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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組寒假提醒 安全第一 攝詩入鏡甄選 報名 161 起 揪讀書 力拚期末 All Pass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本週為「期末考試週」，總務處安全組組長
曾瑞光呼籲，請同學留校自習時，如需暫離座，務必注意隨身的貴重物品，
勿求一時便利而留在座位上，避免遭竊，造成損失。
考試週結束後，寒假及春節將至，曾瑞光提醒，校外賃居住宿同學，務必
注意居家安全，確認門窗確實上鎖後再返鄉。寒假期間，同學也須多加注意
自身安全，包括參與大型活動時，留意身上財物，以防扒手竊取；遊玩時，
也請謹守交通規則，儘量別太晚歸，切勿出入不良場所，並避免接觸毒品。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結合攝影與文字之美的「攝詩入鏡─詩詞攝
影大賽」徵選將從 16 日起開跑囉！為顯揚文學的雅麗，驚聲古典詩社與攝
影社再度攜手舉辦。本次徵選主題為「悲」，參賽者需選取古典詩詞做為攝
影作品之題辭，影像與詩境配合主題交互相映。凡本校在學學生皆可參加，
每人限投稿 1 件，照片須為 1000 萬畫素以上之 JPG 檔，將由專業評審選出
前 3 名、佳作及人氣獎，第一名獎金為 1500 元，收件至 2 月 24 日止，喜歡
詩詞與攝影的同學千萬別錯過！投稿方式請詳「攝詩入鏡」粉絲專頁。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期末考前夕，同學們都抓緊時間唸書，不論
是在圖書館、24H 自習室、商館自習教室，甚至行人徒步區、美食廣場，座
位處處爆滿，一位難求，望眼所及都是同學用功模樣，專注看著課本、討論
習題、認真備考，以求獲得最好的成績，在期末考扳回一城。還有同學因為
放了書本、書包在座位後，遲遲沒回到位子上，而引發「佔位」之嫌的不愉
快。另有同學表示，收到期中二一預警函，很擔心期末成績，一定得趕緊準
備考試，拚得好成績。淡江時報預祝所有同學 All P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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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陣來讀冊

暖心影像 記錄愛很大

平時總埋首於手機、電腦或是書本的我們，
很容易忽略身邊充滿愛的畫面。諮輔組上月舉
辦的「愛很大」攝影比賽，便是希望甄選出讓
人感動的畫面，並依粉絲專頁按讚數，票選出
前 10 名。其中作品編號 10 是教科三林芸沛所
提供，她說，前年暑假因參加一個海外成長計
畫，到大陸當志工，介紹當地學童認識臺灣，
「要離開時，有個小朋友很不捨地緊抱著我，
當下讓我覺得一切付出都值得。」她格外珍惜
這張照片。（文／周怡霏、圖／諮輔組提供）

就學貸款看這裡
【記者劉必允淡水校園報導】就貸生請注
意，本學期不辦理在校對保，若要辦理就學貸
款須自行至臺灣銀行或利用線上辦理申貸，辦
理時間為 16 日至 2 月 24 日，並須將「臺灣銀
行就學貸款申請書」第 2 聯，於 2 月 8 日前掛
號郵寄生輔組（就學貸款辛小姐收），或於 3
月 3 日前繳至學務處聯合服務中心或生輔組。
未繳交「臺灣銀行就學貸款申請書」至該組註
冊者不得選課，請注意教務處加退選時程，且
3 月 6 日後不再收件，須自行補繳學費。詳情
請洽承辦人辛淑儀，校內分機 2217、2817。

社團繽紛樂

27服務隊寒假下鄉送暖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寒假將至，本
校今年將有大地環保工作團、種子課輔社、西
洋劍社等 27 支寒假服務隊出團，運用假期盡
己之力散播愛與溫暖。
各隊大多將赴全臺各地服務，其中金門校友
會、澎湖校友會將回到家鄉獻愛，另外，柬埔
寨服務學習團、毛克利貴州服務隊則遠赴海外
送暖，16 日將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授旗典禮。
第十二次出隊的親善大使團，今年將至基隆

森林小學：深美國小服務，教導小朋友基本的
美姿美儀、國際禮儀等等，屆時還會擺出西餐
桌，讓小朋友們實際演練西餐禮儀。隊長財金
三胡軒慈期待地說，森林小學的小朋友平時都
很活潑，期許營隊所設計的課程，可以讓學童
們專注且快樂地認識禮儀的重要性。
第六次返鄉服務的金門校友會欲至金門金鼎
國小，活動主要目的是教導小朋友認識環保的
影響與重要性，隊長航太二薛揚表示，活動中

院際盃爭霸商管外語奪男女排冠軍
【記者張少琪淡水校園報導】院際盃排
球賽，經過一個月的廝殺，結果出爐！上
月 30 日，由體育處主辦的「第一屆院際
盃排球賽」在紹謨體育館舉行總決賽，男
排由商管學院以 3:0 擊敗工學院，奪得冠
軍寶座；女排冠亞軍則由外語學院和商管
學院角逐，最後外語學院以 3:1 取得冠軍
殊榮。
商管學院男排隊長保險三陳重宇表示，
隊中不少校隊成員，且平常大家都會一起
打球，實力加上默契使他們在比賽中得心
應手。女排賽則呈現拉鋸戰，商管學院第
一局領先，但外語學院在第二局開始乘勝追
擊。儘管商管學院一度追至平分，但外語學院
憑著優越的穩定性，連勝 3 局，最終掄魁。
外語學院女排隊長英文四李亭慧認為，「排

（圖／溜冰社提供）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溜冰社為慶賀
2017 年的到來，聯合輔仁大學、明志科技大
學，跨校舉辦「元旦路溜」活動，近 50 人浩
浩蕩蕩從竹圍出發，溜到總統府參加升旗。
「元旦路溜」是溜冰社每年必辦的特色活動
與挑戰，有別於往年凌晨集合，今年他們在淡
水老街開心地看跨年煙火，再到竹圍捷運站和
其他兩校會合，一路溜到總統府。溜冰社沿途
都安排休息站，不僅顧及安全性，也讓這些直
排輪同好們交流技巧、聯絡感情，而沿途進行
的趣味表演，更增添幾分歡樂。
資管二魏嘉祥認為，「元旦路溜不僅挑戰體
力，也是大學生活的重要回憶。過程中彼此加

體育處副教授洪敦賓
校園話題 物

3D西洋棋社 製作自己的西洋棋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西洋棋只能用
買的嗎？其實也能自己製作喔！ 3D 西洋棋社
於上月 30 日晚間，邀請享印學堂有限公司創
辦人賴信吉，以「Tinkercad 基礎建模與實用
技巧」為題進行教學，讓同學透過容易上手的
雲端 3D 建模工具，去拖拉立體圖形，建造出
屬於自己的西洋棋。
賴信吉以電腦操作示範教學，如何拉出內建
的幾何圖形與放大、縮小，和接合等基本操
作，同時教導如何善用國外開源的 3D 建模作

（攝影／何瑋健）
球是 6 個人的運動，一個人強是沒有用的！雖
然我們有厲害的體保生，但我們更派出各系最
穩定、堅強、有攻擊性的舉球員及攻擊手，是
大家攜手協力才能獲得冠軍！」

品網站 Thingiverse 和國內的 Fast lab 上的資源，
最後鼓勵同學發揮創意設計 3D 作品，並多嘗
試去參加資策會所舉辦的競賽。
社長資工碩二段為康表示，有別於平常使用
的 Autodesk 123D 軟體，這次的教學是希望讓
社員接觸到不同的軟體，透過當晚的學習相信
大家都有豐富的收穫。資工四戴宇青表示，除
了認識到新的 3D 建模平台外，這次介紹的軟
體還能隨時存取，相當方便。

熱舞社 期末 battle 卡比盃賽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熱舞社於 5 日晚
間在體育館進行期末考前最後的狂歡「期末
battle 卡比盃」，逾 50 位同學參與活動。比賽
採全新賽制，不限舞風，5 人成組，每組每人
表演後再由評審評判，以分數高者晉級決賽。
決賽則採用車輪戰，最終留在場上的同學為勝
者，脫穎而出的是資管四林緯等 5 位同學。
社長英文三洪婷融表示，期末考前同學普遍
有很大壓力，希望本次比賽讓大家能再次好好
沉浸在音樂與舞蹈中。參與活動的統計二姚信
宇表示，全新賽制讓每位參賽者都能展示自
己，覺得很有成就。

熱血領軍30年 一世淡橄人

【記者張少琪專訪】「剛辦完淡橄 50 週年
慶，50 年不容易啊！希望在我退休前，把橄
欖球校隊校友會整軍好，讓它能茁壯成長！」
每句話盡是他對球隊的愛與關懷，這是橄欖球
校隊領隊、體育處副教授洪敦賓，從教練到領
隊，今年是他帶領球隊的第三十一年。
洪敦賓說，從到淡江任教的第一年，便擔任
橄欖球校隊教練，「我從國中開始接觸橄欖
球，因而成為體育保送生，之後更成為國家代
表隊選手。」成為教練後，「我發現我不只須
面對自己的成績，更要緊的是學生的表現。」
談到近 30 年擔任教練的時光，他分享著其
中種種甘苦，「曾有位小兒麻痺的學生，最
後成為上場比賽、風姿煥發的橄欖球校隊一
員。」洪敦賓回憶，「那時，我花很多時間陪
他練習，讓他的球技能追上其他隊員。儘管無
法快跑，但他同樣能夠防守、傳接球，成為對
球隊有貢獻的球員。」這位令洪敦賓印象深刻
的校友李明洪，至今每個月多會回來母校打
球，精神令人感佩。

洪敦賓從國中開始接觸橄欖球，到淡江任
教的第一年，便擔任橄欖球校隊教練。（攝
影／何瑋健）
從 2015 年開始，洪敦賓卸下校隊教練身分，
擔任領隊，「球場是年輕人的天下，我年紀大
了，沒辦法跟著學生一起進行練習，會影響教
學的效果，但我仍提供經驗在旁指導。」
成為領隊的他依然心繫球隊，「獎項是其
次，學生的安全才是第一！」對洪敦賓而言，

註冊繳費 FEB

10

前

【記者胡昀芸淡水校園報導】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繳費單將於 1 月中旬寄發，日間部與
進學班之寒轉生繳費單會與教務處入學通知單
一併寄出，境外生繳費單則由境輔組轉發。如
未收到繳費單的同學，財務處提醒，可上網自
行列印（網址：https://school.ctbcbank.com），
或洽財務處詢問，校內分機 2067。
繳費期限至 2 月 10 日止，繳費方式可以信用
卡、ATM 轉帳、四大超商繳款或持單至中信
銀、郵局櫃檯辦理。逾期繳費者，請持單至本
校出納組繳納現金。另外，2 月 9 日上午 9 時
起 開 放 網 路 註 冊 查 詢（ 網 址：http://www.ais.
tku.edu.tw/stureg）。
若欠繳上學期學雜費者，請持補繳單（無
補繳單者，請先至財務處 G401 室補單），再
至 出 納 組（ 淡 水 校 園 B304 室、 臺 北 校 園 105
室、蘭陽校園 CL312 室）繳費，才可完成下學
期的註冊作業。註冊相關注意事項請至教務處
網 頁「 最 新 訊 息 」 查 詢（ 網 址：http://www.
acad.tku.edu.tw/）。退選後補繳及退費事宜、
其他學雜費收費標準、學生休、退學退費標準
請至財務處網頁「學雜費業務」查詢（網址：
http://www.finance.tku.edu.tw/），或與財務處
洽詢，校內分機 2067。

淡江大學 106 學年度延攬師資公告
專任教師
單位別

溜冰社元旦路溜 50人總統府升旗
油打氣，輪鞋劃出的軌跡
是我們的熱血印記。我永
遠記得大家看見總統府時
的那陣歡呼！」社長電機
三謝承璋表示，「活動目
的包括驗收社員的直排輪
技巧，並增進感情，更可
認識友校同好。」公關大
傳二謝昀蓉說，「我們很認真地籌辦與場勘，
希望能帶給參與者難忘的回憶，途中的歡樂與
抵達時的成就感，絕對讓參加者畢生難忘！」

還將安排小朋友們實地去在地社區服務，讓小
朋友捲起袖子動手做，「希望我們規劃的營隊
課程寓教於樂，可以讓他們開心地學習環保的
重要。」
第二次出隊的資圖系學會今年將到宜蘭蘇澳
永樂國小服務，這所座落於山谷間人煙稀少的
小學，資源並不豐富，服務隊此行希冀能推廣
閱讀習慣給小學童，並在課程裡融入圖書 10
大分類的大地遊戲。
隊長資圖三楊岱妮期望，「永樂國小屬於偏
鄉地區，只有一間教室那麼大的圖書館，希望
我們的到來能灑下閱讀的種子，讓學童們漸漸
養成閱讀習慣。」
已出團 10 次的柬埔寨服務學習團，本次將
前往首都金邊，以教導中文及電腦文書應用為
主，服務對象從幼兒至成年人皆有，團長運管
四賴永彬表示，「我們有滿懷的誠意，扣掉交
通時間後，雖然只有短短的 5 天，但希望我們
可以在這段時間內，開啟他們對學習中文和電
腦的熱情。」

（攝影／何瑋健）

每位隊員都是他的孩子，學生受傷會令他非常
難過。
「近年，橄欖球校隊的成績不如預期理想，
為了提升隊員的身心素質，讓球隊持續得到學
校的支持，我真的想破頭。」洪敦賓積極與其
他大專院校、高中聯絡，為球隊安排友誼賽。
他指出，「多累積一點比賽經驗，才能增強實
力，使校隊在公開比賽中能獲得佳績。」另外，
他更以激將法來刺激隊員們的上進心，「我甚
至會對學生說，那你乾脆不要打好了！」
儘管有嚴厲的一面，但洪敦賓與隊員們的感
情依舊緊緊相扣，絲毫不受影響。每次練完球
的餐聚、冬至吃湯圓、中秋烤肉，必定都會請
他一起參與。他常對校隊隊員說，「場內我是
教練，場外我是兄弟。」
洪敦賓認為，「橄欖球不是個人運動，需要
15 個人攜手同心才能進行。」隊員要了解彼
此的性格，而不只是打球的習慣，才能建立隊
中的默契。談到未來，他說，「現在參與橄欖
球校隊的人數變多，在競爭下，學生就會力求
進步，相信未來能在比賽中取得好成績。」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名額

學歷及條件

學術專長

人機互動、傳播與互動科技、虛擬實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境、多媒體互動應用、互動系統整合、
資訊傳播學系
1
2. 具有新媒體互動設計實務經驗者尤佳
大數據分析及視覺化程式設計等相關學
術專長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數學或資訊博士學位 具數學或資訊相關領域專長，以計算數
數學系
1
2.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學專長為優先
具備建築設計實務專長，另有數位設
1.具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可擔任建築設計及其他相關建
計、建築史論、永續設計或構築實作等
建築學系
1 築專業課程教學研究者
專長經驗者為優（作品曾獲獎或參加重
2.能以英語授課
要展覽尤佳）
1.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土木工程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結構工程相關領域、能勝任鋼筋混凝
土木工程學系
1 2.具結構工程相關背景
土、鋼結構等結構設計相關課程者
3.能勝任獨立學術研究工作及英語教學
機械與機電工
1.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機械、機電及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1
機械設計相關領域
程學系
2.須能全英語授課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化學工程相關領域博士 化工相關專長，包含（但不侷限於）程
化學工程與材
1 2.具研究潛力與教學熱忱
序設計、程序控制、薄膜分離技術、粉
料工程學系
3.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粒體技術、固液分離等
智慧型控制、機器人設計、資機電系統
1.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電機、電子、資訊工程
整合、系統晶片設計、無線通訊系統、
電機工程學系
1 或通訊工程等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智慧型陣列訊號處理、適應性濾波器理
2.能以英語授課
論、無線多媒體通信技術
航空太空工程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1
具航太相關控制及結構固力專長
學系
2.具備全英語授課教學能力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保險學系
1 2.具風險管理、財產保險、保險行銷等相關專業
風險管理、財產保險、保險行銷
3.可全英語教學，或有全英語授課經驗者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校院之公共行政、公共政策、
公共行政、公共政策、行政管理、財務
公共行政學系
1 行政管理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行政
2.能以英語授課
1.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管理相關博士學位
2.具大數據分析實務經驗者優先考量
資料探勘、物聯網相關應用、大數據分
管理科學學系
1
3.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析
4.需協助系所行政工作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英文學系
1 2.具備全英語授課能力
英語教學或文學
3.具備國際視野之班級經營技巧
1.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語言或文學博士學位
德國語言學、德國文學、德語教學、德
德國語文學系
1 2.有學術論文著作者
語文化
3.副教授以上優先考量
日本文學、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日
日本語文學系
1 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證書
本文化
1.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歐洲研究所
1 2.具教學經驗
經濟學、企業管理、俄羅斯經濟貿易
3.具英、俄語教學能力
1.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中國大陸研究
2 2.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及區域關係研究
所
3.具學術發表績效及從事相關研究與實務經驗者優先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1 2. 具全英文授課能力
國際關係相關領域
外交與國際關
3. 有國外大專院校相關科系英語授課經驗者，優先考量
係學系全英語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學士班
國際法、國際政治經濟學暨國際組織等
1 2.具全英文授課能力
相關領域
3.有國外大專院校相關科系英語授課經驗者，優先考量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學校院之教育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教育政策與領
2.具學術發表績效及從事相關研究與實務經驗者優先
教育政策、教育領導與行政、教育統計
1
導研究所
3.具有教育部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證書者優先
學、教育研究法等
4.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課程與教學研
1.具國內、外大學教育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研究方法、課程設計與發展、課程與教
1
究所
2.能以全英語授課者優先考慮
學評鑑、文教產業與經營、全球教育
薪津說明：待遇比照公立學校標準，得依本校「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辦法」申請研究獎勵，副教授（含）以上博士學位者每月
另支 7,000 元加給。

客座教授
單位別

名額

建築學系

1

學歷及條件

學術專長

備註

國外學者，在建築專業上有特殊之成 具備建築設計實務專長，另有數位設計、
聘期為106年9月至
就，可用英語擔任建築設計及其他相 永續設計或構築實作等專長經驗者為優
107年6月
關建築專業課程教學研究者
（作品曾獲獎或參加重要展覽尤佳）

招募說明：
一、擬聘職稱均為專任助理教授 ( 含 ) 以上，具教師資格證書或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慮，新聘之專任助理教授到校二年
內減授基本授課時數二小時。
二、應徵教師請於 106 年 1 月 16 日至 106 年 2 月 17 日於「淡江大學教職員招募系統」登錄應徵資料（網址 http://info.
ais.tku.edu.tw/staffsjob）。
( 一 ) 登錄教師基本資料、主要論著及研究資料。（未具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及副教授 ( 含 ) 以上未具教師資格證書者，
須有 5 年內已出版之論著 4 篇以上）。
( 二 ) 學校規定應上傳之相關學經歷證件電子檔：
1、最高學歷證書（或臨時學位證明函）、成績單（持國外學位之學校不發成績單者免附）。( 持國外學位而無同等
級之教育部資格證書者，請將正式學位證書（或臨時學位證明函 ) 及成績單送至外交部駐外館處先行驗證，並至移民署辦理
入出境查證事宜）。
2、推薦函 2 份，如為不公開推薦函，則請彌封逕寄應徵單位。信封請務必註明應徵系所及姓名（郵戳為憑，恕不退
件）。
3、最高教師資格證書（無則免附）。
( 三 ) 各發聘單位另增加上傳資料（詳各發聘單位公告）。
( 四 ) 應徵教師可自行增加上傳佐證資料。
三、本校網址為 http://www.tku.edu.tw，人力資源處網址為 http://www.hr.tku.edu.tw/main.php。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