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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慶演唱會於 月 日在學生活動中心
開 唱， 吸 引 超 過 千 名 學 生 參 加。（ 攝 影
／游晞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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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四成新生體檢血壓異常亮警訊
107 至 109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異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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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吳嘉芬製、資料來源／學生事務處衛生保健組提供）

免費健檢及流感疫苗施打照顧你我健康

▲護理師幫教職員工量測血壓，並給予衛教諮
詢及建議。（攝影／鄒鈺緯）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學生事務處衛
生保健組為協助本校專任、退休教職員工做
好健康自主管理，以期「早期發現、早期治
療」，預防疾病發生、規劃健康促進活動等，
於11月13日上午8至11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
辦「109學年度教職員工到校健康檢查」，共
117位教職員工參與，另提供「109年度季節性
流行性感冒疫苗接種」，共計216人施打。
本校補助專任、退休教職員工每2學年1次健
康檢查，除可報名在校內進行檢查，也可依規
定事先知會衛保組，與本校簽約之健檢機構預
約，自行前往健檢。本次活動由恩樺醫院到校

健檢，一般項目包含測量身高、腰圍、體重、
血壓，尿液、抽血、超音波、X光檢查，預防
肝功能異常、急慢性腎炎、痛風等相關疾病發
生，並規劃醫師問診專區，由專業人員給予教
職員衛教諮詢、建議，教職員也可依自身需求
加選自費檢查項目。
此次施打季節性流行性感冒疫苗分成公費、
自費兩種：65歲以上成人、患有糖尿病、慢性
肝病、罕見疾病、重大傷患、孕婦、6個月內
嬰兒之父母等高風險者，可持相關證明文件申
請公費施打；學校另爭取75劑疫苗，故施打上
限增至225人，若無符合公費申請者，可自費
施打，預防流行性感冒發生，保護自身健康。
行政副校長莊希豐蒞臨現場參與體檢，她分
享自己從擔任人力資源處人資長起，即報名每
2學年1次的教職員體檢，養成良好習慣，鼓勵
學校教職員工一同參加。產經系林老師表示，
因為自己有定期檢查觀念，所以每兩年都會來
參加學校舉辦的健檢活動；西語四李亭儀則
說，在電視新聞上看到疫苗開始施打的報導，
又得知可以就近在學校施打，所以選擇自費參
加此活動。

登峰女傑江秀真暢談辦學夢想
【記者黃律沄淡水校園報導】體育教學與
活動組於11月11日中午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HC105舉辦教學研習活動，現場邀請到臺灣首
位攀登完世界七大峰的女性登山家江秀真帶來
精彩的演講。這次演講也是繼其生命首部曲
《挑戰，巔峰之後》事隔兩年再來本校演講，
特地以《十年一講，為夢想》為主軸，為本校
師生帶來她第1288場演說。
曾在1995年及2009年兩度自南側與北側登上
聖母峰的江秀真認為，臺灣對於大自然的印象
已經從原來的禁山禁水升級到了懼山懼水，而
這一切的原因在於臺灣沒有分析發生山難的因
素，只是一昧的報導山難的新聞，除了讓一般
民眾恐懼山水，也使得悲劇一再的重複發生。
因此，江秀真多年巡迴各大校園演講，就是
希望能創建臺灣第一個登山學校，讓這個學校
不僅可以培訓菁英好手，也能使臺灣人對於山
林有一個基礎的概念。這個讓她奔走多年的願

國企四張開聞
校園話題 物
【記者林禹彣專訪】「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擁有這麼多幫助我的人，讓我能夠在臺灣學習
到很多事情，也體驗到許多不同經歷。」來自
馬來西亞的國企四張開聞，離鄉背井來到淡江
大學讀書，為了不讓家人承受過多的負擔，利
用暑假時間到南投農地打工，僅僅一個月月收
入高達八萬元。
透過相同來自馬來西亞的學長引介之下，接
連兩年都到南投育苗場打工賺取零用錢貼補自
身學費及生活費，每天早上還沒5時就起床，
短暫享用早點後，5時30分就要開始一天的工
作，在育苗場必須將稻米的幼苗培育至苗圃
裡，進行插秧、排秧、捲秧等步驟，將一株一
株的秧苗整整齊齊的排列在盤片上，爾後，必
須將它們捆成一捲一捲，才能送上各地農場派
來的貨車，到臺灣各農地進行耕作，「我覺得
那片農地應該跟淡江大學差不多大！」張開聞
每天彎著腰進行工作，要花一整個早上與夥伴
齊力完成整片田地，中午休息過後並非結束，

望終於在2016年的暑假實現了，此「福爾摩沙
山域嚮導登山學校」建置於臺中市玉山私立高
中，讓山野教育自小就能落實。「行動，就能
打開生命視野」是江秀真一直教育給孩子的信
念。當困難被打碎之後，成功就能變得簡單！
鼓勵學生勇敢執行目標，完成自己的想法。

▲體育活動組邀請到臺灣首位攀登完世界七大
峰的女性登山家江秀真演講。（攝影／蔡依絨）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109學年度新
生健檢報告出爐！本次受檢總人數為4682人，
女生2512人、男生2170人。據學務處衛生保
健組資料顯示，今年新生健檢異常前三高項
目、比率，依序為血壓42.04%、身體質量指數
（BMI值）39.85%、血液檢查22.06%，。
在血壓部分，正常血壓的收縮壓、舒張壓分
別應小於120mmHg、80mmHg，應定期量血
壓，隨氣溫變化增減衣物，戒酒、戒菸，保持
心情愉悅，養成良好運動習慣。
BMI檢查項目中，今年總人數落於正常範圍
（18-24）的比例為60.15%，過輕範圍（小於
18）的比例為14.19%、過重範圍（24-27）的
比例為12.93%、肥胖範圍（大於27）的比例為
12.72%，均比去年11.72%、12.63%、11.26%略
幅成長；今年體重異常人數有1868人，較去年
1571人略增加。體重過重、肥胖為糖尿病、心

血管疾病、惡性腫瘤等慢性疾病之主要風險因
素，若有飲食、減重計畫應先諮詢專業意見，
以追求健康體態為目標。
在血液檢查中，若是過重、肥胖者，常合併
有膽固醇過高症狀，易造成心肌梗塞、高血
壓、腦中風等心血管疾病，依美國國家膽固醇
教育計畫所述，血中總膽固醇達240mg/dl（毫
克/分升）為過高、200至239mg/dl謂之邊緣型
高膽固醇血症、低於200mg/dl為可接受之正常
範圍，若要維持正常膽固醇含量，應減少高飽
和脂肪食物攝取、控制體重，每週至少3次運
動、每次運動至少30分鐘。
衛保組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李青怡說明，
本學期會持續追蹤學生有無回診紀錄，下學期
也會規劃相關講座，學生如有任何問題或需
求，歡迎至衛生保健組諮詢。

交安宣導體驗視線死角及內輪差

【記者李佩芸淡水校園報導】「交通安全暨
法規宣導活動」於11月11日上午10時至12時舉
辦，在行政大樓公車紅28旁進行實作演練，之
後到鍾靈化學館C013進行簡報說明，參與學
生有中文一、機械一、管科一共有105位。
板橋監理站工作人員先介紹關於大型交通工
具的「視線死角」，由於大型交通工具的駕駛
位置太高，很容易產生視線死角，這次活動以
公車為實例在公車前後鋪上墊子並放置機車與
腳踏車，再讓同學依序坐上駕駛座，讓同學能
夠更加親身體驗公車的「視線死角」。接著再
介紹大型交通工具的「內輪差」，向同學展示
若公車轉彎時，同學會以為不會撞到自己，但
由於「內輪差」，反而是會造成危險的，所以
在路上行駛時，盡量與大型交通工具保持安全

距離，確保自身安全。 中校教官楊欽舜表
示：「提供這個讓同學能夠親自上公車的體
驗，其實是非常難得，也讓同學能更加理解
在大型交通工具旁要特別注意自身安全。」

▲「交通安全暨法規宣導活動」於 11 月 11 日
公車紅 28 旁進行實作演練，同學到公車上駕
駛座及在車外體驗視線死角。（攝影／吳嘉芬）

原住民文化國際志工智財權租屋常識講座

族群認同感傳承發揚原住民文化
【記者林雨靜淡水校園報導】源社於11月5
日晚間7時舉辦原住民文化系列講座–「異鄉
何去何從-族群文化的認同」，邀請阿美族知
名公眾人物馬躍˙比吼Mayaw Biho到場分享。
馬耀從舉出太魯閣族香蕉飯、布農族的樹豆
豬腳、阿美族的搖搖飯等，訪問觀眾食用心得
及其特殊性；再來分享自己的原住民名字被賦
予的獨特意義。
主辦人、德文三盧冠霖表示，這系列講座是
為了讓在校的原住民學生能找到族群認同感，
透過講座跟講師分享的力量讓大家更能喜愛自
己的文化。
國際志工講座開闊你的國際視野
【記者周亭妤淡水校園報導】國際大使團於
11月5日晚間7時在B119邀請李淇加以「千里
的相會－國際志工講座」為題分享自身服務經
驗，提供有志參加國際志工的同學參與門路。
目前就讀世新大學新聞系四年級的李淇加，
多次以國際志工的身份，遠赴各國偏鄉服務。
李淇加向同學們講述了赴斯里蘭卡參與國際工
作的經驗，她將主要重心放在教育當地學生，
為此，國際志工必須了解當地地理和歷史，從
中找出社會問題，以訂定教學計畫。
由於目前疫情所致，全球只有臺灣能辦理國
際工作的計畫，她也向學生們提供臺灣計畫的
服務組織「耕水小子」。
聽眾、管科三郭怡君表示，她一直想嘗試
國際志工，聽完這場講座，更能讓她知道該如

馬國男孩前進南投體驗農家樂
己獨自在臺灣生活相當辛苦，反而很知足感謝
度過中午最炙熱的時光後，下午還要進工廠進
擁有這些資源以及所有幫助他的人與親友，他
行作業，要有人力緊盯著機器運作，才不會有
一方面兼顧著課業、考取證照，一方面也想走
疏失。
遍臺灣，大二時曾經環島一個禮拜，最近甚至
張開聞說: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加班
想嘗試看看攀登百岳，他努力地累績經歷與實
到晚上九點多，因為有四輛來自花蓮的大卡
力；熱愛金融的他，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夠
車，因為實在太遙遠導致他非常晚抵達這邊，
考取證照後在臺灣的金融圈發光發熱，也讓家
就必須配合他的時間，還需要把秧苗搬運上
人為他驕傲。
去。」他打趣的接著說：「我能賺到這麼多都
是靠加班來的。」但他非但不覺
得辛苦，反而覺得這是一趟令人
印象深刻的經驗。除了這次工作
以外，其實他還做過許多打工，
像是校內工讀擔任水電工也令他
收穫很多，雖然水電是自己一開
始完全不擅長的領域，但跟著總
務處的人員一步一步的學習，他
也學到很多關於水管、換燈泡等
等需要注意的小細節。
做過許多工作的他，不認為自 ▲國企四張開聞於暑假在南投農地打工。（圖／張開聞提供）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學生圖館溫書迎戰期中考

本學期期中考試週於11月16日至22日舉行，
同時大學日間部也恢復以往統一排考模式。由
於嚴重特殊性傳染肺炎疫情持續，覺生紀念圖
書館座位區仍然全面實施防疫間隔，同學們以
梅花座的形式在館內各樓層和自習室用功讀
書、專心備考。
另外，此次考試也要求同學們在應考期間，
必須全程配戴口罩，經屢勸不配合者將登記備
查。航太四廖人安表示：「雖然考試週要準備
的科目很多，但因為有考試小表可以讓我參
考，不用像上學期老師自行排考還要另外記下
每科的考試時間，真的非常方便。」（文、攝
影／游晞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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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二) 諮輔中心
19:30
L209
11/27(五) 諮輔中心
13:45
HC301

活動名稱
你可不可以放下手機看我演出？當
心上癮—三語事劇團即興演出
愛與被愛都是學問-愛情探索工作
坊

氣球遊樂園等你來紓壓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造型氣球社
將於11月23日至27日上午10時到下午4時，在
SG122舉辦連續五天的「氣球遊樂園」活動，
採現場報名制。活動中，每人限時一分鐘，
在大型球池中找到有編號的氣球，並憑編號
兌換，獎品有藍芽音響、小米盒子、微光兌換
券、MAC口紅、CLARINS唇油、威秀電影票
等其他多項獎品，歡迎大家一起來同歡。周邊
還有設置用氣球裝飾的網美牆，同學們在玩遊
戲之餘，可以拍照打卡。而在27日會有紓壓活
動，被抽到的幸運兒將可以踩球池裡的氣球，
獲得紓壓感，此項活動則是採線上報名制，報
名連結將會貼在造型氣球社的海報上。
社長、資工二吳思嫻表示，這個大型活動是
本社已經持續3、4年的傳統，希望大家能夠在
期中考後，帶著朋友們一起在氣球海中遊玩，
並且得到抒壓。

守護校安學務處推視訊報案 APP

▲源社於 11 月 5 日晚間 7 時舉辦原住民文化
系列講座，邀請阿美族 Mayaw Biho 到場分享。
（攝影／林雨靜）
何評估與選擇適合自己的管道。
智財權知多少律師說給你聽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由課外組主辦
於11月2月在 SG319舉辦「智慧財產權宣導講
座-社團活動中常見的著作權問題」，邀請兆
里國際科技法律事務所林正杰律師進行演講。
舉辦此演講的目的是期望透過演講內容讓社
團同學了解在辦理活動中需要注意的著作權知
識，如圖像授權、音樂版權，避免在活動過程
中誤觸法律。講師提供了許多生活案例解釋著
作權的適用範圍與觸法的實際情況，也讓我們
知道教科書影印的合理使用範圍、課堂上播放
影片之著作權問題 、上傳相片、音樂到網路
須注意之事項相關責任，讓我們了解其中的實
用性與合理使用的判斷。
課外組組員劉豐齊表示，很高興舉辦這個講
座讓對智財權有問題的同學及同事，律師在現
場即能回覆解答。另外，也說明這個講座每年
都會舉辦，這次主題是針對各社團在辦活動
中，多採新媒體方式如Youtube或FB等網路平
臺，以影片、照片或音樂來宣傳活動，提醒大
家務必要經過同意或授權才能播放。
軍訓室辦講座宣導租屋大小事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軍訓室於11月
9日下午在Q409舉辦「109年房東座談會，租
屋法律常識及糾紛處理，消防安全講座」，由
教官陳肇華主持，邀請了淡水警察分局、消防
分隊、地政事務所、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淡水
區公所工務課及崔媽媽基金會參加座談會。
學務長武士戎在開場時表示，希望透過這次
房東座談會，可以讓學生有安全的租屋環境，
以及友善的賃居關係。接著由崔媽媽基金會的
法律服務組長曹筱筠，向大家介紹已在109年9
月1日實施的六項新版住宅租賃契約，以及內
政部新修正的「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
不得記載事項」及「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
得約定事項」。
已經來參加座談會8年的房東陳小姐分享，
對於曹筱筠的解說，每次都覺得非常精闢易
懂，且總是能抓住重點，點出自己本來沒想到
的問題。而這次也讓她更加感受到學校對於學
生租賃房屋的重視。

【記者李佩芸淡水校園報導】由於近
期南部大學刑事案件，校園安全成為人人
關心的焦點，本校學生事務處更是呼籲同
學與境外生校園安全的五項觀念，分別為
上學勿單獨太早到校，放學不要太晚離開
校園，儘量結伴同行或由家人陪同，不出
沒漆黑小巷或人煙罕至的地方及進出危險
場所、配合學校作息時間，課餘時間避免
單獨留在教室，避免到校園偏僻死角、課
後活動之教室應集中配置，在校遇陌生人
或可疑人物，立即與師長說明、遇陌生人
問路可熱心告知，但不必親自引導前往，
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在校外發現陌生人
跟隨，應快速跑至較多人的地方或周邊商
店，並大聲喊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尋
求協助。
學生事務處也建議同學們安裝「110視訊
報案APP」至手機，「110視訊報案APP」
是警政署推出的報案軟體，能夠即時視訊
或文字報案，讓警察能夠看到即時的影像
紀錄並蒐證，讓警方無法及時伸出援手。
校安人員王裕梓表示：「我們最近在統
整所有學校裡與周邊比較危險與黑暗的地
方與路段，也提醒同學安裝淡江i生活中有
即時通報系統、下載110報案電話、求救
app。」
若有緊急狀況發生請同學立即通報110，
亦即時通知本校校安中心24小時服務（專
線電話：26222173，校內分機：2256）。

奇博董座黃鐘峰勉學子創新

【記者陳律萍淡水校園報導】土木系於11月
9日下午在E787邀請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黃鐘峰說明「職場工作經驗分享」，由土
木系教授張德文、副教授劉明仁接待，會後由
劉明仁頒發感謝狀。張德文表示，在同學即將
邁入職場之際，透過業師經驗分享，希望幫助
同學了解業界發展，思考自己未來的就職方
向，為自己生涯規劃提前事先做好準備。
黃鐘峰之前擔任從宏碁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區總經理，於2016年自宏碁退休後看準物聯網
（IoT）商機受邀加入奇博科技，該公司的光
纖感測防災監測技術獨步全球，成功研發近20
種的感測器，協助政府單位進行相關檢測，近
期完成曾文水庫進水口結構安全監測案。他以
自身的工作經驗，勉勵學子勇於挑戰並創新。
土木四楊東晏在聽過這場演講認為，感覺獲益
良多，希望自己可以多應用所學，累積相關經
驗後，在職場上有所發揮。
編輯／吳嘉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