵大家多加運動，確保骨
骼健康。想知道自己骨密度者，請上活動報名
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edu.tw/）報名
至 28 日（週五）。
　另外，衛保組也將於 5 月 4、5 日舉辦「大二、
大三學生抽血」，抽血測量項目為膽固醇、三
酸甘油脂、肝功能、腎功能、尿酸。李青怡提
醒，檢查當日需空腹，不能吃早餐；測量兩週
後，請同學親自衛保組領取報告單。有興趣的
大二、大三同學請上活動報名系統，報名至 5
月 1 日，若對兩活動有任何疑問請洽李青怡，
校內分機 2373。

諮輔組泡泡足球促合作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團隊合作」
不僅在校園中，更甚至在未來職場上，一直都
是我們生活中，不可缺少也不斷經歷的生命
課題。諮輔組 23 日上午將課程搬至球場，在
實踐大學體育館 5 樓籃球場進行具有凝聚力的
「Running ball ─愛的泡泡足球」活動。
　承辦人田偲妤說，本校近 50 位同學穿上特製
的泡泡球，哨聲一下，同學即變身為人肉足球，
為了搶分在場上結盟並朝對手衝撞，即使跌倒
也覺得很好玩，透過刺激競賽拉近陌生距離，
現場充滿歡笑聲。
　參與活動的中文一林同學說：「我知道國外
很流行泡泡足球，以前只有在電視上看過，今
天自己下場玩，覺得是一場兼具運動又富娛樂
的足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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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阿美族語歡迎你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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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公國小學童來校增泳技。（攝影／黃耀德）

日文一    電機一赴沙崙淨灘 。（圖／軍訓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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