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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體檢 BMI 異常略減 ３成血壓高

102 至 103 學年度大一新生健康檢查體位異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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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I 之標準：
過輕：BMI ＜ 18.5 kg/m² 正常：18.5 kg/m² ≦ BMI ＜ 24 kg/m²
過重：24 kg/m² ≦ BMI ＜ 27 kg/m² 肥胖：BMI ≧ 27 kg/m²
（ 資料提供／衛保組 )

淡江青年熱血 542 袋

（ 攝影／姜智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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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壓測量器，歡迎同學多加利用。
血液常規異常率項目中，HGB（血色素）異常率14.76%最
高，對此校護李青怡表示，在檢測前幾天過於勞累，亦或是女
生生理期皆可能造成指數異常。
今年14.7%的學生體重過輕、過重則有10.19%、肥胖的學生有
9.06%。另外近來食安問題嚴重，談遠安建議，外食族同學應多
了解正確飲食的觀念，衛保組時常舉辦健康促進活動，同學可
踴躍參加。

高校桌球賽 38 校蘭陽開打 賓主盡歡

蔬食真相展 探食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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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謝雅棻、卓琦淡水校園報導】103學年度新生體檢報
告出爐，據衛生保健組資料顯示，今年新生體檢狀況異常項目
及比率以BMI 35.62%、血壓30.30%及血液常規23.46%為三高。
衛保組組長兼校醫談遠安認為BMI與去年36.38%相比，降低
0.76%，總體而言本校今年大一新生的體態比較好。
本次接受體檢總人數男生2256人，女生2421人，共4677人。
針對血壓異常率部分，102學年度總異常率為28.38%，本學年度
為30.30%，增加1.92%，對此談遠安表示，因天氣較炎熱，或受
檢時人多產生壓迫感等皆會造成血壓上升，一次性的檢測較不
準確。他補充，青少年血壓應維持在85至120之間，若大於120
就是健康警訊，建議定時量血壓做追蹤，衛保組辦公室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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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論文排版大作戰
http://enroll.tku.edu.tw/
美術社成果發表－嬉皮年代
1900 淡江開講 - 節目主持
（人物專訪）
學習策略工作坊 ~「診斷你
的學習症狀，寫出你的關鍵
報告」- 學習診斷

商管學會
商管學會招生說明會
B118
Runner 愛跑社 新世界．新極限─快來跟林
義傑用雙腳實現自我
O306
圖書館非書組
免費轉贈各類型中英文期刊
覺生圖書館 U203
學分學程預研生暨榮譽學程
教科系
說明會
L307
學習策略工作坊 ~「韓流瘋」
學發組
- 韓國生活實境會話入門
I304
「愛情診療室」〈三〉愛情
諮輔組
與塔羅
B129
諮輔組
「愛情診療室」〈四〉
B129
詞曲創作社 淡江詞創 - 獨立音樂推廣計
學生活動中心 劃 " 淡江 live house"
學習策略工作坊 ~「日語學
學發組
習的第二步」- 日語重音講
I304
授及常犯錯誤提醒
2014 《俄羅斯 - 台灣》學術
俄文系
應用座談會 Part 1
B302A
學習策略工作坊 ~「等一個
學發組
人簡報 : 你，值得期待」I304
簡報上台技巧
商管學會
商管學會招生說明會
B118
俄文系
第一屆淡江大學 - 遠東大學
文錙音樂廳 俄語語文學雙邊國際研討會
學習策略工作坊 ~「上台報
學發組
告 So Easy」- 口語台風技巧
I304
「我的家鄉，我的愛」暨「出
國際處
T10 樓交誼廳 國 High 學習」交流分享會
俄文系
2014 《俄羅斯 - 台灣》學術
B302A
應用座談會 Part 2

美食演講賽 嚐薄酒萊

法文系於
上月27日舉
辦法文演
講比賽，現
場提供薄酒
萊新酒，與
會者配上一
塊道地的法
國麵包佐起
司，讓人感
受巴黎氛
圍。這次
「美酒美食演講比賽：薄酒萊新酒品嚐會」
以美食、美酒為題目，共14位同學參賽，拿
下第一名抱走2千元獎金的法文二林仲文說：
「能品嚐美酒又得到冠軍，這個晚上實在太
開心啦！」（文／蔡晉宇、攝影／黃國恩）

本週我最 靚

英文二黃嘉安、 蔡玉
庭，考完就要開心揪團出
去玩～

福智青年社於上週在黑天鵝展示廳舉
辦為期4天的「真相蔬食展」，25日邀
請校長張家宜、秘書長徐錠基及學務長
柯志恩等嘉賓蒞臨開幕剪綵儀式，張校
長致詞不僅稱讚舉辦多年的活動別具意
義，並表示近日食安議題備受關注，同
學可藉此活動學習食品安全教
育。
展覽共分有機、食品、用品以
及蔬食4站，展區以解說海報布
置，並安排導覽解說，介紹對人
體及環境友善的食品及用品，除
此之外也可填寫活動回饋單，即
可獲得小盆栽。展覽期間每日亦
提供2百份素食便當，不僅讓同
學吃得安心，更能貫徹「一日一
蔬食」理念。 活動總召集人土

木三楊崇煒表示，希望藉本活動，讓大
家學習減少碳排放可從自己做起，集眾
人力量積沙成塔，達成綠色生活。大傳
一楊琳表示，觀展後收穫良多，未來會
更注重身體保健、食品安全，朝著綠色
生活邁進。（文、攝影／姜智越）

學生議員選舉３日登記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深化
校園民主的腳步不停歇！第34屆學生
議會議員選舉3日（週三）11時至17時開放登
記，並將於16、17日進行投票。
本次選舉名額共34名，凡本校在學學生
皆可依規定報名登記成為候選人，有意報
名者，請至學生會選舉委員會部落格http://
tku103election.blogspot.tw/，印製候選人應繳
資料文件。填寫完畢後，於登記期間繳交紙
本、光碟、保證金300元至選舉委員會辦公室
（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2樓）。號次抽籤亦
於同日18時在選委會辦公室開始，若無委託代
理抽籤又未於18時10分前完成報到手續者，視
同放棄參選資格。
選委會主席歷史四李泓毅表示，此次選舉目
的為提升學生自治風氣，以創造民主校園，盼
選出各學院代表，成為師生之間良好的溝通橋
樑。他提醒，如候選人有填表問題，可於1日
（週一）、2日（週二）中午12時至1時，6時

校長張家宜（中）與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校長徐守德、
中臺科技大學校長李宏謨、德霖技術學院校長羅仕鵬、
輔仁大學副校長周善行、建國科技大學副校長黃清和、
弘光科技大學副校長易光輝 6 位校長、副校長合影。
（由左至右）（圖／體育處、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至7時至選委會辦公室詢問。

住宿風水講座 學生：好實用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天地之間即
風水！」星相社於上月26日舉辦「大風水」講
座，邀請中華民國占星協會會長星宿，主講風
水知識及簡易居家風水擺設，吸引近70位同學
參加。
星相社講座有別以往以西洋占卜為主，選
擇以東方領域風水為主題，講師星宿不僅以
中國、埃及、印度等古老文明遺跡介紹風水理
論，更以書卷廣場、驚聲廣場為例講解，並針
對外宿同學介紹簡易居家風水擺設。講座中談
論到居家風水時，引發同學熱烈提問，老師也
一一解答，場面熱絡。日文四趙昱雯表示，講
座內容十分實用，將利用今天所學知識來佈置
擺設外宿房間。星相社社長機電二雷千慧表
示，「非常感謝蒞臨同學，希望藉此更認識風
水，未來會積極舉辦相關講座。」

境外生自拍遊臺灣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
園報導】境輔組為促進
本校境外生情誼交流，
於上月22、23日進行臺
南藝文休閒之旅，百人
浩蕩隊伍一同領略臺灣
的傳統風姿之美。大家
往南前進，分別參觀臺
灣歷史博物館、三義木
雕博物館，在安平古堡
觸摸歷史的痕跡，體驗
海岸線騎單車，還有花
園夜市臺南小吃，讓同
學們直呼過癮。來自
廣東珠海的英文四王茜說，雖已經去過臺南兩回，但還是被這次文化之旅的各種博物館行程吸
引。整趟旅程印象頗深刻的是在木棧道，金色餘暉撒向水面美不勝收。（圖／境輔組提供）

【記者陳怡如、李昱萱淡江校園報導】「大
專校院103年度教職員工桌球錦標賽」於上月
21、22日連續兩天於蘭陽校園新落成的紹謨紀
念活動中心盛大舉行。參賽隊伍來自38所大專
院校共93組隊伍，650人參與賽事。今年的首
長組單打比賽，由6位大專院校校長、副校長
參加，並在比賽現場致贈參賽首長獎盃。此
外，這次比賽是由校長張家宜、教育部體育署
綜合規劃組組長吳永祿、新北市體育處處長廖
進安以及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進行開球。
大專院校教職員桌球比賽戰況激烈，選手間
你來我往、以球會友，現場充滿加油聲，氣氛
熱鬧歡騰。而本校也在這次的比賽中拿到了女
子甲組第三名的佳績。
體育長蕭淑芬表示：「欣逢蘭陽校園的紹謨
學生活動中心啟用，今年的賽事就移師到蘭陽
校園，除了切磋球技之外，也希望蘭陽的美景
可以展現在全國大專院校教職員的眼前，特別
感謝蘭陽及淡水校園的教職員們因應山上物資
較不便，搭起帳棚賣起米粉湯等美味食物，

人生如下棋，時進時退，或攻或守，下棋
究竟有多大魅力，能讓人嗜此不疲？面對
棋盤，散發出自信與認真的態度，他是西洋
棋國手德文四林重佑。棋齡10年的他愛棋成
癡，不僅曾代表臺灣參加2008在德國舉辦的
西洋棋奧林匹克，也在2012打敗各國好手獲
西洋棋亞洲龍國際公開賽第五名，今年10月
底，為增廣見聞，赴中國大陸珠海參加世界
西洋棋總會舉辦的國際教練研習，取得國家
級教練證，為其西洋棋人生畫下嶄新一頁。
出生於南非的林重佑，8歲時因課後活動
踏入西洋棋的世界，12歲回臺接受中文教育
後，在西洋棋較不普遍的臺灣，他秉持對西
洋棋的熱情及母親「決定做一件事情，就要
堅持下去」的叮嚀，堅持尋找任何學棋的機
會。因緣際會進入臺灣才思西洋棋學院擔任
助教，邊打工邊精進棋藝，經過一番努力，
通過中華民國西洋棋協會教練講習考試取得
C級教練證，成為正式教練。
提及西洋棋令他著迷之處，就是猜中對方
心思，利用不同棋子屬性逆轉局勢，享受勝
利的快感！但這也是西洋棋最難的地方，他
說：「對弈是一場心理戰，就如同考前猜題
般，但每局棋的好壞，成敗在於自己，所以
更應以謹慎、認真態度冷靜思考每一步。」
他形容，在步步為營的國際賽事會場，「選

手須冷靜思考做正確判斷，現場氛圍安靜，
就連平時面對贏局會興奮大喊『check』、
『checkmate』，此時都需要小聲地說。」
為訓練不同棋路、幫助邏輯思考，林重佑
每天以手機APP遊戲勤練西洋棋，「頻率就
如同年輕人滑手機點FB頻繁吧！」他形容。
此外，因西洋棋在臺灣不普及，進階專精書
籍以英文原文居多，在他南非母語「英文」
優勢下，更容易理解攻略技巧及布局方式。
投入如此大的心力，就是要做足充分準備。
「西洋棋就像一門學科，事前準備越充足，
就越容易有好表現」。
除了自我練習，林重佑也在臺灣才思西洋
棋學院擔任教練，以中英授課方式教孩童下
棋，不但精進棋藝，也能將西洋棋活絡邏輯
思考、訓練耐心的好處，傳承給下一代。至
今有4年教學經驗的他，面對不同年齡學生
因材施教，他認為，比起死背教科書，活用
的教學方式更能維持學生興趣，因此他以實
際操作、演練方式引導，再以教材輔助教
學，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這次取得國家級教練證，就增加更多進
入國際賽觀察各國好手的機會。」林重佑努
力累積自我國際賽事經驗、爭取國際研習機
會，除藉此拓展視野、向各國高手請益、學
習各種棋路外，背後其實有個小小夢想支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校慶盃高球賽 促校友情誼

【記者陳怡如、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由體
育事務處所舉辦的校慶盃高爾夫球競賽於上月
24日在老淡水高爾夫球場熱鬧開賽。今年的比
賽由校長張家宜、欣達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蔡賜厚、蘭陽校園駐校藝術家周澄，以及前管
理學院院長蔡信夫開球，40多位教職員及校友
熱情參與，場面如同小型的校友聯誼會，彼此
互動熱絡，十分溫馨。
今年的總桿冠軍由巴拉圭校友會會長許兩傳
以總桿84桿奪得，而淨桿冠軍由體育處副教授
王誼邦以71.02桿獲得，亞軍由體育長蕭淑芬
以71.6桿獲得。蕭淑芬表示：「除了校長及各
級主管外，還有許多校友返校競賽，其中最年
長的80幾歲，而最年輕的則不到30歲，彼此間
能進行橫向的聯誼及縱向的良好溝通，這是一
個很美好的聯誼活動。」

Thanksgiving Day 美洲所 英文系感恩滿滿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前排六）、美洲所
所長陳小雀（前排五）與全所師生同慶感恩節。
（攝影／姬雅瑄）

英文系以數百感謝卡、吉他表演歡
慶感恩節。（ 攝影／姜智越 )

【記者姬雅瑄、巫旻樺淡水校園報導】
一年一度的感恩節又到了！在這美洲國家的
傳統節日裡，美洲所於上月27日中午舉辦感恩
節饗宴，準備火雞及各式菜餚供大家享用，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與全所師生同慶，美洲所
所長陳小雀表示，很開心能與各所的學生一起
歡度佳節，還有臺灣與亞太研究全英語碩士學
位學程的學生一起歡聚，十分特別。美洲所
碩一呂冠樺開心地說：「食物很豐富，火雞很
好吃。」美洲所碩一李元昶則表示：「因為美
洲所分為拉美組與美國組，平時很難像這樣齊
聚，透過這個活動，讓大家有一個可以互相交

步步為營西洋棋人生

德文四林重佑

這次的比賽除了賽事精彩外，還增添了許多溫
馨，賓主盡歡。」

撐，「希望未來有一天能有機會與最敬佩的
西洋棋世界冠軍、俄羅斯國際西洋棋特級大
師Garry Kasparov對弈。」他興奮地說。
下西洋棋過程中，他也真實體會到「下棋
的應對進退就如同人生，任何決定都會影響
結果。走任何一步，都須縝密思考。」即便
將來不以西洋棋教練為正職，他對西洋棋的
熱愛也是永不止息的。（文／陳羿郿、攝影
／黃國恩）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流的平臺，凝聚大家的向心力。」
英文系於上月27日在學生活動中心歡度感恩
節，藉由感恩節活動，讓大家對周遭師友表達
感謝之意，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及系上師生4
百人共襄盛舉。現場感謝卡牆佈滿各種感謝話
語，同學輪番表演，場面溫馨熱鬧。英文系系
主任蔡振興說：「感謝系上每位老師，因為他
們的諄諄教誨才能使英文系學生如此優秀；也
感謝在座的每位同學，讓英文系如此卓越。」

社團大聲公

Runner愛跑社

你愛跑步運動卻
缺乏持續的動力
嗎？跟著愛跑社一
起 當 Runner 吧！
「距離地面最接近
的 飛 翔， 就 是 跑
步。」 皮 膚 黝 黑 的
Runner 愛跑社創社
社長電機四連惟執
以飛翔的感受比喻他對跑步的熱愛，並分享
跑步是很簡單的運動，不管何時、何地，只
腳穿一雙鞋就可辦到。
既然跑步是單人運動，為何需要創立社團
呢？熱愛參與路跑活動的連惟執說明，「比
起孤單一人，更喜歡多人一起跑的感覺。」
因懷念曾在當兵時與同袍集體操課的時光，
埋下創社的種子。一開始只有副社長化材四
徐明煌陪伴跑步，在呼朋引伴下，意外形成
固定班底，並有了為發揚跑步運動的創社念
頭。
除一週固定 2 天晚間在操場集體跑步外，
社課也安排專業講師訓練肌力，並講解如何
避免運動傷害等，亦規劃聯誼性活動促進社
員情誼。最重要的活動便是揪團參加正規馬
拉松比賽，如：富邦馬拉松等。另外，當然
更少不了邀請跑步名人開講，談跑步相關知
識與經驗分享。2 日（週二）將邀請超馬運
動員林義傑蒞校演講。歡迎愛跑同好購票參
加。（文／黃詩晴、攝影／姜智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