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場賽事球隊都會設定目標，像是協

會盃打進 8強，今年大專聯賽也會

以此為目標，近期也與大同、嘉大

進行友誼賽，希望備戰調整到最佳

狀態。上個學年度首度升上 UBL大

專棒球聯賽公開組一級(甲一)打出

並列第 9名成績，今年將二度挑戰

打進八強，並努力爭取最佳成績。  

【何應志/體育中心】南華大學

甲組棒球隊經過三年努力耕耘，

已開始收成，此次在梅花旗先擊

敗環球科大，8強賽以 5： 4擊

敗前三屆霸主文化大學，收下隊

史第一張四強門票，接著再逆轉

大同大學挺進冠軍賽，雖然以

5： 16不敵台灣體大，最終拿下

「亞軍」，在短短三年內能為隊

史締造亞軍佳績，實屬不易。 

  107年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

賽是由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所主辦

的國內大專棒球賽事，今年已舉

辦 20屆，本屆共有 24隊參賽，

比賽採單敗淘汰賽制，為大專聯

賽前重要的盃賽。 

    蔡仲南總教練表示，南華甲

組棒球隊目前 3個年級共有 36

人，人數雖然不多，但相對球員

上場機會多，預計每年招收 12

到 15人，今年大一生則是補進

11人，其中 5名投手、6名野

手。蔡總教練指出，成軍三年就

能有如此優異的成績相當不容

易，因為連續四天出賽，投手幾

乎全部用完，有些投手也是連續

出賽，很辛苦，冠軍賽南華全場

共動用 7名投手，但沒能擋下對

方攻勢，接下來的訓練會針對投

手一些球種的控球，以及野手補

位、基本動作等方面做加強，未來

才有機會跟上這些更高階的球隊

隊。每一次的競賽都是選手寶貴的

經驗，要記住優缺點，再針對不足

的地方做調整，才會更進步。 

此外，為精進選手的戰鬥力，今

年 2月更帶領球隊遠赴日本早稻田

大學進行集訓及交流，讓球員擁有

不同的技巧，並有如此神速進步。 

  蔡總教練說，雖然大

學的棒球賽事較少，但每

創刊號 

南 華運程季刊資

訊為「南華大

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

程」之學生刊物，每三

個月出版一期，主要內

容為學生運動表現、產

學合作、健康促進、運

動新知、人物介紹與學

生活動等，本期創刊號

為 107 學年上學期(9月

~12月)的內容，歡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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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旗全隊整體表現

南華大學棒球隊勇奪梅花旗「亞軍」 

【許伯陽/運動學程】107年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南

華大學獲得空前佳績，原設定第二場對上文化大學即

有敗戰結束賽程的打算，沒想到竟能獲得勝利並一路

挺進決賽，原因在於每場投打都有好表現的投打，對

文大的投手蔡明憲，對大同的關鍵打擊全浩偉，以及

大三回歸球隊的 DH沈朕清的穩定打擊等，高年級穩

定球隊陣容與一年級新生帶來的投打衝擊，才有最後

的成績，以下為四場比賽下來各重要數據的前三名，

投手因場次少不易看出貢獻，如郭郁政數據不佳但卻

是重要的主戰投手: 

1.打點數:全浩瑋(7)沈朕清(6)藍淯勝(5) 

2.打擊率:林孝程(0.5)蔡耀原(0.429)沈朕清(0.417) 

3.安打數:林孝程(8)張政禹沈朕清阮明契全浩瑋(5) 

4.長打率:林孝程(0.81)蔡耀原(0.71)藍淯勝(0.46) 

5.防禦率:洪晨軒(0)黃東淯(2.25) 

6.三振數:蔡明憲(7)黃東淯(6)  

出版單位/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出版人/許伯陽 

地址/嘉義縣大林鎮南華路一段 55號 

電話/05-2721001 

Email/pyhsu@nhu.edu.tw 

南華運程季刊資訊 

第 1期  創刊號   民國 107年 12月 1日 第一頁 

頭條 



107 學年上學期運動成績表現有夠好(9~12月)  
【許伯陽/體育中心】全國私立約五千人

左右中等規模的大專校院中，大概沒有一

所學校像本校對於運動團隊的投入，大專

籃、排、足、棒四大聯賽本校不缺席，籃

球參加男子公開二級、男子一般組與女子

一般組，排球參加男子公開二級、男子一

般組與女子公開二級，足球參加男子公開

一級比賽，而棒球也參加了公開一級與一

般組的比賽。至截稿時，男子籃球與一般

組棒球已開賽，男子公開二級籃球隊擊敗

嘉義大學與吳鳳科大，率先進入分區第二

階段，特別是擊敗嘉大取得多年來的首勝

最屬不易，球隊以四年級舊生為主幹，搭

配幾位新生，雖然鋒線高度不夠但硬朗而

後衛群速度快外線時有發揮，防守強度

夠，因此能打出近年來的好成績，待明年

教練到來更有一番作為。其次，在乙組棒

球隊的表現上，今年首次與公開組合作，

由蔡仲南總教練統籌，提供教練與訓練場

地的使用等，教練派出公開組選手支援，

本屆有不少新生慕名參加，實力因而提升

不少，在分區預賽中取得兩勝兩敗的佳

績，晉級賽敗於成大而無緣全國賽，但已

是近年來最接近全國賽的一次了。 

【許伯陽/運動學程】武術隊運動學程二年級錢

弘毅入選 2018雅加達亞洲運動會國手，錢爆發

力強，肌力素質好，踢擊速度快，前腳鞭腿得分

頻率非常高， 後手直拳判擊良好，另外右腳後

蹬腿 具殺傷力，更是經常令對手提前結束比賽

之武器，摔技部分也具十足爆發力，反應快，可

迅速應變轉換動作摔倒對手。這次參加亞運武術

散打男子 56KG量級比賽。比賽中首遇泰國選

手，在獲得第一局的領先後，戰術略顯保守，對

於擅長泰拳的對手更無即時適應，遂連敗兩局遭

到逆轉敗，此次比賽讓錢弘毅遇到世界級的選

手，瞭解自身的優勢與不足，這是金錢買不到的

經驗，

期待來

年繼續

挑戰。 

     

     

運動表現 

南華國手 賽夏之光   

南華阿甘 長跑之王   
【許伯陽/體育中心】莊曜銘就讀旅遊

系二年級，專攻五千與一萬公尺長

跑，去年 106年大專運動會參加一般

組長跑五千與一萬公尺兩項目，抱回

兩個第八名，成績分別是 17分 30秒

80與 37分 36秒 15，因其身體素質優

異兼具爆發力與肌耐力，且個性吃苦

耐勞，服從而低調，非常適合中長跑

項目，於是遂由我提出訓練計畫，擬

定 breaking 2計畫(與大專盃一萬公

尺第一名差距兩分鐘，故名)助其 107

年大專杯獲取金牌。計畫內容包括尋

找教練、執行訓練計畫、排定比賽節

奏、評估身體素質、監控身體組成

等。於是透過台體大許績勝老師介紹

找到嘉義市嘉北國小專任教練林瑩展

擔任曜銘教練，於每周三四至嘉義市

田徑場與嘉義高工田徑隊共同訓練，

並由瑩展教練開設訓練菜單於其他時

間自主訓練；其次，接洽中正大學王

順正教授在運動生理實驗室進行最大

攝氧量(VO2 max)檢測，以判定曜銘的

身體素質是否可承受更大更強的訓

練，VO2 max檢測另專篇說明；而身

體組成我們以自有設備 inbody270每

半個月檢測一次，藉以監控曜銘的身

體肌肉脂肪骨骼等組成數據。經過約

三個月左右的訓練後由比賽來印證訓

練成果，莊曜銘於 9月 30日參加 107

年臺北市秋季全國田徑公開賽一萬公

尺比賽以 35分 32秒 21創個人最佳紀

錄，這個成績可獲得 106年大專盃第

三名的名次，12月 1日參加 107年新

北城市盃全國田

徑錦標賽 5000

公尺比賽，則以

16分 42秒 73獲

得第二名的佳

績，除了創個人

最佳成績外，這

個成績比照 106

年大專盃可獲得

第一名的成績，

成績已逐步提

升，我們目標鎖

定 107年大運會

雙金，請拭目以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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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時間 盃賽 成績 名次 

男子籃球隊 2018/12 
107學年大專籃球聯賽公開男生組

第二級 第四區預賽 A 組 

南華 71:59 嘉大(勝) 

南華 51:101 環球(敗) 

南華 52:37 吳鳳(勝) 

南華 60:107 虎科(敗) 

南華 58:83 雲科(敗) 

晉級第

二階段 

男子排球隊 
2018/9/30 華宗盃  ——- 第七名 

2018/12 諸羅山杯排球公開賽  ——- 第八名 

甲組棒球隊 2018/10 2018年協會盃全國成棒年度大賽 

南華 15:1義守(勝) 

南華 8:6 台南市(勝) 

南華 4:7 台電(敗) 

八強 

甲組棒球隊 2018/11 
2018年第二十屆梅花旗全國大學

棒球錦標賽 

南華 12:1環球(勝) 

南華 5:4 文化(勝) 

南華 11:10 大同(勝) 

南華 9:16台體(敗) 

第二名 

乙組棒球隊 2018/11 

107學年大專棒球聯賽一般組第四

區預賽 

南華 10： 5 長榮(勝) 

南華 7： 0高餐(勝) 

南華 4： 7嘉大(敗) 

南華 2： 11 高科(敗) 

晉級 

107學年大專棒球聯賽一般組第四

區晉級賽 
南華 7： 17 成大(敗) 淘汰 

武術隊 2018/7 2018雅加達亞洲運動會 
運動學程二年級 錢弘毅

武術散打男子 56KG 級 
國手 

田徑 2018/12/1 

107年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錦標

賽 5000公尺 

旅遊系二年級莊曜銘第二

名 (16分 42 秒) 
 

107年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錦標

賽 3000公尺障礙 

旅遊系二年級莊曜銘第九

名 
  



運動學程與嘉義市國民運動中心簽署產學合作協定  
【許伯陽/運動學程】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於 4月 19日與「堤姆運動經紀公司」簽

署嘉義市國民運動中心產學合作協定，提

供南華學子畢業前實習的好去處，施展所

學服務地方。 

    嘉義市國民運動中心為雲嘉南首座國民

運動中心，興建總經費達新臺幣 3億元，

佔地 4590 平方公尺，規劃地上 4層建

築，樓地板面積約 8,885平方公尺，今年

四月一日才正式營運，因嘉義市健康促進

理念以及打造健康防老城市與南華大學運

動與健康促進學程的發展理念契合，遂於

運動中心開幕不久隨即與之簽合作協定，

由南華大學提供優質人力，運動中心提供

新穎的運動場域，雙方結合共創運動產業

的最佳分工合作模式。     

    體育署 106年運動現況調查發現，嘉義縣

為全國最低的 7333規律運動人口，僅有

29.0%；而運動的目的為促進健康的比例嘉

義市高達 77.3%，僅次於台東縣、澎湖縣與

連江縣，嘉義縣卻是全國最低的 70.2%。運

動中心營運經理鄭勝元表示，嘉義縣市有共

同的生活圈，嘉義縣規律運動人口的提升正

是運動中心存在的價值，而有全國運動人口

最高比例的嘉義市則是需要改變嘉

義市民的運動習慣，在設

備新穎的運動環境下提升

運動的品質與效率，科技

與運動的結合帶來更精準

的健康促進，未來會進行

更多的行銷與課程，繼續

再提升運動人口。運動學

程主任許伯陽則表示，運

動介入的健康促進是預防

醫學的重要手段之一，可

見嘉義市運動人口對於運動功用之

於自身的健康幫助有著更深入的瞭

解，嘉義縣民需要更多的運動介入

來提升健康觀念，其次，運動學程

引進 InBody身體組成分析儀器，

配合健康體適能的檢測，目前已在

整合簡單且有鑑別度的身體檢測程

序，提供身體組成成分、肌力、肌

耐力、柔軟度、心肺耐力等檢測數

據，讓民眾知道自身的身體評估數

據，以及如何由運動做改善，進而促進健

康，未來可在運動中心設站做評估，由專人

解說並開立運動處方，讓運動者獲得最佳的

運動效益。  

運動學程與迪卡儂簽訂產學合作協定  

【許伯陽/運動學程】 

    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程於 11月 15日與「台

灣迪卡儂有限公司」簽署產學合作協定並進行「迪卡儂工作選

擇大解析」的企業講座，未來可提供運動學程學生畢業前的實

習與就業，投入運動產品販售業的行列中。 

    迪卡儂（Decathlon ：田徑十項全能）是法國大型連鎖運動用

品量販店，在全球 28個地區國家開設 1176 家實體商場，是全

球最大運動用品零售商，截至現在，迪卡儂於全台共有十一家

分店，並計畫於 5年內展店 15家，規劃 10年內在台灣開設 30

家商場，將創造許多就業機會。對於消費者運動介入提升促進

健康的理念與南華大學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程的發展理念契合，

遂於 15日由產職處林副校長與迪卡儂嘉義店店長張琳經理在本

校簽訂合作協議，由南華大學運動學程提供優質人力，迪卡儂

提供新穎且多樣的運動販售場域，雙方結合共創運動產業的最

佳分工合作模式，也讓本校運動學程學生所學到的專業知識得

以有場所發揮。 

    隨後，張琳經理以「迪卡儂工作選擇大解析」為題，與兩位

工作夥伴以遊戲活動的方式帶領運動學程一、二年級學生進行

講座課程，在遊戲中探索迪卡儂的企業經營理念與價值觀，張

經理與兩位夥伴活力四射，充滿熱情，充分展現迪卡儂國際

化，熱愛創意與創新，堅持不懈地努力追求進步的企業精神，

同學們在互動中也了解到外商企業的工作態度與團隊合作，個

人能力很重要，而團隊集體創作更能展現企業的文化價值，面

對消費者以對

運動的熱忱，

為消費者提供

服務，讓消費

者也能共享運

動歡樂。 

     

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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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曉萍取得體育署初級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證照  
【許伯陽/運動學程】運動學程二年級生

傅曉萍日前參加體育署初級國民體適能指

導員研習暨證照考試，順利取得該證照，

除了滿足運程畢業的證照取得資格條件之

一，也能投入體育署建構的運動或體適能

指導員與檢測員認證制度的人才庫中，藉

由這些尖兵深入社區與公司團體推廣運

動。體育署的運動推廣作法首先要培育正

式且專業的運動推展者人才庫，包含初、

中、高級國民體適能指導員、體適能檢測

員與運

動指導

員等，

再者藉

由政策

輔導社

區與公

司團體

重視並

實施運

動推

廣，例

如國民

體育法

明定 500 人以上的企業團體要設置「運動

指導員」一人，舉辦「運動企業」 認證

以及體育振興計畫中的企業投入運動的租

稅減免等，未來在政府作多與民眾健康需

求的情況下，運動產業將會蓬勃發展，取

得政府的相關證照對於投入運動產業才有

品質資格的保證。以下為傅曉萍的證照考

取過程自述:  

    我是傅曉萍，就讀運動學程二年級，這

次參加運動指導員考試，是頭一次考運動相

關的證照，藉由一年級接觸到了運動健康促

進莊麗燕老師的課程，我開始學習到了有氧

以及肌力訓練的課程，也讓我在學習的過程

中，增進了許多對運動的興趣及熱忱，也是

在當時，我了解到有很多運動相關的證照，

我也開始把運動指導員證照做為一個目標，

在考前整整要一年多的時間開始做準備，在

課堂上我開始做筆記開始認真聽課，深怕錯

過老師所說的重點，對於學科考試幾乎不了

解的我，只懂得一些基本的運動原則，我把

老師所給我們 103-107年的考古題，做一份

讀書計畫表，每天照著計畫表讀書，把那一

本考古題讀到熟寫到爛，而在術科方面，學

校有體適能檢測活動，大多我有時間我都會

去學習，透過參與檢測活動，對於術科方面

相較於得心應手，但在術科方面除了有檢測

項目，但也包含了柔軟度及肌力訓練以及有

氧舞蹈等等，對於有氧舞蹈是我所欠缺及不

足的方面，每天下課或是下班都回家不停的

練習不停的記動作，聽著音樂記著節拍，重

複著複習有氧舞蹈和對著牆壁不斷的練習著

柔軟度及肌力訓練的口語介紹，再考前的一

個禮拜，麗燕老師開了加強班，找了十幾位

要考試的選手，一起學習一起交流，透過當

天的練習，我增加了許多知識也增進了對自

己的信心，考完考試像卸了心中一顆大石

頭，等著成績公布的到來。當看到成績通過

時，心中充滿喜悅，告訴了自己，所有的努

力總有些小小的成果，期望自己可以更增進

自己的能力及知識，延續對運動的熱愛，也

謝謝麗燕老師、伯陽主任與健安老師的鼓勵

以及教導。 

甚麼是國民體適能指導員? 

【許伯陽/南華大學】 

        教育部體育署為推廣全民運動促進國人健康，並灌輸民眾

正確的運動觀念與知識，瞭解體適能的重要性，遂於民國 103

年制定「國民體適能指導員資格檢定辦法」以及「國民體適能

檢測實施辦法」，期盼經由證照之取得作為體適能指導的標準

化規範以及體適能指導人員的品質管控，並建立體適能的人才

資料庫，未來在體適能檢測、評估、處方與指導等都能有足夠

且專業的人力在全國執行體適能相關工作。體適能（Physical 

Fitness）係指身體適應生活與環境（例如；溫度、氣候變化或

病毒等因素）的綜合能力。體適能較好的人在日常生活或工作

中，從事體力性活動或運動皆有較佳的活力及適應能力，而不

會輕易產生疲勞或力不從心的感覺，定義上，體適能由心肺耐

力、柔軟度、肌力肌耐力與身體組成等因素來代表組成。在科

技進步的文明社會中，人類身體活動的機會越來越少，營養攝

取越來越高，工作與生活壓力和休閒時間相對增加，每個人更

加感受到良好體適能和規律運動的重要性。 

    在體育署的體適能業務中，證照分為國民體適能檢測員與

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兩類，國民體適能檢測員是培育具備協助國

民體適能檢測站實施體適能檢測之能力的工作人員，藉以協助

體適能檢測事務工作的標準化與專業化，而國民體適能指導員

分為初級、中級與高級等三級別的指導人員，初級指導員可擔

任機關（構）、學校、民間機構及團體之體適能指導以及體適

能檢測工作，但不能指導六十五歲以上之高齡者的體適能活

動。中級指導員執行初級指導員之業務外，可擔任健身中心之

體適能指導員，並可指導六十五歲以上高齡者體適能活動。高

級指導員執行初級及

中級指導員之業務以

及訓練輔導外，可擔

任健身中心之經營及

管理工作。 

    運程為提高學生

之就業競爭力，明定

學生在畢業前必須取

得兩張證照，其一為

本身專業運動項目之

教練或裁判證照，其

二為檢測、急救或傷

防之證照，國民體適

能指導員證照為運程

畢業認可證照之一，

歡迎同學踴躍報考。 

學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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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程與主任的話 

【許伯陽/運動學程】「南華運程季刊資訊

的創刊號」要由我先來打頭陣，做自我介紹

以及對於運程的規劃與期許。 

    我，許伯陽，畢業於國立體育大學體育

研究所博士班運動管理組，專長為體育測驗

與評量、體育統計、運動管理、體適能檢測

與運動產業，術科為桌球與一般體育，對於

運動我是死心塌地的擁護者。民國 93年到

南華大學任教，擔任體育中心專任體育老師

一職，之後因專長與評鑑需要，改聘為旅遊

系專任教師，專長為運動觀光領域；民國

101年接任體育教學中心主任，一直任職到

民國 107 年卸任，共擔任 6年的體中主任工

作；民國 105年因運動績優生招收運動項目

逐漸專業化以及旅遊系發展屬性的限制，奉

校長指示，規劃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學

程來安置運動績優生，並旋即獲得教育部同

意並於 106學年開始招生，以獨立招生方式

招考對運動領域有興趣之運動績優生就讀。 

    運程的全名「運動與健康促進學士學位

學程」，英文全名為「Bachelor’s Pro-

gram of Sports and Health Promo-

tion 」，其中運動為 sports而非其他學校

相關科系所用的 exercise，即隱含本學程

之特色在於運動競技而非規律運動之健身運

動，稱之運動競技與健康促進更為貼切。因

此，本學程的宗旨即在於招收具有運動競技

專長為主的學生，給予專業的競技訓練使其

能在運動專業上自我突破，為未來的選手生

涯打下更好的基礎，其次在第二專長的培訓

上，我們深

知選手生涯

有限，市場

也有限，需

要給予其他

的運動專長

才能在未來

就業上有更

多的選擇，

於是，對於

運動介入的

產業工作成

為本學程的

主要課程規

劃方向，我

們培育四類

的人才，包括運動產業管理、運動健康促進

指導、運動教練與運動防護等，期盼學生在

運動產業中能獲得一席之地。 

    運程經營到第二年了，坦白說，萬事起

頭難，難在從無到有，課程規劃上，滾動式

的修正讓課程更符合學生的需求，106級的

試煉提供 107 級的調整，必修 3學分因應運

動學科的特性全面改為 2學分是最大的變

革，其次是運動防護課程的增加；而學生事

務上，自發性的成立系學會讓我看到學生展

現自我的管理能力，活動的運作往往可以展

現一個單位的團結與向心力，這一方面 106

級的學長姊展現了價值；再者，應用科學的

運動偏於技職專長項目而非理論學科，因此

在產學合作上引進廠商讓學生瞭解就業市場

的趨勢以及需求，從而在調整自身的學習方

向，是本學程的優勢，一年多來陸續與嘉義

市國民運動中心、迪卡儂、嘉義基督教醫院

與全統等業界合作，期待未來能有更多的合

作廠商，我們來設計課程培育優質的人力。 

    但是，在學習的態度上，學生們並沒有

拿出作為體育人該有的堅毅與執著，一名優

秀的運動員對於目標的達成都有著使命必達

的信念，從不會怨天尤人妄自菲薄從而自甘

墮落，但我在運程的學生身上看到了這些負

面的狀況，手機使用成癮更加深學生對於課

業的逃避，惡性循環下終於無法自拔，這是

我最擔心的事，當喪失競爭力時即使再好的

師資再多的合作廠商我想都難以為繼，期盼

同學自勉。 

【許伯陽/南華大學】 

        台體大校長林華韋過去是傑出的棒球選手，多次當選國手

並參加過洛杉磯奧運會獲得棒球項目奧運銅牌，28歲退下選手

身分，到日本筑波大學體育研究所攻讀碩士班。學成歸國後，

自 1990 年起至 2001年止，長達十二年期間擔任國家代表隊教

練，在無數的重要國際賽事中獲得傲人的戰果，我最有印象的

是在 2001 年台灣第一次舉辦第三十四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成

功帶起因職棒簽賭低迷不振的國內棒球熱潮，也帶起陳金鋒、

張誌家以及蔡仲南等球星，掀起新一波的台灣棒球熱。2001年

11月請辭中華隊總教練一職，至國立台灣體育學院(台體大前

身)任教，2013年當選台體大校長迄今。  

    今年 11月 30日大學問週末報中的校長開講中口述一些他

認為大學生該有的學習態度以及自身經驗分享，因是運動員出

身因此著墨在運動員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非常值得運程的同

學們好好細讀，以下因篇幅節錄重點。 

棒球 國手出身的臺體大校長林華韋，強調運動員在訓

練期間，課業和生活學習也不能忽略，那是一種

思想的型塑，也是觀念和態度的養成。唯有正確的人生態度和

價值觀，才能讓你未來的道路走得穩健踏實。 

    運動競技，除比賽成績之外也是個人能力、成就的自我展

現，雖然運動的人生非常精彩，但最後還是要回歸到一般生

活；運動員也不可能永久當選手，最終還是要回到職場，擁有

一份工作以維持生活所需。然而，從運動場進入職場要能被接

受、要能生存，一定要抱持學習的心態，還有正確的態度，包

括：信諾、守時、紀律、責任感、毅力等，這些都可以藉由運

動訓練過程中養成。例如練球時不能遲到，不能練球一定要事

先請假。以排球為例，練習之前要把球網架好，練習之後，要

把東西歸定位。這些細節和約束都可以在無形中養成守時、紀

律、負責等態度。   

     此外，信守承諾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正確態度。以我為

例，在那個紅葉少棒瘋迷全臺的年代，我加入少棒隊時和父親

有個約定，就是打棒球必須兼顧學業。雖然過程辛苦也曾想放

棄，但我仍堅守承諾、不荒廢學業。現在回想起來，這些態度

的養成都是成就我人生的重要養分。  

    運動員的訓練非常辛苦，時間也很長。加上每個人先天的

體能限制與條件優劣，並不能保證最後一定會成功。如果能在

競技場上發光發熱、不斷延續運動生命當然最好；若不行，也

能轉換跑道當教練，或投入各行業中，這些都需要靠自己平時

不斷自我思考而做出選擇。所以除了努力之外，一定要有正確

的態度與價值觀，才能找

到屬於自己的道路。人生

的競技場上，勝負的關鍵

最終還是取決於價值觀和

態度。 

(摘錄網址:https://

www.unew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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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體大校長林華韋：運動也能培養人生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