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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童軍熱情參與國慶大會
【記者張洋淡水校園報導】雙十國慶日，
本校五虎崗童軍團受臺北市童軍會之邀，今
年共有 10 名團員赴總統府前廣場和凱達格蘭
大道協助引導貴賓入場及維持現場秩序。帶
領此團的公行二陳柏豪說：「在烈日當頭下，
協助引導很辛苦，但也讓夥伴們有機會學習
人際互動與應答，是一次難得的服務經驗。」 （圖／五虎崗童軍團提供）

逃生避難演練19日登場 軍訓室宣導反詐騙觀念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為加強師生面對災害和緊急狀況的應變能力，
軍訓室於本週四（19 日）舉辦「國家防災日」逃生演練活動，全校師生於
上午 10 時 10 分在原上課教室共同實施 5 分鐘「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影片
收看，並於上午 10 時 25 分進行 1 分鐘就地避難掩護演練動作，完成後即
恢復上課。另在工學大樓、工學館、建築系館上課之師生，接續由教師
循疏散逃生路線，引導學生至安全集結區。軍訓室上校秘書黃立夫呼籲，
請師生配合防災演練，複習逃生步驟和路線，面對災害才不會自亂陣腳。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小心詐騙潛在你我身邊！近日軍訓室接獲學
生舉報，詐騙集團利用電信表示有未付款項，騙取被害人前往提款機取消訂
單，進而得手新臺幣 5 萬元。軍訓室上校秘書黃立夫提醒師生，提款機沒有
「取消訂單」和「解除分期付款設定」的功能，當接獲詐騙集團假扮檢警、
醫院和商家等任何有疑慮之來電，不要過於慌張，先給自己冷靜 1 分鐘，並
且向店家確認有無此資訊、撥打反詐騙電話 165，或是向教官尋求協助。黃立
夫說：「透過多方管道保護個人財務，切勿輕信任何指示操作提款機。」

1046期
社團人話茶會

優秀社團指導老師獲校長表揚
11 日中午，課外組舉辦「社團指導老師師生
茶會」，由校長張家宜（右六）表揚優秀社團
指導老師。（攝影／吳冠樑）

衛保組教你療傷指南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由衛生保健組
主辦「傷口處理及包紮固定講解及實作」於
11 日下午 3 時在 B302A 舉行，邀請臺灣應急
整合服務公司講師李毓哲主講，吸引逾 20 位
教職工生到場聆聽。
首先，李毓哲以「用力壓、快快壓、胸回彈、
莫中斷」口訣講解 CPR 急救重點，並說明止
血、包紮及搬運傷者等要點。他示範「加壓止
血」和「止血帶止血」兩種方法及其適用情境，
並展示使用彈性繃帶及三角巾包紮法。
「彈蹦有環形、螺旋、8 字包紮方式，環形
用於單一定點的傷口，螺旋是用來覆蓋範圍較
大的患處，8 字則是用來固定關節；針對頭、
肩、髖部位我們會採用三角巾進行包紮。」同
學們在李毓哲指導下，學習不同部位骨折的包
紮方式及 4 種搬運傷者方法，討論十分熱烈。
最後他補充：「若遇上緊急狀況而手上沒有
救護器材時，可彈性運用身邊物件，例如皮帶
代替止血帶、衣物代替三角巾等，先做初步處
理。」日文進三涂雅婷說，參加講座的目的是
想學習如何處理傷口，萬一未來遇上事故，也
能救己救人。「講者提到的心肺復甦術讓我印
象深刻，未來希望參加 CPR、AED 的急救訓
練課程，精進這
方面的知識。」
衛保組舉辦
「傷口處理
及包紮固定
講 解 及 實
作 」， 在 講
師李毓哲指
導 下， 學 習
不同部位的
包 紮 方 法。
（攝影／劉
芷君）

西語四曾怡潔
校園話題 物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
園報導】由學務處課外
活動輔導組主辦、美術
社協辦本學年度「社團
指導老師師生茶會」於
11 日中午 12 時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熱鬧展開，約
135 人與會交流。席間，
由校長張家宜表揚 105 學年度學生社團評鑑績
優的社團指導老師；此外，健言社參加山東濱
州市舉辦第八屆兩岸青年學生孫子兵法友誼辯
論賽榮獲亞軍，張校長頒發獎狀給予社團指導
老師黃文智和社員，以茲鼓勵。
張校長致詞表示，「這是一場很有意義的活
動，讓社團幹部和指導老師相聚。社團是淡江
重要特色之一，無論在活動數量、種類及參與
熱忱等表現傑出，且在全國學生社團中扮演重
要角色，因此社團也是淡江第五波重點之一。

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取得執照後，活動重心將
轉移到同舟廣場，未來希望師生共同努力，讓
社團創新、更有活力，最後祝大家學業順利。」
會中，美術社與創意造型氣球社製作可愛造
型黏土書夾和白雪公主造型氣球作為敬師禮獻
給張校長，各社團亦準備敬師禮感謝社團指導
老師。榮獲優等獎的微光現代詩社指導老師黃
文倩表示，微光現代詩社歷經前任指導老師趙
衛民先生指導，以及創社社長洪崇德同學的長
期熱心投入與建設，使微光一直保有純粹、自
主、自由、自發特質，未來將繼續發揚光大，
並在臺灣的大學詩社中走出一條新生代的路。
黃文倩說：「現代詩秉持支持新生代的前衛傳
統，我們鼓勵學生勇於發揮，爭取現代文學的
創作及加入詩社，相信青年學子能逐步找到創
作和生命的新出路。」
本次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獲得「特優」
獎有美術社、西洋劍社、舞蹈研習社、種子課

社團人感動分享暑假酸甜苦辣

活動看板
█ 教學卓越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17(二) 學生會選委會 37屆學生議會議員補選不分學院
12:00
商館前福園 政見發表會
10/18(三) 學生會選委會 37屆學生議會議員補選不分學院
12:00
大學城菸橋 政見發表會
10/19(四) 海事博物館
影片欣賞：300壯士：帝國崛起
10:10
海博館4樓
10/19(四)
12:00

戰略所
T1201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招生說明會
（甄試、預研生、學分學程）

10/21(六) 海事博物館 影片欣賞：300壯士：帝國崛起
10:10
海博館4樓

學生社團幹部相揪防災玩真的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動輔導
組於 12 日下午 1 時到 3 時舉辦「學生社團幹
部消防講習」，為強化社團全員的救災知識、
技能及協助同學提高面對緊急狀況時的應變能
力，召集各社團幹部在紹謨紀念體育館一樓社
辦廣場演練，總計有 205 人參與。
講習由消防隊員解說滅火器操作步驟，並且
傳授口訣「拉、瞄、壓、掃」，盼加深同學們
的印象。接著讓學生體驗操作消防栓射水的瞄
子與水帶接合，並練習調整水量以應對火警狀
況，最後實地體驗濃霧教室，教導大家在煙霧
瀰漫、密閉空間的逃生技巧及 CPR 教學演練。
中文二周俊成說：「生命中偶爾會遇到突如
其來的意外災害，透過今天的訓練，無論是煙
霧逃生、消防水柱操作以及 CPR 教學，我想
日後面對這些災害比起一般人較不會手足無
措，能夠把握急救黃金時間當下直接處理。」

12 日，「學生社團幹部消防講習」由消防隊
員教學 CPR 施作過程，加深同學們的印象。
（攝影／陸瑩）

踩單車３００里遊淡江
體驗幸福分享愛，船盡天涯，情達彼岸！學
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於 5 日晚間 6 時在 B713
舉辦暑假服務隊成果分享會，共 14 個社團與
會分享。本次暑期服務隊的總受益者有 880
人，總服務時數達 14,179 小時。今年是花東
校友會、彰化校友會獲頒優選隊伍，並由課外
組組長陳瑞娥頒發時數證明給予各服務隊。
陳瑞娥致詞表示，「謝謝大家在暑假的付出
與努力。在籌備和活動過程中，與服務對象互
動、產生情誼，也在服務場域留下足跡，期待
大家勿忘初衷，並從中細細體會。」最後，她
祝福所有人竭盡所能，盡情暢玩。
會中，柬埔寨服務學習團「我寨這裡柬單
愛」分享今年在貢布、金邊舉辦中文和電腦教
學，並說明：「語言是我們給予的最低標準，
盼能達成最高效率和最大限度。為了順應當地

狀況，我們在教學內容進行改造，以及開展種
子師資培育計畫，最後也在當地留下一臺單槍
硬體設備，教導當地翻譯員使用，希望能持續
地幫助當地教學。」
今年評審以服務計畫的規劃執行能力、團隊
合作及預期目標達成情形等作為評分標準。評
審、課外組組員吳孟香說：「透過這次分享會
使大家重新認識、了解自己的影響力，每組團
隊都是很豐富的人生故事，讓我看到了很棒的
規劃。」她提醒大家熟記目標與成效，執行後
的未來更值得觀察及評估成效，這才是課程活
動的目的。評審、臺師大全人教育中心管理師
李育齊以關鍵字點出每隊重點及給予建議，同
時提醒，「應該了解對方需求，與被服務者共
同學習和成長，能在成效調查時大幅加分。」
（文／李羿璇、攝影／陳柏儒）

移民署實習 牽起外交情誼

【記者秦宛萱專訪】「一個人要用英文解
釋並帶大家跳營火舞，當下真的很慌亂！」
眼前這位個子嬌小、氣質出眾的西語四曾怡
潔，讓人驚嘆有如此獨特的經歷。從高中開
始加入海外志工的行列，曾遠赴斯里蘭卡、
泰國、菲律賓及中國大陸等地服務，日前在
移民署實習，優異的表現不僅受到巴拉圭駐
臺大使官員的肯定，更讓她爭取到萬寶華企
業管理顧問公司實習機會。
「其實一切都不在自己預想範圍內，只是
剛好有機會就去嘗試！」曾怡潔含蓄地聊起
一連串的實習經驗，「剛好」成為這段談話
中最常出現的連接詞。原本想增進語言能
力，她選擇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公部門實
習計畫，到移民署臺北市服務站實習，協助
資料建檔、寄發屆期通知書，以及引導外國
人辦理相關事務。最後在實習成果競賽中脫
穎而出，獲得第三名的佳績。
「我在移民署實習兩個月，完全沒有遇到
任何人說西語，直到聽到有人開口說西語
時，我超興奮！」曾怡潔激動的說，在專員

輔社、彰化校友會、讚美社、管樂社、資訊與
圖書館學系學會；「優等」獎有微光現代詩社、
星相社、驚聲詩社、瑜珈社（蘭）、溜冰社、
德瑞克領隊社、時尚飲品社（蘭）、嚕啦啦社、
嘉雲校友會、二齊校友會、屏東校友會、花蓮
台東地區校友會、慈濟大專青年社、合唱團、
聆韻口琴社、會計學系學會、公共行政學系學
會、全球財務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學會。

（攝影／吳冠樑）

帶領下，幫忙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國防武官米
路易溝通，解決他的兒子路易斯簽證和臺灣居
留問題，進而開啟一段跨國友誼。兩人互為對
方的語言小老師，通電話的前半小時學中文，
後半小時則是練西語，雙方指出對方語法的錯
誤並給予建議，讓兩人在短時間內，語言能力
突飛猛進，時至今日的友誼亦是曾怡潔在這趟
實習旅程中最難忘的收穫。
抱持著體驗當地生活、樂於助人的心態，使
未曾踏出國門的曾怡潔，勇敢的開啟人生首次
的海外志工服務。那時的她才高二，前往中國
杭州舉辦夏令營、到泰國北部挑戰華語教學、
在菲律賓幫忙鋪路造牆，以及在斯里蘭卡幫助
身心障礙者活動，每段聽來皆歷經艱苦的旅
程，她談起身處困境卻甘之如飴。
帶給曾怡潔最大的衝擊莫過於在泰北沒有
電、熱水及沖水馬桶的環境，當地居民靠自己
的力量努力生活，也讓她學會「知足」。為了
給自己挑戰，她參加幹部訓練時，硬著頭皮站
在臺上、面對群眾發言，即便情境再尷尬也都
得撐完全場，後來當上幹部，學習領導、籌辦
活動的過程卻是意外輕鬆，像是送給自己禮物
般，讓所有技能順利運用在實習中。

（攝影／陸瑩）
「因為你不可能逃避一輩子，所以及早跨
出第一步更好！」抱持著這樣信念的曾怡潔
積極把握每次實習的機會，遇到不懂的法
令，立刻請教同事；學習之餘也打開耳朵，
聆聽職場需求，充實個人能力。對於未來，
喜歡嘗試的她仍在探索方向，亦將持續深耕
英文和西語能力，考取相關檢定與證照，為
自己履歷加值。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國慶連假，你
選擇如何渡過呢？淡江單車社於 7 日至 9 日舉
辦「淡淡相連」活動，從淡水校園出發的首日
雖遇上風雨，但仍熱血地前往蘭陽校園，沿途
欣賞壯麗的北海岸風光，全程約 300 公里，總
計 15 位社員熱情參與。
淡淡相連活動於今年邁入第五屆，單車社社
長、土木三林淯詳說：「此趟旅途最感動的是，
指導老師李思潔特地在第二天北上會合，陪我
們騎著單車、通往蘭陽校園的山坡。儘管第二
天遇雨而無法如願看見滿天星斗，但全員帶著
滿腔熱血、翻山越嶺，成功騎完了全程，覺得
很開心。感謝所有參與活動的人員，讓今年零
突發狀況、零事故，期待下次單車環島之旅。」

單車社於 7 日至 9 日舉辦「淡淡相連」，從淡
水校園出發前往蘭陽校園，全程約 300 公里，
總計 15 位社員熱情參與。（圖／單車社提供）

李大中談川普亞洲政策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事務研習
社於 5 日晚間邀請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
李大中，以「川普亞洲政策」為題演講。他從
川普政府組織架構出發，分析美國現況。國際
事務研習社社長、歷史三楊文楓說：「臺美之
間在經濟、文化均有往來，且川普執政的一舉
一動皆牽動臺灣政經發展，期待藉由所長的講
述，使同學們更加了解現今政局面貌。」
李大中首先拋出提問「美國怎麼了？」輔以
時事綜合整理川普上任後作為和以往慣例的差
異。「他廢除或批評前任政府政策，且風格強
硬；再加上擁有軍事背景的內閣、幕僚人數更
是罕見之多，說明川普重視忠誠與服從。」李
大中補充，美國正在思考保障自己和盟友利
益，同時有意願改變臺灣現狀；但面對中國大
陸，仍在尋求兩國平衡點。「川普的商人思維
讓他習慣審時度勢，且為達目標，立場常會前
後不一致，各項情勢仍須保持密切觀察。」
俄文一王萱說：「本身就讀外語科系，聽完
講座、啟發我一些思考，也幫助我進一步認識
國際現勢。」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12 日，「學生社團幹部消防講習」讓社團人
體驗操作消防栓射水的瞄子與水帶接合，並練
習調整水量以應對火警狀況。（攝影／陸瑩）

社團大聲公

淡江大學 Alpha 社
「直到參與了國際活動，聆聽不同國家、
領域及職務的人發表見解，才意識到思考與
溝通的重要性。」本學期新創立的「淡江大
學 Alpha 社」提供一個學習思辨的空間，社
長外交與國際三陶墨勇、副社長德文四古曉
珮號召大家參與國際公共事務的討論，提升
青年角色及對社會的貢獻。
陶墨勇說明，「社團課程將以會議形式
進行討論，除了磨練社員的臺風與溝通能
力，改善怕生、不敢表達的狀況，更期待
強化公共參與和服務學習的能力。」他說
明，本學期安排有模擬聯合國、工作坊與
企業參訪等活動，透過跨系所、跨校的國
際學生合作，在互動中培養國際經驗，進
而從中發揮青年影響力。
為提升大家對公共事務參與的熱忱，陶
墨勇說：「我們在社團創立前一直與臺灣
大學、政治大學及美國哈佛、耶魯大學模
聯社保持聯繫，期待有朝一日能跨校合作
舉辦活動。」陶墨勇期待新血加入，「無
論你的性格是害羞或是活潑，只要你有自
信、夠積極，都歡迎加入 Alpha 社，一起開
發學習潛力。」（文／丁孟暄）

Alpha 社社長外交與國際三陶墨勇（左）、
副社長德文四古曉珮（右）號召大家參與國
際公共事務的討論。（攝影／劉芷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