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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大代誌4

新生盃籃排羽球競賽 相揪來挑戰

　【記者廖宜美淡水校園報導】劍道社奪得
雙料冠軍！於 9 月 27 日上午在臺北體育館舉

行的 109 年「臺北中正盃劍道錦標賽」，在大
專院校的組別中，本校劍道社男子組及女子

組皆在所有競爭隊伍中脫穎
而出，奪得冠軍！女子組隊
長、日文三黃筱涵表示，這
是這學期第一場比賽，謝謝
各位參賽的人員以及幫忙的
學弟妹們，希望日後能再創
佳績！
　此次劍道錦標賽是採 3 對
3 輪流上場的團體賽，打到
部位算一分，採三戰兩勝制。
臺北市中正盃劍道錦標賽以
年齡作為分組，大到社會組，
小至國小低年級組，讓各個
年齡層對於劍道運動有熱誠
的人皆能共襄盛舉，本次大
專院校男子組共有十組、女
子組五組參賽。

　本校在去年的中正盃劍道比賽已獲得季軍的
佳績，今年努力再戰奪得更進步的殊榮！劍道
社在平時週一、三、五晚上社課的練習，包含
基本動作訓練、實戰技，而在最後一定會有比
賽練習或衝擊練習，在社課結束後還會與返校
的學長姐、教練留下來自由切磋練習，不斷提
升社員的劍道經驗，上一堂社課已達到別校 3
倍的效果。男子組參賽隊員、社長日文三連紹
宇表示，上個學期疫情期間社團幾乎是停擺狀
態，但這學期開學前便舉辦了為期一個禮拜的
集訓、社課加重強度和賽前加練等，相較去年
因為加入一些新人、練習次數比較少的選手，
今年對於隊員的訓練強度及要求程度更提升，
並且在假日不定期到校友成立的劍道俱樂部練
習，將實力提升到最高層次，才能在最後如願
奪冠。
　連紹宇說道：「這次的比賽大家都表現亮眼，
希望大家能夠繼續保持，在日後的比賽突破自
我、再造巔峰！ 」

　【本報訊】本校軍訓室為鼓勵清寒學生努力
向學，使其專心致力課業發展，特設置「淡江
大學軍訓助學金」，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凡符合條件學生均可提出申請，
請將申請表及應備妥文件送至商管大樓 B401
或 B415 收件處，相關訊息請參考軍訓室網頁
（ 網 址：http://www.military.tku.edu.tw/app/
news.php?Sn=472），或至 B401 洽詢施淑芬老
師。

淡江大學軍訓助學金 
11 月 30 日前受理申請

劍道錦標賽雙料冠軍 劍道社技壓全場

藝術樂

期1111

　　【記者劉江專訪】「我希望將來成為優秀
的健身教練，把運動的經驗、喜悅帶給更多
人！」這是物理四曹泉堅持運動後，找到的人
生方向。他不僅擁有了健康的體態，大二開始

物理四曹泉
校園話題   物 從健身減肥到健美的運動人生 

▲物理四曹泉於本校游泳館重訓練習。（攝影
／游晞彤）

接觸健美比賽，大三便拿下「2019 年體育署大
專盃健美賽古典健美 =180cm」第 4 名。
　「國中的時候我不喜歡運動，測體適能幾乎
都是全班倒數，體重一度達到 97 公斤。」當
時的曹泉受到同儕的嘲笑，深深地傷了他的
自尊心。在升高中的那個暑假，他養成了運動
的習慣，「每天早上，我會在河濱公園慢跑八
到十公里，再加上控制飲食，我減掉了 20 公
斤。」雖然體重降了下來，但由於減肥方式過
於極端，曹泉的精神狀態不好，偶爾會出現頭
暈、低血壓的症狀；到了高中二年級，因為學
業的關係，中斷了晨跑，好不容易甩掉的 20
公斤一下子又胖了回來，甚至高達 103 公斤。
　等到進入淡江唸書，復胖的曹泉再度和「肥
胖」宣戰，「我在補習班認識一個健身練得不
錯的學長，他介紹我看館長的影片，我毅然決
然去辦了健身房的會籍。」透過學習館長的影
片，慢慢摸索健身器材的使用方式，他也利用
網路資料或者圖書館，不斷調整自己的日常飲
食及訓練方式。
　「很多人覺得運動就是跑跑步、練器材，

但我覺得運動其實有很多眉角。你要知道怎麼
吃，就要瞭解運動營養學；你要知道身體怎麼
運作，就要去讀運動生理學。」調整了瘦身方
法，曹泉再次成功減掉了 20 公斤。不同的是，
這次他精神狀態不同以往更加健康。在鍛煉之
餘，曹泉還報名參加各類研習，向專業的健身
教練、體育老師學習，今年 3 月，他順利考取
了中華民國健美協會「C 級健美運動教練證」，
朝著未來職涯更接近。
　曹泉坦言：其實自己一開始並沒有想過以健
身教練作為職業。他在臉書、Instagram 等社群
發文，只是為了記錄健身、分享心得，沒想到
一些粉絲開始詢問能否請他指導，曹泉如今已
經有十多個學員，其中一名在他教導下拿到了
「2020 年體育署大專盃健美賽 -174cm」亞軍。
　最後，曹泉語重心長的說，「在運動健身這
條路上，你可能會有很多的失敗，也可能會
有少少的成功，100 分的努力，說不定才得到
三四十分的成績，這就是人生。人生沒有捷
徑，運動也沒有捷徑，你必須累積過去經驗才
知道接下來的路。」

防疫總動員落實防疫新生活
　本校遵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持
續呼籲所有師生力行「防疫新生活運動」，
室外請維持1公尺社交距離，室內請維持1.5
公尺社交距離或配戴口罩。進入教室請務必
佩戴口罩。另總務處於校園各樓館出入口均
設置75%酒精消毒機，歡迎師生多加利用。
（文、攝影／游晞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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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看板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12(一)
8:00

通核中心
網路報名

【微學分】通識工作坊~生活美學
系列(一)（enroll.tku.edu.tw）

10/12(一)
8:00

通核中心
網路報名

【微學分】通識工作坊~生活美學
系列(二)（enroll.tku.edu.tw）

10/12(一)
8:00

學務處
網路報名

【微學分】農夫體驗~洛神花採收
趣（enroll.tku.edu.tw）

10/13一)
18:30

英文系
驚聲國際廳

英語拼字比賽

10/17(六)
8:20

學務處
網路報名

【微學分】農夫體驗~阿三哥農莊
採茶籽（enroll.tku.edu.tw）

10/17(六)
9:00

住輔組
小白宮

【歷史人文】主題活動-中外古蹟
導覽、認識淡水史蹟文化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活動名稱

10/13(二)
12:00

衛保組
B302A

「不一樣的視角-HIV」教職員愛滋
防治講座

10/15(四)
12:10

會計系
鍾靈中正堂

EYAcademy校園之星第三屆說明會

10/16(五)
13:10

諮輔組
I304

TA培訓「拉近你我的距離」課堂班
級經營技巧

　【記者李佩芸淡水校園報導】「2020 淡水
環境藝術節」於 9 月 27 日舉行，今年主題為
「2020 青春山海線 - 淡水愛你」，每年由藝
術家帶領社區社團進行踩街活動，從製作踩街
造型到表演一手包辦，並從淡水的人文風貌與
地方特色做為發想起點，打造充滿在地特色的
藝術踩街活動。今年踩街活動的路線是從淡水
老街廣場至觀潮廣場，配合本校服務學習課程
教官帶領同學擔任志工，分別為維安組、座位
保留組、推花車組以及攝影組在現場幫忙維持
秩序。
　今年主題為響應淡海輕軌即將通車至漁人碼
頭之外，也帶動居民一起用創意與行動，為淡
水之愛留下風景。今年藝術踩街主題有藝術節
吉祥物「阿給先生」、「藍海蛇行號」、「火
車變形金剛」等有趣造型，還有拿下隊史十冠
佳績的淡商女籃打前鋒，共高達 42 組團隊參
與，呈現淡水是一座創意無限的城市，讓民眾
在搭乘淡海輕軌時更加趣味，也讓大家保有童
年時的想像力，讓更多新奇有趣的事物在淡水
發光發熱。

　少校教官胡智卿表示，「淡江大學擔任踩街
活動志工已長達 10 年的傳統，服務學習是本
校的必修課程，最大的目的是透過同學親身體
驗活動而了解到團隊合作、貢獻社會的態度，
在服務學習的主題方面，我們會選擇環保、
文化保存、公共事務相關的活動帶同學去參
與。」

42 組團隊 熱鬧參加淡水藝術踩街

社團大聲公

韓國同學聯誼會
　一個人在人生地不熟且語言不通的地方生活
及讀書，是韓國同學們當初都經歷過茫然無助
的感受，而韓國同學聯誼會的創立，就是希望
可以幫助新來的韓國學生們，在陌生的地方，
有學長姐的幫忙，可以在淡江大學、在台灣找
到像家裡一樣溫暖的地方。
　大二時就想創立這個社團的同學們，因為對
社團創立的行政流程相當陌生，所以錯過了社
團創立的時間，但在課外組和境外組的老師們
幫助下，韓聯會在今年成立了。在社課的規劃
上，安排了語言交流、文化交流和聖誕節活
動，能用不同語言與其它國家的同學交流，而
文化交流方面於學校活動中賣韓國食物，到小
學教孩子們做韓國食物，透過食物，讓大家可
以更了解韓國的飲食文化，還有聖誕節活動，
來聯繫大家的感情及互相認識彼此。臺大、政
大和淡江大學等台北地區大學的韓聯會，歷年
曾舉辦過運動會和宿營，但可惜今年因為疫情
取消。在這個聯合韓聯會，提供許多就業、打
工和實習的機會，促進資訊交流，讓大家可以
在台灣過更安穩的生活。
　社長、國企四金玟我也分享，「希望有共同
文化背景的同學們來參加，可以共同營造溫馨
舒適的環境，並把這個社團理念傳承下去，讓
大家可以找到歸屬感！」（文／陳律萍）

▲韓國同學聯誼會社員經常聚會分享生活及課
業問題。（圖／韓國同學聯誼會提供）

▲劍道社於 109 年「臺北中正盃劍道錦標賽」榮獲大專團體男子
組及女子組冠軍。（圖／劍道社提供）

　【記者廖宜美淡江校園報導】桌球新星打出
精彩！桌球社於 10 月 5 日晚間 6 時在 SG322
舉辦桌球新生盃，除了社內的新成員參賽外，
也開放給全校對於桌球有興趣的同學們共襄
盛舉，現場共有 18 位選手參賽。社長、資管
三黃博晟說到：「籃球社、羽球社都有新生盃，
那我們桌球社也應該要有。」推廣桌球運動的
趣味以及提供一個切磋的平台，讓新生們動起
來，便是舉辦此活動的宗旨。
　比賽進行方式為循環賽，初賽分為五個循
環，分別比賽出冠亞季軍，再分別進行複賽循
環，最後決勝出冠亞季軍。過程中競爭激烈，
不少高手過招的場面，連續的擊球讓站在一旁
觀賽的社員們都秉氣凝神地深怕錯過精彩之
處。越到比賽後段，一場比賽花費的時間就越
長，對打內容也更精彩，最後冠亞奪冠時的比
分只有三分之差，實力相當接近。
　桌球社也準備獎金紅包來贈與勝利者，分別
為冠軍 300 元、亞軍 200 元和季軍 100 元。冠
軍、經濟一李睿宸表示，對手都十分厲害，越
到後面越難打，因為是循環賽所以也十分考驗
體力，最後能獲得冠軍非常高興，打得也很盡
興。

　【記者姜雅馨淡
水校園報導】許多
人對於乳癌有不少
迷思，學務處衛生
保健組於 9 月 29 日
在守謙國際會議中
心 HC306 舉辦「職
業安全健康促進課
程—認識乳癌」，
邀請長島乳房醫學
影像中心放射師張
曼寧解惑。
　張曼寧表示，放
射師工作主要為影
像學檢查，幫助醫生找出病灶，「多數人認為
自己離乳癌很遙遠，沒有症狀就代表沒事，甚
至覺得乳癌是一種絕症，近期隆乳是否會得乳
癌、相關新聞事件也讓此議題受到關注。」
　　以流行病學而言，在臺灣每 12 位女性就
有 1 位得到乳癌，45 歲則進入乳癌發生高峰
期、死亡率排名第 4，但篩檢率僅 4 成。她也
呼籲大家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據美國癌
症醫學會統計，一期乳癌、5 年存活率高達
100%，二期也有 93%，三期則為 7 成存活率，
加上政府針對 45 至 69 歲女性提供 2 年 1 次免
費乳房攝影檢查，若是能提高篩檢率，相信乳
癌致死率應能降低」。
　此外，初經早於 12 歲、第一胎晚於 30 歲、

停經晚於 55 歲、未曾受孕者、過量飲酒、抽
菸、大量輻射照射、曾患有卵巢癌、子宮內膜
癌等，皆是罹患乳癌高風險者。避孕藥、更年
期藥物具荷爾蒙成分，環境荷爾蒙如戴奧辛、
雙酚 A、塑化劑等也會增加罹患乳癌風險。
　最後她以實例提醒大家，「think pink & live 
green」，有粉紅色的篩檢思維、過綠色健康
的生活，保持飲食均衡、良好睡眠品質，維持
心理平衡、運動習慣、環境整潔，補充足夠維
他命 D，「不要因為乳癌失去乳房，不要因為
乳房失去生命。」
　企管系編纂史蓓蓓分享，「上課後知道有引
進最新儀器，即使乳癌早期也能提早治療，也
更了解乳癌的預防及基本常識，受益良多。」

▲本校學生擔任藝術節踩街活動志工，花車組
志工在雨中謹慎協助搬移造型花車。（圖／生
活輔導組提供）

　【本報訊】本校「金緯獎學金」係由金緯纖
維公司董事長鄭雲生先生為資助家境清寒學業
操行優秀之學生而設，獎學金每名 1 萬元，該
獎學金由基金之孳息撥付，由基金管理委員會
遴選決定。凡家境清寒、經班導師或系主任推
薦，上學年度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上、操行成
績 80 分以上，填具申請書，附清寒證明、上
學期成績單及 5 百字以內自傳，歡迎商管學院
大學日間部學生自即日起至 10 月 19 日止向各
系申請。

商管學院金緯獎學金 
10 月 19 日前受理申請

桌球新生盃 
耐力體力大考驗

▲桌球社於 10 月 5 日舉辦新生盃比賽。（攝影／廖宜美）

▲放射師張曼寧為大家仔細解說乳癌之觀念及檢測。（攝影／黃歡歡）

　【記者黃律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體育事務處為培養校園運動風氣及培養團隊合作精神，將
在本學年度舉辦新生盃競賽。本次競賽由羽球率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登場，比賽時間將於 10 月
24 日舉行；而籃球與排球的競賽將於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舉辦初賽，冠軍賽將於 11 月 5 日
中午進行，歡迎大家踴躍報名，一同切磋成長。本次新生盃競賽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10 月 12
日 17 時為止。另外，報名參與本次新生盃活動的同學皆可獲得「通識課程自主學習微學分」0.2 
的學分，鼓勵有志一同的運動健兒互相交流、共同爭取榮譽，贏得佳績。想知道更多訊息歡迎
到體育事務處的官網查詢（網址： http://www.sports.tku.edu.tw/news/news.php?Sn=514）

破解乳癌迷思 放射師來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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