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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疏 解 尖 峰 時 段 人 潮， 總 務 處 在 上 週
平 日 中 午 開 放 翰 林 橋 做 為 臨 時 出 口， 方
便師生離校。（攝影／游晞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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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壓防疫諮輔組推療癒手作

防疫手作 - 青草平
安香包
【記者黃律沄淡
水校園報導】防疫
跟著老祖先的節
氣智慧走！諮商暨
職涯輔導組於 4 月
15、16 日 上 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在小
小麥前廣場舉辦
「防疫手作－青草
平安香包」活動，
邀請臺灣園藝輔助
治療協會的園藝治
療師劉雨青及團隊
▲臺灣園藝輔助治療協會的園藝治療師劉雨青和團隊帶來芳樟、香茅、艾
帶來本土青草保健
草等本土青草保健植物及紗網袋，指導師生手作香包。（攝影／張瑟玉）
植物，並提供限量 200 份紗網袋，邀請全校教
職員師生一起來製作個人獨特的平安香包。
諮輔組輔導員歐陽靖說：「面對疫情的紛擾，
諮輔組為照顧師生不安與焦慮的心情，推出簡
單手作且具有保健、除蟲及安定心神的防疫平
安包，期待所有參與者藉由五感體驗，了解其
中的意義和趣味。」
香包主要以艾草、香矛與芳樟 3 種植物做為
主料，具有殺菌、吸附有毒物質的功能，將香
包塞到八分滿後，再加入少許的黃荊、薄荷、
芙蓉、丁香與抹草等配料，使味道可以再做些
▲青手作皂團隊帶來多款香氛，吸引超多師生
排隊手作保濕護膚乳液。（攝影／張瑟玉）
微的調整。劉雨青說：「此刻的時節介於清明
和端午之間，天氣開始變得濕熱，蚊蟲瘴癘也
越發旺盛，老祖先常用燻燒艾草、懸掛香料包
的方式來除蟲避疫，且這類本土植物多數也具
有淨化環境及保平安的功效。」
教心碩二吳立康說：「剛才路過看到諮輔組
在擺攤，覺得很有趣就停下來看看。我也做了
一個香包，會放在房間內或枕頭旁邊，希望能
達到避邪作用。」

▲諮輔組「解壓縮」心衛擺攤活動，邀請同學
寫下心情小語以抒發壓力。（攝影／高振元）

解壓縮系列活動 PART1：你今天解壓縮了嗎？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
諮商暨職涯輔導組於 4 月 15、16 日上午 10 時

至下午 4 時，在小小麥前舉辦解壓縮系列活動
Part 1「你今天『解壓縮』了嗎？」心衛擺攤，
透過壓力風雲榜、療癒系 X 話之 X 話營養學
活動，邀請學生寫卡、留言，蒐集到兩張集點
卡即可兌換一顆療癒小扭蛋，讓學生在即將迎
接期中考的壓力中，能有稍微喘口氣的機會。
諮輔組實習心理師林宇池觀察本校學生在人
際關係和學業壓力較大，因此想藉由扭轉壓力
的活動分享紓壓方式，「例如壓力風雲榜可以
分析出學生的學業、生涯、人際、家庭及愛情
壓力等狀況，進而寫下個人紓解壓力方式，也
能在留言處分享彼此心情。」同時配合時下的
年輕人用語，邀請大家發揮幽默感，一起用厭
世語言寫下此刻的心境。
林宇池補充，感到有壓力是一件很正常的
事，重要的是應該要懂得用適當的方法抒發壓
力。這次活動解壓縮度為 49%，5 月 16 日還有
解壓縮度 99% 的「藝術創作舒壓工坊」，歡迎
學生到活動報名系統（網址：http://enroll.tku.
edu.tw/）報名參加。
資傳三楊曉雲分享，參與完解壓縮活動後，
有壓力被釋放的感覺，心情也比較愉快，「我
知道釋放壓力很重要，所以都會透過看漫畫來
排解壓力。學校應該多辦類似活動，才能讓更
多人了解『解壓縮』的重要性。」
「職業大觀園」芳香手作知多少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諮
商暨職涯輔導組於 4 月 15、16 日在小小麥前
廣場舉辦「職業大觀園」芳香手作知多少活
動，邀請「青手作皂」團隊來校分享，帶領師
生自製個人專屬的保濕護膚乳液，現場提供
200 份罐子，吸引許多學生前來攤位體驗。
「青手作皂」團隊以預防重於治療的觀念，
將自身護理專業知識、技能運用在日常生活
中，分享身體保養的重要性。「手工皂可以依
據個人膚質、喜好、需求，自製出獨一無二的
成品，使用天然成份、不含界面活性劑及化學
添加物，也不會對環境造成負擔。」團隊時常
舉辦外出教學、分享課程，宣導天然清潔用品

廣納新血 淡江時報培育新聞專業人才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時報》於 3
月招募新進記者，經由面試甄選文字、攝影記
者共 22 名，並於 4 月 11 日在商管大樓 B302A
會議室接受培訓研習課程。淡江時報社社長馬
雨沛鼓勵新進記者向資深記者與優秀畢業「時
報之友」學習，同時期勉大家擬定學習計畫，
在時報能抓住學習機會、提升採訪知能，並盡
情發揮。
培訓課程由本報 4 位編輯分別介紹每週作業
流程、獎懲規定及採訪前的準備工作，同時講
述新聞採訪的應對技巧、寫作注意事項等內
容，會中亦邀請到資深記者進行人物專訪、專
題寫作經驗分享。
本報攝影記者、航太三游晞彤說：「在時報
拍照競爭較少，即使編輯會指導方向和提示重

管科四黃仲崎
校園話題 物

核項目，取得實習資格的 20 位新進記者接下來進入試
用期，未來採訪、寫作及攝影表現亦會列入考核，優
秀者將於學期末正式錄用。

▲在「專題經驗分享」課程中，邀請學生記者們分組
合作練習團隊默契。（攝影／游晞彤）

行腳百岳稜線 最愛臺灣山林

【記者王俊文專訪】「每座山都是獨一無
二的，唯有親身體驗、步行其間，才能領略
個中滋味。」對於山林的熱愛來自原生家
庭，天生的好腳力彷彿深埋在基因裡。眼前
這位陽光男孩是前登山社社長、管科四黃仲

▲圖為管科四黃仲崎。（攝影／張瑟玉）

點，我仍然會額外尋找網路傳媒看看
別人怎麼拍。很多時候還是要靠自我
精進和改進，作品才能不斷地超越。」
新進記者在自我介紹時，除表示對
於媒體和採訪工作非常感興趣外，也
期望能夠多磨練自身口才及待人接物
的得宜態度等技能。新進文字記者、
中文二黃律沄說：「編輯們說明記者
需具備的素養與專業，以及未來可能
會發生的事件，使我可以緩解即將踏
入新領域的不安和緊張，對於探索新
聞產製的過程也產生新鮮感。期許自
己有朝一日能用嶄新且全面的視野，
去報導一篇完整且精彩的新聞專題。」
此次培訓課程的出缺席紀錄列為考

崎，小時候跟著父母親爬山，大學參加登山
社，更常在課餘時間背起行囊，與同好朝著山
岳前進，至今攀登過臺灣百岳 26 座，玉山、
雪山、合歡山、北大武山、南湖大山等熱門登
山地點都曾造訪過；甚至連東北亞的燕岳、槍
岳、大天井岳等名峰組成的「表銀座縱軸」及
富士山都有他的足跡，充分體現「樂活健康」。
黃仲崎笑說走向山林其實是機緣，「因為我
的爸媽很喜歡大自然，小時候每逢週末就會一
起去爬山，在漫長山徑上緩步前行，培養體力
和增加肺活量之外，也很享受山上寧靜的氛
圍。這項運動一直持續到高三那年，為了專心
準備學測而中斷了假日爬山的習慣，直到上大
學、在社團博覽會看到登山社，和社員接觸後
發現自己對登山的熱情依舊不減，才又重新拾
回從小喜愛的登山運動。」
每回登山，他隨身必帶的物品是紙本地圖和
指北針，其次才是使用 Gaia GPS 的登山導航
App 來記錄下移動的軌跡。黃仲崎說自己登山
對於安全和禮節特別重視，「每一位登山人都
不喜歡遇到沒禮貌的山友，更不想發生任何意
外，所以保護自己是所有人出發前不得不學習
的課。」大二那年，他接下登山社社長職務，
帶著大家征服大小山林之際，最常提醒大家注
意安全，「因為登山是長時間的戶外活動，就

算是已經走過很多次、很熟悉的路徑都會有
風險存在，所以安全教育絕對不能馬虎，希
望大家先能學習團隊合作，都能做好充足準
備再出發，才能帶著快樂回憶，平安回家。」
黃仲崎分享，曾經和家人一起挑戰中橫四
辣之一的白姑大山，「好不容易攀上山頂卻
遇上雷雨天氣，雷聲在耳邊彷彿 3D 環繞音
效，我們只能趕緊走避、順著樹林下山，那
次真的很驚險。」他笑說，其實每回登山的
心境都不同，「我喜歡臺灣的山林，亞熱帶
氣候造就豐富的自然生態環境，讓每一座山
都變得獨一無二，再加上每趟旅程都有不同
的夥伴同行，都讓回憶變得獨特。起初我也
以為登山是為了收集一個目標，例如山林美
景、登頂紀錄或是鍛鍊體格，但現在的我比
較享受登山的『過程』，擺脫城市喧囂、練
習與自己對話，也會記錄下當日天候、步行
時間、裝備及同行人數等，藉由分享健行筆
記來幫助更多熱愛臺灣山林的同好。」
登山讓課餘時間變得更精彩，黃仲崎儘管
登過無數山峰，他說最愛臺灣山林，也覺得
還有許多未知的路途正等著他去探索，「爬
山讓我有時間沉澱思緒、練習表達溝通及承
受挫折的能力。面對未來，將保有好奇心、
持續走訪更多的百岳。」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的正確觀念。
諮輔組輔導員郭怡秀表示，多數學生對於手
作職業較不熟悉，平時也沒有機會可以認識這
個行業，近期受肺炎疫情影響，「將手作空間
搬到小小麥前廣場，在戶外讓同學們體驗芳香
手作，除了可以認識手作行業，還能結合防疫
話題，一舉兩得。」
歷史四陳姵陵分享，自己是第一次嘗試親手
做護手霜，「可以實際用原料製作乳液，也能
聞到不同精油散發出的香味，體驗過程很療
癒，藉此活動也更加認識手作職業。」
國際事務、外語學院限定：隨身皂快閃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諮
商暨職涯輔導組於 4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午 12
時，在驚聲紀念大樓 1 樓門口舉辦國際、外語
學院限定「隨身皂快閃」活動，邀請學生完成
防疫線上問卷，即可兌換隨身香皂一組，總計
發放 150 份隨身皂，吸引許多學生踴躍參加。
諮商組輔導員林宇倫表示，考量到避免室內
群聚，才將活動移到戶外，讓學生了解身心健
康的重要之外，也邀請他們上網填寫對疫情的
心情和防疫方式，「快閃活動不易形成群聚，
同學們透過戶外參與和分享，也能抒發防疫期
間的壓力。」
林宇倫也分享近期大家關注疫情新聞，每天
心情多少會受到確診數字而影響，還好校內有
很多保護校園及防疫相關政策，「希望大家能
好好照顧自己的身心健康，如有任何心理層面
的紓壓、排解需求，歡迎到諮輔組尋求協助。」
德文二潘思穎、許絲媛透過活動報名系統得
知此活動，「活動設計蠻有趣的，除了加強防
疫觀念，送隨身皂也滿足現在需要勤洗手的防
疫需求。」

活動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4/20(一)
8:00

生輔組
網路報名

4/20(一)
8:00
4/20(一)
8:00

課外組
網路報名
諮輔組
網路報名

4/20(一)
8:00

諮輔組
網路報名

4/20(一)
8:00

學發組
網路報名

4/20(一)
8:00

學發組
網路報名

活動名稱
「青年巴拉冠-原住民學生輔導」
活動報名（http://enroll.tku.edu.
tw/）
「108學年度學思知行營」活動報名
（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聽我唱歌－安心駐唱計畫」活動
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解壓縮主題系列活動PART3：紓
壓SPA－藝術創作紓壓工作坊」活
動報名（http://enroll.tku.edu.tw/）
「學習策略工作坊：原來Google
可以這樣用－基礎雲端工具操作技
巧(上機實作)」活動報名（http://
enroll.tku.edu.tw/）
「學習策略工作坊：你今天AR了
嗎？自己製作寶可夢不是夢－媒體
素養與新興科技應用技巧」活動報
名（http://enroll.tku.edu.tw/）

鋼琴社音樂會移師驚聲廣場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在初夏涼風中
來一場音樂饗宴吧！鋼琴社於 4 月 16 日晚間 7
時在驚聲廣場舉行第 56 屆下學期期中音樂會
「來日琴長－相逢知音」，邀請到政治大學歐
語系三年級的林芹琛演出，且今年為配合防疫
政策，活動移至戶外舉辦，也需要測量體溫及
消毒雙手後才能入場，總計約 80 人到場聆聽。
會中，由社員們登臺演奏德布西「月光」、
舒曼「幻想曲集」的「飛翔」、蕭邦「降Ｅ大
調夜曲」、美劇「冰與火之歌」插曲、電影「你
的名字」主題曲及自彈自唱流行歌組曲。林芹
琛演出貝多芬、巴哈與蕭邦 3 首樂曲，音樂會
尾聲是由弦樂社社長、資工二林妤潔以小提琴
與鋼琴合奏馬斯內「泰伊斯冥想曲」。
聽眾、資工一吳思嫻分享：「今天聽到的音
樂多偏向古典曲，偶爾穿插幾首現代樂曲，讓
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演奏者們都非常優雅，
好聽的音樂也讓我度過一個美好的夜晚。」

策略工坊分享主動學習
郭威廷激勵學生找長處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學生學習發展
組於 4 月 16 日下午 3 時 10 分舉辦學習策略工
作坊「原來～我們和自己沒那麼熟？！」，邀
請到化材系技士郭威廷在 I304 室，分享個人
學習歷程、大學生活及學習規劃技巧，幫助
學生透過 Focus Living 課程中的生平線，回顧
過去檢視現在，釐清個人興趣與長處，吸引近
10 位同學參加。
工作坊以經驗分享的方式進行，引導學生了
解學習資源，進而擬定學習策略的平臺。郭威
廷首先拋出「主動學習」的概念，幫助全員理
解個人學習風格和了解興趣所在，接續帶領全
員「認識自己」，他引進 Focus Living 課程中
的「生平線」並說明，此課程是西方宗教幫助
信徒認識自己並引導人生方向。
會中也邀請大家來製作生平線，藉由時間軸
的概念幫助學生看過去和現在，進而找出人生
未來的方向。郭威廷表示，「主動學習是生命
熱忱的展現，透過學習可以更認識自己，找到
社會定位，豐富人生。」
會中，彼此交流各自從生平線中發現到不一
樣的自己，日文一許晏慈說：「透過自製生平
線，發現我的成長歷程比想像中豐富多彩。」

▲配合防疫，鋼琴社今年期中音樂會移師驚聲
廣場，與師生分享美妙樂章。（攝影／黃歡歡）

三合一選舉即將開跑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生會選舉委
員會籌組於 4 月 13 日正式成立，專責辦理本
校第二十六屆學生會正副會長暨第四十屆學生
議會議員選舉。凡本校學生皆可登記參選學生
會正副會長、學生議會議員，選委會粉絲專頁
將於近期陸續公告候選人登記時間、競選宣傳
活動期間，以及各院應選名額等相關資訊。
選委會主任委員、經濟一宋恩羽表示，「今
年全面採取電子投票方式，透過 24 小時上網
投票期待推升投票率。今年規劃三合一選舉，
正在與各系系學會接洽中，相關訊息將在粉專
宣布。」更多選舉相關資訊詳見淡江大學選
委 會 粉 絲 專 頁（ 網 址：https://www.facebook.
com/TKUSAEC/）。

淡江壘球社復活 邀同好切磋球技舒展身心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壘球社大
復活！近來本校慢速壘球校隊在臉書粉絲頁更
新近況，說明社團於 4 月 9 日起，每週一、五
晚間在操場練習傳接球及打擊，邀請喜歡打球
的在校學生，一同加入揮灑青春汗水的行列。
本學期肩負起振興壘球社的社長、電機四李
浩維說，「很期待喜愛棒壘球的同好加入，
一起在壘球場上奔跑、傳接球，一起打一場比
賽、體驗壘球的快樂。」目前，在李浩維的熱
情招生下，壘球社員從原本 3 位增加至 8 位，
在接下來的社課中，除了準備讓有壘球經驗的

同學們各自練習，「我還會教導沒有基礎的同
學們傳接球，以及分享各種棒壘球相關知識，
希望大家的球技都可以得到精進。」
對於社團未來發展，李浩維說，「當然希望
可以重返賽場、參加更多的比賽，但現在首要
目標是要先徵集到足夠的選手，藉由扎實的練
習，一步步做準備，未來有機會出賽時，才能
拿到好成績。」
資深社員、土木四洪雋傑長期在壘球社活
動，他也分享：「希望看到大家一起重回校隊，
為比賽努力！」

防疫總動員 學生發揮創意拉近彼此距離
本校淡水校園自 4 月 6 日起實施門禁
管制以來，教職員工生多能配合執行，
也會主動出示識別證件。位於管制口四
的大忠街管制站，在行人動線上拉出長
長的圍籬，本報記者觀察到，自實施門
禁管制的第一天起，學生們發揮創意把
鎖頭和心情小語鏈在圍籬上，不時也會
看到尖叫雞、獎盃等趣味物品，吸引不
少同學們停下腳步、拍照，瞬間拉近了
彼此的距離。（文、攝影／游晞彤）
編輯／張瑟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