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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安全宣導：匿名不能免責 淡江藝術季工作團隊招募中 無畏風寒 期末考本週登場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日前，本校同學在網路發表不當及侮辱性言
論，涉及人身攻擊和侵權行為，已進入司法程序。安全組組長曾瑞光提醒：「同
學發言應謹慎，勿因網路匿名而隨意攻擊、辱罵他人，此舉涉嫌觸犯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罪和 310 條誹謗罪，需承擔相關法律責任。」無獨有偶，學務
處說明，近期發生同學在批踢踢以「選一個捷運站炸掉」為題，參與討論表示：
「要炸掉哪一站，個人覺得是○○捷運站」等發文，涉嫌違反刑法 151 條恐
嚇公眾罪，警方依法偵辦中。呼籲學生在網路發言應謹慎為之，以免觸法。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藝術讓你的校園生活更精采！本校學生會將
於今年 5、6 月舉辦「2018 淡江藝術季」，預計有靜、動態展覽、人際互動
與工作坊等活動，邀請學生發覺藝術，嘗試將人們的生活樣態、對於社會不
同的想像，向外傳遞和關注，期望透過學生的創作與參與，放眼社會。活動
總召、英文四林侃歷表示，「歡迎大家密切關注學生會的動態，參加 5 月的
藝術季。」2018 淡江藝術季工作團隊現正招工，詳細資訊請洽學生會辦公室
（SG203），或「淡江大學學生會」FB 粉絲專頁。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在天氣日趨寒冷之際，期末考於本週登場！
上週，無論是覺生紀念圖書館的自習室、商管大樓自習教室及美食廣場等，
同學們無一不抓緊時間唸書，讓室內溫書座位幾乎是一位難求，同學們專注
研究課本內容、討論習題，期待在認真備考下，能獲得最好的成績。不過，
也有同學放了書本、書包在座位後，卻遲遲沒回到位子上，引發「占位」爭議。
另有同學表示，期中考成績不佳，很擔心影響學期成績，得趕緊準備期末考
試，希望稍微挽回頹勢。淡江時報預祝所有同學 All High Pa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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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隊返服下鄉送愛
烏克麗麗接力萌芽展成果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為了在寒冬中將溫暖與歡樂傳達至國
內外各地，本校將有種子課輔社、花蓮台東地區校友會、大地環保工
作團、資訊與圖書館學系學會等 28 個社團，共 686 人、29 個服務隊
於寒假期間前往各地服務，受服務之人數將達 2,042 人。23 日下午 2
時亦將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授旗典禮。
澎湖校友會將於 30 日至 2 月 1 日返鄉散播愛心與知識，第四屆澎
友會返服隊長、中文二陳永勳表示，「返鄉服務是源自於對家鄉回饋
的初衷，我們在高中畢業後離開家鄉到本島求學，接收新知和學習，
因此希望能運用自己在大學修習的專業知能，回饋給學弟妹們，盼彌
補家鄉教育資源不足的影響。」陳永勳說：「我們設計有俚語、英語、
音樂、自然、勞作等課程，以及大地遊戲、小運動會等戶外活動，藉
由服務員的陪伴帶給小朋友正向影響力與多元知識，並引導他們適應
團體生活、培養團隊合作的正確觀念，期待讓他們了解夥伴間互助精
神的重要性。」
「泰國服務學習團」將於 27 日至 2 月 10 日遠赴泰國南賽社區、挽

▲烏克麗麗社於 4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同舟廣場舉辦期末成果發表
會「萌芽」。（攝影／陳柏儒）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烏克麗麗社於 4 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的同舟廣場舉辦期末成果發表會「萌芽」，烏克麗麗社社長、資工三吳
文皓說：「萌芽象徵著新開始、新希望，因而以此作為成發主題，期待
在新的一年裡，社員們皆能順利『萌芽』。」
除了烏克麗麗之外，還有吉他、木箱鼓、鋼
琴、卡祖笛、沙蛋及拇指琴等樂器伴奏，總共
帶來 17 首不同風格的歌曲，包含火紅的網劇
【記者陳昶育淡水校
「致我們單純的小美好」的推廣曲「我多喜歡
園報導】詞曲創作社
你，你會知道」、歌手周杰倫的「稻香」等經
於 4 日晚間 7 時在宮燈
典歌曲，與觀眾同樂，吸引逾百人駐足聆聽。
教室覺軒花園舉辦期末
吳文皓補充：「很感謝所有參與的社員和觀
成 果 發 表「Open your
眾們，所有人的熱情參與，讓我們表演氣氛非
eyes」，由社員組成「器
常好，也很感謝幹部與學長姐的幫忙，有他們
材 組 」、「 大 白 熊 有
辛苦的付出，才能有如此順利的成果發表。」
錢」、「無名」、「地
觀眾、中文二馬宜軒開心地說：「我覺得所有
獄魯蛇」等 9 個樂團輪
演出者都很厲害，尤其是『Girls』，配置的樂
番 登 場， 吸 引 逾 70 位
器很多，而且非常的整齊。」
同學在充滿眼鏡主題特
色的布置中，打開視覺
▲詞曲創作社於 4 日晚間 7 時在宮燈教室覺軒花園舉辦期末成發
與 聽 覺、 享 受 音 樂 盛
「Open your eyes」，今年特別融合眼鏡主題，由社員們組成 9 個樂團
宴。詞創社社長、土木
接力演出，帶來視聽盛宴。（攝影／劉芷君）
四楊勝富說明：「今年
成果發表沒有特定曲風的限制，社員們也十分
揭開序幕；大白熊有錢以歌手張震嶽的「自由」
努力的爭取表現機會。這次以『眼鏡』為主題， 將現場氣氛推入最高點；尾聲則是地獄魯蛇的
希望藉由新穎的想法來凝聚社員的向心力。」
「The Great Winds Of Silence」為活動畫上完
活動首先由器材組登場，帶來小男孩樂團的
美句點。前來聽歌的電機三葉庠亨說：「表演
「我要的愛不是這樣」，以獨特的藍調為成發
十分精彩、有創意，非常喜歡每個團隊表演。」

戴眼鏡秀創意 詞創社完美收官

音樂文化社成發

音為遇見你

▲

音樂文化社於 5 日在宮燈教室覺軒花園舉行
期末成果發表會「音為遇見你」，吸引逾 90
人到場聆聽。上半場由「漂向北方」一曲揭開
序幕，朗朗上口的歌詞迅速炒熱現場氣氛，緊
接著帶來一連串曲目，包括「製造浪漫」、日
文版「Christmas Song」等，另有中文四陳廷
禎與校友林峻葳的編曲「暗戀」。下半場則以
流行音樂為主，臺下觀眾直呼聽得相當過癮。

產經四詹蕙瑀
校園話題 物

音樂文化社社長、保險二黃弘毅表示：「透
過成發讓社員們展現一學期的學習成果，這次
大家表現的相當努力，感謝幹部及工作人員的
協助，才能讓活動順利落幕。」觀眾、資管四
王思迦說：「現場氣氛很熱鬧，考前來聽很舒
壓、很享受，表演者也都很賣力演出。很開心
在這個小週末來參與此次的期末成發。」（文
／鄭詠之、圖／外文與國際一陳文娟提供）

戽斗星人在YouTube 最多人看逾34萬

【記者李羿璇專訪】「Hello ～大家好，
我是戽斗星人。」總在自拍影片帶來滿滿自
然活力、甜美笑容的開場，她是產經四詹蕙
瑀，在大三那年出國赴山東大學中興校區留
學，個性開朗活潑，加上熱愛與人交流，於
去年 3 月在 YouTube 成立「戽斗星人－老
詹」頻道，藉著自拍短片分享在中國大陸留
學之見聞，包括兩岸校園差異、留學交換生
須知，以及在對岸生活發現的新鮮事。
自創頻道現有 27 部短片，真摯的體驗感
受與一貫歡樂的風格，吸引了 19,179 人訂
閱，至今追蹤人數仍不斷增加。其中，「跟
台灣不一樣的大陸大學食堂」影片創下個人
影史最高點閱率、逾 34 萬人觀看，是一位
小有名氣的 YouTuber。
「我想出去看看世界！」詹蕙瑀在高中時
期就立定志向，大學一定要出國留學。「第
一次到南京旅遊時，驚覺兩岸生活有很多不
同之處，例如火車臥鋪、易付寶及打熱水等，
為了實地體驗當地的生活，因此決定前往大
陸留學。」但連上網路查詢大陸求學資訊時，
卻意外發現鮮少有人分享，「當時一無所知
真的很苦惱！才決定打開感官雷達，盡可能
地觀察、探索學習經驗，除了分享給留學生、
陸生，也為這樣特別的生活留下一個紀念。」

詹蕙瑀說，自己會看其他 YouTuber 的影片
練習拍攝手法和剪輯技巧，而剪輯軟體則是自
學來的。「通常是用較簡單的剪輯軟體，不會
有太複雜的技術，現在也嘗試使用較專業的軟
體，例如 Sony Vegas 編輯軟體，希望讓影片看
起來更加流暢。」但她坦言，經營 YouTube
頻道的難度其實是與粉絲互動，這也讓她的個
性變得比較圓融，更常會自我檢討與改進。
「粉絲是我前進的動力！」詹蕙瑀大笑，說
自己做 YouTuber 最大的收穫就是擁有窩心的
忠實粉絲群。「每天都要想影片內容、剪輯、
上字幕，偶爾會感到疲倦，但每回收到粉絲貼
心的留話，或是自己想傳達的理念與別人產生
共鳴，就會覺得一切辛苦值得了。」
隨著拍攝影片的主題和內容不斷增加，難免
有時會接觸到政治衝突，或是遇到意見立場相
左的情況，使得粉絲們在留言區爭吵，總是微
笑面對一切的她也苦笑，「我也曾在微博和粉
絲吵架呢！後來有粉絲安慰我說，網路就是有
很多『鍵盤俠』，不必太在意激進言論。我自
己反思後也覺得吵贏了又怎樣，所以後來有關
於政治言論的吵架，我會選擇看過就算了。」
但以後還是期許自己可以朝向冷靜、客觀不偏
頗的角度分享見聞。
詹蕙瑀返臺近半年了，未來經營頻道想帶大
家更加認識臺灣，以臺灣人的角度介紹在地，

南村小學，展開華語教學與文化交流，期望讓
當地人認識淡江、臺灣及博大精深、豐富多彩
的中華文化。「愛在撒瓦地」泰國服務學習團
代表人、電機四邱鈺智說明，南賽和挽南村人
民是從大陸遷徙過去的苗族，由於歷經數代繁
衍，對於中華語言和文化多有遺失，僅剩下祖
先流傳的姓氏。但他們對學習中文其實是非常
有熱情的，可惜當地資源較少。「我們在南賽
比較偏向服務長者的部分，希望能達成當地長
者學習中文的願望；在挽南村主要服務的對象
是國、高中生，期望以不同於他們平常上課的
方式，讓學習中文能夠更生動有趣。」邱鈺智
補充：「課程會著重在漢語拼音課、歌曲教學、
文化手作體驗，例如製作香包、書寫春聯及窗
花，以及使用廢紙做出新的紙和印刷術。」

（攝影／吳冠樑）

攝影社 2/26展光癮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攝影社將於 2
月 26 日至 3 月 2 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成果
展「光癮」，本次展覽自去年 12 月開始籌備
至今，投入約 50 位工作人員，以徵稿方式集
結社員的攝影作品，蒐集以「光影」之多元面
貌為主題的作品，將在展場設置小型攝影棚，
設計打卡就免費替畢業生拍畢業照的活動，除
了提供社員實作機會，也展現社員專業技術，
期待吸引更多的觀展人潮。
攝影社社長、企管二莊士弘表示：「希望為
前來觀賞成果展的師生發掘樂趣，同時也貢獻
我們的長才，為即將離校的畢業生們留下美好
回憶。」
成果展總召、法文二吳婕淩說：「攝影人追
逐、嚮往的是不可或缺的『光』，透過相機、
按下快門的瞬間，像是捕捉光影映照出的畫
面，期待大家走進我們營造的氛圍，一起探索
『光癮』的世界。」

淡江大學 107 學年度延攬師資公告
專任教師
單位別

名額

大眾傳播學系

1

數學系

1

化學系

1

水資源及環境
工程學系

1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1

資訊工程學系

1

國際企業學系

1

風險管理與保
險學系

1

會計學系

1

公共行政學系

1

英文學系

1

法國語文學系

1

日本語文學系

1

拉丁美洲研究
所

1

日本政經研究
所

1

外交與國際關
係學系全英語
學士班

1

教育科技學系

1

教育政策與領
導研究所

1

教育心理與諮
商研究所

1

未來學研究所

1

全球政治經濟
學系

1

學歷及條件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有廣告與公關、文化品牌以及跨媒體行銷相關領域之專
長與研究經驗者
3. 以具有教授、副教授資格者為優先考量
4. 能以英語授課，或具有實務經驗者優先考量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數學或數學相關領域博
士學位
2.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一年以上博士後研究相關經驗
3. 具英文教學能力優先考量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2. 具研究潛力與教學熱忱
3.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機械、電機及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具研究潛力與教學熱忱
3.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1. 畢業於資訊、電子或電機相關科系之博士
2. 能以英語授課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備全英語授課能力者
3. 具有外國學習與實務經驗尤佳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風險管理、財產保險、行銷管理等相關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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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之博士學位
2. 能進行全英語教學者
3. 具審計實務經驗者尤佳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校院之公共行政、公共政策
、行政管理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能以英語授課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以上
2. 口譯實務經驗3年以上
3. 英美文學、生態文學或科幻小說專長
具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含)以
上教師證書
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證書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相關專業博士學位
2. 拉美籍人士或本國籍皆可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日語或英語授課能力。
3. 已取得有效之學歷證書，且具國外學經歷者為優先。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全英文授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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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相關領域博
士學位
2. 助理教授(含)以上
3. 具學術發表績效及從事相關研究與實務經驗者優先
4.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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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具學術發表績效及從事相關研究與實務經驗者優先
3. 具有教育部助理教授以上教師證書者優先
4.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主修諮商心理、臨床心
理或精神醫學之博士學位
2. 領有國內外諮商或臨床心理師專業證照，或精神專科醫
師證書
3. 能以全英語授課
1. 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之未來研究相關領域博
士學位
2. 具備英語授課能力
3. 外國籍人士且能以中文日常溝通無礙者，優先考慮。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須具備英語教學能力（有英語授課經驗者，優先考慮；
若有英語教學經驗者，請檢附教學評量結果）
3. 須能配合本系支援通識教育中心開設相關課程

學術專長
廣告與公關、文化品牌以及跨媒體行銷

數學或應用數學相關領域專長
物理化學或儀器分析優先，材料化學或
其他化學相關領域
水利工程、實驗流體力學、計算流體力
學、生態水利學、水資源系統分析、決
策系統分析、風險與可靠度分析、水文
分析等相關專長
學術專長為機電整合，可教授自動控
制、微處理機等相關課程
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
國際企業管理、國際財務管理
風險管理、財產保險、行銷管理
審計學、高等會計學、財報分析
公共行政、公共政策、行政管理
口譯、英美文學、生態文學或
科幻小說
法國多元文化研究、中法翻譯口譯或法
語教學
日本文學、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日
本文化
拉丁美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歷
史
國際金融、產業經濟
國際關係相關領域

具教育科技相關領域專長，並有多媒體
教材開發專長者為優先考量。

教育政策、教育領導與行政、比較教育
與全球議題、教育研究法等
心理治療與諮商(兒童與青少年)、諮商
心理研究、諮商心理實務與實習督導、
企業諮商、生涯諮商

趨勢議題、全球變遷與永續發展研究

國際法、國際關係、國際組織、國際政
治經濟學、兩岸關係等

薪津說明：待遇比照公立學校標準，得依本校相關獎勵辦法申請獎勵，副教授 ( 含 ) 以上博士學位者每月另
支 7,000 元加給。

（攝影／周舒安）
希望把臺灣最獨特的風俗民情呈現給觀眾
看。老笑說 YouTuber 是興趣、是副業的詹
蕙瑀，說自己比較嚮往從事記帳士，或是接
觸會展產業。
但也建議想成為 YouTuber 的學弟妹們，
「先做再說！」因為要很多人認識你，這是
一段漫長的過程，初期訂閱少是正常的，必
須得不斷地累積作品，才會慢慢讓市場知道
你的存在。「很多人會著急影片沒人看，但
我覺得就是慢慢來吧！一步一腳印的經營，
經過時間的累積，相信就會有你的忠實觀眾
和粉絲了。」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 w/

說明：
一、自 107 學年度起，新聘專任講師及助理教授均以約聘方式聘任，聘任第二年通過教師評鑑及三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者，得改聘為編制內專任教師，改聘後敍薪及升等均採計約聘期間年資。具教師資格證書
或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慮。
二、應徵教師請於 107 年 1 月 15 日至 107 年 2 月 14 日於「淡江大學教職員招募系統」登錄並上傳相關資
料 ( 網址 http://info.ais.tku.edu.tw/staffsjob)：
( 一 ) 教師基本資料、主要論著及研究資料。
( 二 ) 學經歷相關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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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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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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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最高教師資格證書 ( 無則免附 )。
( 三 ) 各發聘單位另增之上傳資料 ( 詳各發聘單位公告 )。
( 四 ) 自行增加之佐證資料。
三、本校網址 http://www.tku.edu.tw，人力資源處網址 http://www.hr.tku.edu.tw/main.php。

編輯／張瑟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