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助理期初會議特優          分享教學經驗

張依雯談如何戰勝高血壓高血脂

　【記者林育珊淡水校園報導】陽光燦爛

的三月天，學務長武士戎敲響鑼聲，寶島

文化城正式開張。第20屆聯合文化週由新

北、基隆、宜蘭、桃園、中投、彰化、嘉

雲、台南和二齊共九個校友會共同舉辦，

於3月6日至10日在海報街熱鬧登場，大家

相揪吃美食找寶物，集紀念徽章抽獎品，

亦或扮裝吉祥物，打卡換禮物。

　開幕式於6日中午12時舉行，行政副校

長林俊宏熱情喊話：「文化週的各地美食

都很好吃，希望大家都能盡情採買，讓

每個攤位都完售。」接著由二齊校友會會

長、俄文二黃子芸主持，新北市校友會會

長、資圖二蘇宥端飾演阿寶，彰化校友會

會長、產經二陳柏光飾演爺爺，以戲劇方

式呈現本次主題「寶島文化城」的冒險故

事，阿寶意外穿越到1960年，至九個店鋪

尋找爺爺口中遺失的神秘寶物。最後，聯

合校友會的幹部們以迎賓舞邀請大家一起

進城探險，逛小賣所，去雜貨店，遊劇

院，找相館，來理髮，玩遊戲。

　另外，九個校友會的吉祥物：新北的肉

粽、基隆的營養三明治、手拿三星蔥的宜

蘭鴨子、桃園的水蜜桃、佩戴玩具槍的中

投鳳梨酥、彰化的麻吉大王、嘉雲的阿雞

米德、台南依蕾特、二齊的咕咕雞也擺出

逗趣姿勢，炒熱氣氛。連日的好天氣，校

友會用各式花招攬客，現場叫賣聲、歡笑

聲不斷，吸引眾多人潮進城購買美食。

　嘉雲校友會會長，歷史二潘泓任表示，

文化週是集結校友會家鄉的美食，讓大家

有機會更認識各地方的文化，今年以復古

風為主軸，精心設計活動與布置想帶給大

家耳目一新的感覺，走進文化週，就能

感受到古城的熱鬧。財金三劉蕙瑜分享，

「南友會熱情的叫賣和有趣的攬客方式讓

人印象深刻，蘭友會的佈置很吸睛，我還

特地買了鴨賞捲餅和花生捲冰淇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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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文化週尋寶各校友會揪吃美食

　【記者林芸丞淡水校園報導】為增進臺

灣學生與外籍生之互動，國際大使團3月

8日晚上6時在E308舉辦交流會，讓來自西

班牙、法國、捷克等12個國家，近90位同

學們共度一個溫馨且歡樂的同樂會。

　活動一開始，社團幹部準備多種顏色的

名片，讓社員填寫聯絡方式，藉由交換名

片拓展人脈，認識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

接著進行各項遊戲，包括「大家來戰」比

較誰的家鄉距離最遠、「誰能比我更會

演」則由隊員們做出動物、交通工具的姿

態，現場歡笑聲四起，最終優勝者獲頒小

禮物，過程中大家用中文、英文，以及其

他語言交談，像是一個小地球村，充滿了

國際化的氛圍。

　活動長、會計二何柏均表示，他們在互

動遊戲的環節下了很多功夫，要兼具趣味

又要讓外籍生了解內容，實在很不簡單。

這次活動很成功，謝謝所有的參與者及籌

辦活動的夥伴們。儲備幹部、國企一張倪

榛表示，透過團康活動讓彼此互相合作，

參與過程也能增加不少互動性，這讓整個

活動發揮最大效益。

　英文二林哲宇分享，「我在這裡認識了

許多國家的朋友，一起玩團康活動，趁機

練習語言能力，雖然我的英文口說不是很

好，但大家都會耐心聆聽並且回應。」

國際大使團交流會凝聚友誼無國界

　【記者宋品萱淡水校園報導】衛生保健

組3月9日中午12時在HC305，邀請關渡醫

院家庭醫學科醫師兼健檢中心主任張依雯

主講「戰勝潛在的雙子殺手—高血壓高血

脂」，介紹高血壓和高血脂之定義、對身

體的危害及如何預防與治療，逾45人到場

聆聽，並踴躍參與Q&A和有獎徵答環節。

　張依雯說明，所謂「三高」是高血壓、

高血脂及高血糖，根據統計，45歲以上國

人每五人就有一位有高血脂，每三人就有

一位有高血壓，高血壓和高血脂是造成心

血管疾病的最大元兇，若血管阻塞可能會

引起心肌梗塞、腦中風、腎臟病變等。

　接著，張依雯破解坊間對於三高的一些

迷思，她表示三高和先天家族體質有關，

雖不能完全根治，但可以靠運動、飲食及

藥物控制。高血壓和高血脂患者務必規律

至醫療院所檢查，尤其是高血壓患者，正

確量測和記錄血壓可以幫助醫師準確地評

估狀況，因此量測的時間點、姿勢和計算

方式都很重要，可遵循「722請量量」原

則，一週七天，每天早上和晚上各測量兩

次血壓。除了定期追蹤和吃藥控制外，健

康的生活型態也很重要，包括飲食控制、

規律運動等，相對於醫生的療程，患者的

生活習慣才是控制病情的關鍵。

　覺生紀念圖書館參考服務組編審吳理莉

分享，「我學到了正確的量血壓方式，也

明白藥物控制和飲食調理的重要性，增加

許多醫療保健的相關知識，非常實用。」

▲宿治會 3 月 8 日在環翠軒發放巧克力，
同學們開心領取。（攝影／蔡怡惠）

杜鵑綻放 邀你春之饗宴來賞花
　時序來到春天，宮燈大道上，驚聲大樓及

工學大樓旁，杜鵑花迎風綻放，彷彿昭告全

校師生、校友：「快來賞花！」3月18日本校

將舉辦「春之饗宴」活動，系所友會總會在

書卷廣場規劃特色園遊會，將有各系所友會

擺攤，中文系墨寶及文創商品、統計系貂蟬

雞蛋、德文系黑麥汁等精彩紛呈，更有多個

音樂性社團現場演出，歡迎來享受春意暖呼

的淡江風情。（文／舒宜萍、攝影／鄧晴）

▲第 20 屆聯合文化週 3月 6日至 10 日在海報街熱鬧登場。（攝影／林芸丞）

　【記者高瑞妤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時報

社3月4日在B302b舉辦記者冬令研習會，

秘書長兼時報社長劉艾華頒發優秀記者獎

和全勤獎，並致詞表示，淡江時報的任務

為傳達校內的重要訊息，感謝所有編輯的

努力，也期許記者們將在報社所學的技能

運用於職場中。

　本次研習邀請《中國時報》攝影記者、

大傳系校友粘耿豪，以「談照片構圖／設

定主題的撇步」為題，透過自身的作品帶

入拍照的構圖原理，並講述業界會遇到的

問題，及如何培養對於新聞的敏銳度。他

除了將拍照當作日常外，保持觀察的習慣

亦是一大關鍵，面對媒體環境的變動，粘

耿豪表示，「時代在改變，我們也要跟著

改變，你若不變，環境也會逼著你變。」

　接著由《愛爾達電視》體育主播、大傳

系校友魏楚育，以「體育記者不藏私：一

堂課秒懂新聞採訪技巧」為題，除了分享

採訪經驗外，也藉由案例說明媒體業的工

作流程，並傳授提問技巧，例如單刀直入

核心，不要鋪陳過久，詢問內容應具體，

不要過於空泛，受訪者方能充分回應。

　最後由灃食公益飲食文化教育基金會副

執行長、大傳系校友葉俊甫，以「我，是

怎麼問問題的？」為題，他以自身多項職

務經驗為出發，提供許多發想題目的方

式，也端正了訪問的態度，說明如何掌握

對話發展，並延伸至如何破冰、問出好問

題，葉俊甫表示，「透過採訪溝通，可以

看到世界的多重面向」。

　優秀記者、資圖二侯逸蓁表示，「加入

報社寫了各式各樣的新聞，累積作品的同

時，也參與了不同學系、社團舉辦的活

動，並獲得許多老師和同學的幫助，非

常感謝他們。」優秀新人記者、國企二蔡

怡惠表示，「我從編輯身上學到許多撰寫

新聞的技巧，有種蛻變成長的感覺，未來

會繼續努力，寫出更好的報導。」攝影記

者、法文二黃柔蓁分享，「感謝三位學長

返校傳授經驗，讓我在文章構思、攝影取

景方面都獲益良多，也學到向受訪者提問

的技巧與細節。」

　《淡江時報》現正招募文字和攝影記

者，報名自即日起至3月24日，凡全校大

一、大二、碩一同學，不限科系，只要對

新聞採訪寫作、新聞攝影有熱忱者，都歡

迎至淡江時報社（傳播館Q301室）或上網

（網址：https://reurl.cc/Y86oza），也可掃

描QR Code填寫報名

表。3月16日中午12時

10分在Q306將舉辦第

二場招生說明會，歡

迎有興趣的同學們相

揪到場聆聽。

時報記者研習提升新聞技能熱情招募新血

　【記者黃柔蓁淡水校園報導】課外活

動輔導組3月8日晚上6時30分在Q409舉辦

「社團運作健檢室－財務管理工作坊」，

邀請陽明交通大學體育室專案組員、本校

通核中心講師陳致源主講，向參與者說明

財務管理的重要性及如何規劃社團的年度

財務計劃。

　首先，陳致源提出某大學社團社長私自

捲走社團財產的案例，說明社團的請款程

序若欠缺應有的流程與公開徵信，帳戶及

印章全在同一人手裡，非常容易產生問

題。他提醒，社團的財務管理辦法應定期

檢查是否符合時節並經過公開討論、大會

通過，事後亦應於網路或實體公開，經費

的來源及使用都需規劃並公開徵信，申請

經費者也需注意核銷時程。

　陳致源強調「稽核印章」、「活動及年

度總預算表」、「存簿與印章管理」、

「管理制度與流程」為社團財務管理運作

的重點，接著大方地展示自己帶來的範例

檔本，也一一回應參與者的提問，並且

不厭其煩地講解經費控管與器材管理的原

則，器材應分為校級財產、社團財產、物

品與消耗品，使用、歸還及報廢都需詳實

記錄。最後勉勵大家只要花時間、花想

法、花心思，就能做好社團的財務管理。

　崇德文化教育社社長、財金三余芸柔表

示，她對於社團經費與行政運作原本不是

很了解，參加工作坊後，才知道社團的財

務管理不僅需要收支表，月報表及年度報

表也是重要的一環，讓她對檔本製作有更

具體的構思，收穫甚多。

社團運作健檢陳致源以案例解析財務管理

　【記者侯逸蓁淡水校園報導】諮商職涯

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3月3日下午1時在I601

舉辦「教學助理期初會議」，邀請特優教

學助理、電機博二陳昀仟及數學碩三曹

熙進行教學經驗分享，活動採實體及MS 

Teams同步進行，近30人參與。

　學務長武士戎致詞表示，擔任教學助理

的過程應培養四項重要能力，分別為「檔

案管理」、「數位教具的運用」、「教案

國際化」以及「跨域學習」，平時可利用

雲端空間整理教學資料，運用手寫板輔助

教學，並且隨著教學趨勢逐漸走向英語授

課，期許同學們都能藉由教學的機會提升

自己的能力，在擔任教學助理的過程中能

有所收穫。接著由諮輔中心組員李健蘭說

明教學助理的任用、培訓、管考及獎勵等

制度。

　陳昀仟分享自己擔任教學助理心路歷程

的轉折，從原本制式化的教學，轉變為逐

漸理解老師與學生之間教學相長的關係，

他建議上課前就做好準備，教學資料可用

Notion設計或使用PPT簡報，讓學生容易

吸收學習。

　曹熙則表示，教學時應先理解教授的要

求及對於班級的期許，並於課堂上觀察學

生需要什麼，盡力讓學生認為上課能夠獲

取知識，而不是浪費時間，課程中可以安

排一些互動，查看學生的學習程度，至於

上課規定、考試方式，以及點名的規則，

都應讓學生充分了解，後續的教學過程方

能順利進行。

▲特優教學助理、數學碩三曹熙分享自身
教學經驗。（攝影／黃偉）

▲《愛爾達電視》體育主播魏楚育（右）
贈送禮物給答題的同學。（攝影／鄧晴）

▲陽明交通大學體育室專案組員陳致源說
明財務管理的重要性。（攝影／鄧晴）

校園就業博覽會
        職缺等你來
　【記者彭云佳淡水校園報導】為協助同

學畢業後能順利與企業接軌，本校與新北

市政府將於3月15日上午10時在學生活動

中心及海報街，共同舉辦「2023淡江大學

校園就業博覽會」，以「AI+SDGs=∞永

續發展 企業首選」為主題，近百家廠商

提供近4,800個職缺，讓學生了解職場趨

勢，亦可自備履歷至現場投遞。

　參展廠商如信邦電子、宗瑋工業、臺灣

永光化學、中鼎工程、國家太空中心、英

業達、台新銀行、元大金控等，現場設有

青年專區、履歷健診、職涯檢測、職訓中

心等，即日起可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或至

現場攤位諮詢，歡迎求職學生踴躍參加，

善用各項資源，以增加就業機會。

　3月至5月期間，計有長榮海運、長榮航

空、合作金庫、OPPO智慧手機和神通電

腦等14家公司將在本校舉辦徵才說明會，

意者請至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宿治會獻濃情歡度白色情人節
　【記者蔡怡惠淡水校園報導】為慶祝

白色情人節的到來，松濤館宿舍自治會 3

月 8 日晚上 8 時在環翠軒舉辦「松濤簷下

蜜意濃，情人手中香甜留」活動，共發放

1,000 份限量巧克力，帶給住宿生滿滿的

濃情蜜意，吸引逾百位同學排隊領取，場

面相當壯觀。

　宿治會幹部、日文二林沁怡分享：「一

開始的初衷是發送巧克力給住宿生們，再

由同學們贈送給男朋友或者心儀的對象。

另附贈小卡片，讓她們能夠寫上祝福的話

語，把這份甜蜜的心情傳遞出去。籌備活

動時由於正逢白色情人節，各大廠商的巧

克力都缺貨，最後是和學校的超商訂購，

才成功舉辦這次活動。非常謝謝各位這麼

熱烈的參與，幹部們都沒有想到這次的活

動竟然會這麼的成功！」

　統計二的劉家妤表示，因為看到宣傳海

報，加上自己很喜歡吃巧克力，所以就和

朋友們一起來排隊，等待過程中發現人潮

比想像中更多，感到相當驚訝，想對現場

的工作人員說辛苦了，活動辦得很棒！財

金一吳依庭和呂佳芸也表示，這是一場很

有意義的巧克力發送會。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活動看板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3/15(三)
18:00

資工系
E787

資訊工程學系全英語學士班大
三出國填表說明會

3/19(日)
9:00

住輔組
淡江教會

集合

111學年度第2學期多元住宿書
院【在地住居融合】主題活動

更多相關資訊，請逕至活動報名系統查詢。

（網址：https://enroll.tku.edu.tw/）

▲研習會中，由秘書長兼時報社長劉艾華
（中）頒發優秀記者獎。（攝影／吳岳軒）

▲國際大使團 3 月 8 日晚上 6 時舉辦交流
會，大家開心合影。（攝影／林芸丞）

▲衛保組 3 月 9 日邀請關渡醫院家庭醫學
科醫師張依雯演講。（攝影／張瑜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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