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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三楊蕙綾：為了書豪哥哥，我也要去練扣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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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龍來鬥陣 服務寒訓大顯活力
31社團寒假「練功」 社員幹部齊成長
【記者劉昱余、黃宛真、鍾小喬、洪聖婷、張瑞文
淡水校園報導】社團寒訓全員出動！今年共有31
個社團在寒假為社員及幹部安排訓練，經驗
傳承也強化社團情誼，為下年度社團做好
「先修」準備！
第17屆學生會，於1月9日至11日
在淡水校園舉辦三天兩夜幹部
訓練活動「Hi！青春」，安
排許多課程，吸引會內半
數以上成員熱情參與。
許多課程讓成員們
印象深刻。在
「團隊動力」
課程中，講
師團隊鏈
企管顧
問

23支服務隊伍
歷年最多 愛心無上限
【記者李又如、劉昱余淡水校園報
導】淡江服務隊的寒冬一年比一年溫暖！
今年有23個社團投身寒假服務隊，創下歷
年出隊最多的紀錄，今年新加入的4支生力軍
初試啼聲，帶回豐碩成果。1月9日在SG317的
授旗典禮，校長張家宜也親自為各個服務隊打
氣，「社團學分化後，社團人要運用自己的創意
及熱情，在新的一年再創高峰！」
首次辦營隊的社團皆表示，沒有經驗可參考是最
大的困難！但他們還是一步一腳印踏實地完成。跆
拳道社本次在新北市水源國小服務，隊長物理三蕭
雅竹說，有許多細節沒考慮到，加上籌備的時間有
點趕，「還好大家的臨場反應很好！」
新竹苗栗聯合校友會為苗栗五湖國小帶來燦爛陽
光！「我是小小科學家」營隊隊長運管三徐皓提
到，營隊期間都是好天氣，他們離開後又繼續下
雨，五湖國小校長蔡杏蓉稱他們是「帶陽光來的小
天使！」徐皓也說，服務員送學員回家時，幫小朋
友揹書包、陪伴他們的模樣，在夕陽下顯得特別溫
馨！
桃園校友會在桃園外社國小舉辦「科學文化體驗
營」，隊長運管三張語羚表示，從未接觸過這麼多
活潑的孩子，第一天和他們互動時，「簡直要累
垮了！」但她也提到小朋友之後都很有禮貌，也
不吝嗇表示喜愛，才認識2個小時就「掛」在他們
身上，服務員們感動地說，「真的有當哥哥的感
覺！」
本次離開台灣本島，回鄉服務的金門校友會來到
賢庵國小，隊長財金二李介盛表示雖然第一次突發
狀況多，但是夥伴們也都邊做邊學。他也希望能夠
繼續舉辦，如同營隊的名稱「根植垵湖‧希望茁
壯」一樣，「希望在他們心中種下一顆種子，等到

發
芽
的 時
候 可
以 去 服
務更多的
人！」
特別的是，
服務隊停辦10
年的高雄校友會
今年「回家了」！
隊長企管二歐奕鋐
表示，因為本屆雄友
會的人力充足，也都很
有熱誠，決定回到家鄉高
雄溪洲國小舉辦「誰是孩子
王」營隊，「從無到有的經驗
很深刻！」他分享，從第一天小
朋友失控的表現，到最後一天小朋
友不顧接他們回家的家長，圍著服務
員們不肯走，讓他們非常感動。

商管愛心種希望 做義工享優惠
【記者莊旻憶淡水校園報導】由商管學會舉辦「2012春季北區大
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賣活動─種下希望，幸福發芽」義剪券活
動，即日起開賣，每張只需80元。為了讓同學更了解活動內容及義
工義務、福利等，將於21日及23日晚上7時，在B312舉行義工說明
會，有興趣的同學可到現場聆聽。只要義工服務滿10小時以上，可
擁有中英文對照感謝狀、登錄社團護照及獲得活動認證(限商管兩院
學生)，而今年配合剪髮的SALON店包含巧喜團隊、D’PLUS等店
家。詳情請至商管學會社辦SG146或電洽2621-4794。

英文系美加留學申請開跑

大傳系魏楚育 捧回外電編譯冠軍
【本報訊】大傳四魏楚育獲「緯來體育台開台
15週年-新聞外電編譯大賽」冠軍，及獎金2萬
元。本次參賽中，初賽選出120人，6名進入複賽
並選出3名進行準決賽。魏楚育表示，很意外得
到冠軍，因從高中起就立志當體育記者，所以平
常都會接觸體育新聞和熟悉體育術語。他感謝淡
江電視台的實習訓練，讓他在準決賽時能充分發
揮。他鼓勵有興趣的同學，「要勇敢追夢，並相
信自己，不要讓自己後悔。」
淡江電視台指導老師大傳系副教授紀慧君表
示，很高興魏楚育能夠得獎，他很積極參與淡江

（資料來源／軍訓室）

拚冠軍也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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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輔大學(National Taras Shevchenko
University of Kyiv)，全名為國立基輔塔拉
斯謝甫琴科大學，成立於1834年，至今已
有178年的歷史。該校不但是烏克蘭第一
所國立大學，同時也是烏克蘭最著名的
綜合性大學，座落於烏克蘭首都基輔市
東南部的佩切爾斯克，該校名稱以烏克
蘭詩人、思想家及畫家塔拉斯．謝甫琴
科為名，以紀念其為烏克蘭自由而奮鬥
的精神，和本校於1998年7月3日締結為姐
妹校。
基輔大學共設有158個專業、14個科系
及6個學院，分別是國際關係學院、新
聞學院、後繼教育學院、文學院、軍事
學院及經濟管理學院，其中最著名的是
數學及力學系，該系為基輔大學歷史最
悠久、規模最大的系之一，所研究的概
率論及數學統計學方面皆成果卓越。基
輔大學不但在數學及力學方面有優秀成
就，科學方面也不容小覷，成立5個專
門的科學機構，電腦資訊中心、天文觀
測台、科學研究室、CCOD圖書館和
Maxymovich科學圖書館，設備齊全的教
學環境及專業精良的優秀師資，讓基輔
大學成為烏克蘭重要的教科研究中心。
基輔大學校長曾於2000年5月率員蒞校
訪問，並與本校討論未來的學生留學計
畫及簽證方面的相關事宜，希望可以提
供更多有意赴俄留學的學生更多資訊。
（楊蕙綾整理）
圖片來源：http://www.diniebo.com/
school/html/images/1210365289.jpg

【本報訊】愛車也要愛命！軍訓室統計100年度交通
事故共211起，總件數較去年增加，且造成6位學生因車
禍喪生，其中又以騎乘機車遭大貨車輾斃佔1／3最為嚴
重。軍訓室教官魏玉文呼籲，車速過快是車禍的主因，
體醒學生千萬不要隨意變換車道，以免發生意外。
魏玉文也表示，往年車禍人數集中在不熟悉路段的新
生，但最近高年級發生事故的比例也逐漸提高，原因多
為通勤打工或補習，開快車導致意外頻傳，100年全校
交通事故發生比例，以工學院10.6％最多、全創院8.5％
次之、商學院8.3％第三，。在危險路段上，淡金路蟬
聯事故意外第一，北新路及水源街的案件數量增加，主
因是淡水天氣不佳、修路不斷，加上車速過快，請各位
同學務必要小心駕駛。
軍訓室本學期將把交通安全宣導鎖定在「防衛性駕
駛」，即是提醒機車騎士隨時保持警覺，避免大客車或
其他車輛的追撞，讓自己陷入危險的情境中，魏玉文提
醒，「學會自我保護、放慢速度，才能安心騎車！」

寒假眾社團舉辦寒訓、服務等活動，精采萬
分！（圖／由上至下：海天青、新竹苗栗聯合校友
會、馬術社、海天青提供）

電視台的實習，本身是個很熱情的學生。紀慧君
指出，本校提供的擬真業界的實習媒體，讓學生
收穫很多，除訓練學生的膽量、強化規劃能力，
也讓學生能隨時了解業界現況。
大傳系系主任王慰慈表示，淡江電視台的實習
訓練，除能拓展學生的專長，平常也會邀請畢業
校友前來分享，透過業師經驗，為未來職場做準
備。王慰慈提到，在外語能力上，大傳系配合學
校政策要求學生TOEIC達450分以上外，在課程
設計上也安排〈傳播英語〉、〈國際報導實務〉
等，以增進學生的外語專長。

大專機研盃 機研社奪雙冠

帥氣的機車賽，
展現機研社的高超車
技。（圖／機研社提
供）

慢慢來行得通 軍訓室交通安全小叮嚀

基輔大學

訓可以看到白天的馬場，真的非常美！最特別的是在寒訓一
周前，馬場有母馬生了一隻小馬，像是歡迎馬術社寒訓的特
別嘉賓呢！
水上活動社於1月7日至8日在台中進行寒訓。雖是水上活
動，但是寒訓以「遠離水域、前進山區」為目標！由於水上
活動對於天氣變化需要有所了解，因此考量到氣候和環境
的因素，選擇台中為寒訓地點，讓社員在山區感受天氣的驟
變。訓練內容包含登山、射箭、騎腳踏車環山等，藉由體力
強度較高的活動，讓社員做體能訓練。社長公行二李君朗表
示，水上活動體能一定要好，無論是衝浪、潛水或獨木舟，
都必須要看個人的肌耐力、平衡感、技巧性、敏感度等，
「我認為陸上的體能訓練更應注重。」
陳氏太極拳社則於1月9日到13日在宮燈教室舉辦寒訓，為
讓社員有更扎實的基礎訓練，特別在增加基本功的訓練，社
長物理二林世智表示，「好比蹲馬步及弓步訓練，從原本的
3分鐘1組增加到7組，不少新生都直呼，『鐵腿了！』」林世
智也說道，兵器訓練是新生最喜歡的課程，不管是劍、棍、
或扇子的操作，都讓新生感到新鮮。他希望透過基本功的體
力訓練讓社員能在寒假增進技能，新學期社課能挑戰更進階
的功法。
新成立的熱活志工社也首度舉行寒訓，於1月8日、9日兩
天舉行，足跡更橫跨淡水及宜蘭羅東。社長俄文四陳顗安表
示，為了要讓社團宗旨「介紹校園」變得更有趣，她特別安
排「說故事」的課程，讓校園導覽更生動，「由於我們平常
接觸的對象多為高中生，就需要故事吸引他們的注意，例如
在介紹宮燈教室時，不妨說說宮燈姐姐的傳說，或是用『偶
像劇』最愛拍攝場景來包裝。」在第二天的行程中，安排羅
東傳藝中心的參訪，並進行團康遊戲，目的就是要讓社員能
增進情誼，更希望將團康帶入未來導覽的行程中，有效拉近
和高中生的距離。
海天青社寒訓-「小小魯夫冒險記」於本月1日至3日在淡水
國小舉行，今年參與的國小學
生共30人，社團志工人數為12
人。三天課程包含：樹葉拓印、
童軍繩結急救、毒蛇及野外植物辨
識教學等，結合多元學習和野外求生
等相關課程。社長統計三王瓊瑤說：
「小朋友的天真是服務員最棒的精神糧
食，聽到他們說以後露營要帶營手冊或是
要再來營隊、想要繼續上課等，這些話真的
是最直接的讚美！」

騎士精神

【本報訊】101學年度英文系全校大三出國留學申請開跑囉！申請
期間為13日（週一）至3月13日，申請資格為大二不限科系，相關訊
息請逕自英文系網頁「本系大三出國訊息」下載，送英文系辦。有
意前往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WSU）、加拿大布蘭登大學（BU）及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IUP）留學一年者，請把握機會！

公司經理游淑貞透過遊戲讓成員了解團隊精神，用輕鬆的方
式進行活動，活動後再讓成員們思考每個遊戲的背後意義；
而在「性格分析」課程中，擔任勞委會職訓顧問、青輔會生
涯規劃講師許哲銘利用測試來分四大類性格，並交叉比對每
個性格該如何與其他性格溝通、合作，透過這樣的解析讓成
員了解不同的相處模式。執行長國企三蕭惠玲表示，新學期
即將讓學弟妹承接活動，希望這些課程能幫助他們獨當一
面，「並且在幹訓接受學長姐的傳承，未來繼續努力，而幹
部也會持續從旁協助！」
華麗的西班牙舞蹈社於1月7日至12日在台北市區的舞蹈教
室與台大、輔大等校西班牙舞蹈社舉辦聯合寒訓營。除了基
礎課程，老師也為同學解說舞蹈組成的結構，有進場、呼叫
與離場，幫助同學思考如何跳出屬於自己的舞蹈，而不是死
記動作。西語四黃琬瑜表示，今年寒訓最大的特色是我們與
各個大學社員交流，進一步了解他校同性質社團的優點並加
以學習。
馬術社在期末考後仍馬不停蹄加緊訓練！1月8日至9日為期
兩天的馬術社寒訓，於淡水山海觀馬場舉行，並邀請非社員
的同學一同參與。活動時將同學們分為兩組，以輪替的方式
學習備馬、騎馬、調馬索及趕馬等技巧，也讓同學更熟悉整
個馬場。此外，為增進社員間的情誼，社團安排桌遊、仙女
棒等夜間小活動，並與馬場教練一同煮火鍋、烤肉。馬術社
社長會計三陳晏瑩表示，寒訓期間有很多非社員的同學前來
參加，讓整個活動更熱鬧，「大家熱情的參與及開心的
笑容帶給社團很大鼓勵！」並希望能藉由這次的活動
讓大家更認識馬術社，打破大家眼中對所謂貴
族運動的迷思與藩籬，將馬術運動的精神
「堅毅、勇敢、挑戰、克服」落實在
大家的生活中。德文二孟圓媛
表示，平時主要是夜間上
課，藉由寒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第8屆全國大專機
研盃，日前在桃園龍潭LTNS樂活賽車場熱鬧登場！
為期三天的賽事吸引逾百位熱愛賽車的學生們共襄
盛舉。本校機車研究社社員機電三吳雨翰及資工四
賴志嘉，分別獲得4T-BIKE-E（4T檔車輕改組）冠
軍及4T-125C（4T-125 速克達原廠組）冠軍。
談到比賽過程，玩車資歷三年的吳雨翰表示：
「刺激！雖然去年也參加過大專盃，但是當時實力
還不夠，很多技巧都沒有很熟練，所以會利用平時
練車的機會努力加強自己不足的地方。」他也提
到，曾經參加過SYM賽車訓練營和TMRRC錦標
賽，藉由這些比賽可以觀摩到更多厲害的業餘賽車
手，透過觀摩和實際操作，可以增強自己的實力，
但是也要秉持著一個重點，「安全最重要」。
玩車資歷兩年的賴志嘉表示，因為熱愛賽車，常參
加比賽增加自己的實戰經驗，如大專盃、YAMAHA
推廣賽等，透過比賽過程中，學習實戰技巧。他坦
承，平常因為時間及金錢的因素，沒有辦法時常到
賽車場去練車，正因如此，更把握每次去賽車場練
習的機會，雖然台灣目前沒有全職賽車手的市場，
「但是賽車是我的興趣，我也會持續玩下去。」

過關斬將的楊尊堯，決賽頒獎當天父母（左一、左二）特
地到場支持。他在萬寶投顧黃清照（右一）指導下，收穫良
多。

楊尊堯
你對於「股市」的理解還停留在電視上口沫橫飛的分析老
師上嗎？那你一定得認識他─新一代淡江股神，國企三楊尊
堯。參加壹電視舉辦「決戰股戰場之Next股神」競賽，拿下
第三名的佳績，擔任證券研究社社長的他，從小就愛看理財
節目、最崇拜影響亞洲金融風暴的「金融巨鱷」喬治•索羅
斯，對於證券市場的數字跳動充滿興趣，楊尊堯曾說：「菜
市場有人賣、有人買，那證券市場的數字怎麼賣？」小時候
的疑問讓他決定走進的證券研究的領域。
從全國大學700多支報名隊伍，歷經網路預選、電視決賽共
10個禮拜的激戰，漸漸在財金節目嶄露頭角，楊尊堯表示，
節目的模擬演算中汲取不少經驗。因社團的緣故，受到壹電
視邀請參賽，每次錄影前都忙著準備比賽資料，幾乎沒空緊
張。他笑說：「常常會趁著空閒時間想梗，幫忙製造節目效
果。」因錄影機會認識不少專業人士，開啟了證券研究社和
業界合作的洽談機會，更是人脈的培養和實力的見證。
「現在開始努力，就能提早退休享受人生！」當其他同學
在為升學衝刺時，楊尊堯已經開始為退休做打算，這也是他
研究股票的主因。大量吸收金融資訊並持續上課、進修，至
今已經有3年的投資經驗。他開玩笑的表示，股票投資不像
一般上班族，必須要看老闆的臉色，只要是有網路的地方，
都能作為工作場所。畢業後，希望能擔任證券研究員磨練自
己、累積實力，他也表示，股海瞬息萬變，曾因股票慘跌而
情緒低落，「罵完髒話後，還是繼續研究報表。重要的是要
怎麼賺的多、賠的少。」對他來說，股票是項利器，不是穩
賺不賠，但絕對是商機無限的專業長才。
證券投資一點也不簡單，楊尊堯每天至少要花1個小時研究
當日股市行情，他謙虛的說：「我不是個好學生，但我所學
的都是我需要的。」單靠對於證券的興趣不能視為有能力，
因此 他不斷的充實自己，「做任何事都要找對的方法」，路
是
人走出來的，秉持著「能跑先跑」的精神，
楊
尊堯已經起跑，這場螢光幕的挑戰只
是 個
序曲，未來希望能比別人更早抵達
目標。
（文／黃宛真、圖／楊尊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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