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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1 月 7 日

期末考拚 ALLPASS 軍訓室呼籲 校外租屋安全 賀豬年光影塗鴉迎2019

（文／本報訊、攝影／丁孟暄）

剛迎接新的一年，期末考也將於本
週到來！同學們都聚集在圖書館和24
小時自習室裡，抓緊時間唸書、複
習，幾乎是讓室內溫書座位一位難
求。會計四楊喻閔說：「希望同學在
用功的同時，也要注意身體健康，祝
所有同學All High Pass！」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在外租屋的同學請多注意！本校軍訓室呼籲同學
要注意租屋安寧，不要叨擾居民的生活品質。另外，應多留意租屋處是否設置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以及其設置地點是否適宜，軍訓室秘書林石麟提醒：「最近
天氣開始驟降，同學在使用熱水器或電暖器時，要多留心，以免發生意外。」
當發生火災，該如何防範一氧化碳中毒，應避免將熱水器裝在浴室、廚房、加
裝窗戶的陽台及屋內樓梯間，應裝置在通風戶外或加裝強制排氣設備，防止瓦
斯燃燒不全，產生一氧化碳。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新的一年到來，大家一起迎接 2019！淡江時報
記者中文四簡妙如、會計四楊喻閔、大傳四胡昀芸及大傳四趙世勳於107年12
月19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前的行人徒步區，以光影塗鴉（Pika Pika）方式寫
下「2019 HAPPY NEW YEAR」來祝賀大家新年快樂。
簡妙如表示，「我覺得以這樣的方式迎接新的一年很有趣，很開心能在年末
之際，與夥伴一起留下美好的記憶。我也畫了小豬應景豬年的到來，在這歲末
迎新的時刻，祝福大家也平安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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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107學年度新生
健檢報告出爐，本次受檢總人數為4522人。據
保健組報告數據顯示，今年新生健檢異常項目
及比率以血壓48.51%、BMI 37.10%、血液檢查
21.94%為三高。「異常項目」是指，檢驗結果
不在正常參考值範圍之內，只是作為一種指標
參考，提醒需要注意某部分身體狀況，不絕對
代表存在病態。
在血壓項目，勞工健康服務護理人員李青怡
解釋，血壓在不超過收縮壓140mmHg、舒張
壓90mmHg便屬正常範圍，而飲食、生活習慣
及情緒波動與血壓息息相關，因此養成時常量
血壓並紀錄下時間、數值的習慣，可用以追蹤
掌握自身健康情況。另外，在血液常規異常率
項目中，總膽固醇異常率達12.49%。李青怡表
示，要維持正常的膽固醇，同學應減少進食含
高飽和脂肪的食材（蛋黃、動物內臟、雞鴨、
炸物等）針對BMI值，有6成3同學體重維持在
正常範圍，數字與106年相約。落於過重範圍
（24-27）與肥胖範圍（≥27）的比率為11.88%
及9.84%，「肥胖範圍」人數較去年的11.96%
減少2.12%。出現明顯變動的為落於過輕範圍
（<18）的比例，達14.92%，較去年及前年的
13.51%和13.65%增加1.41%、1.27%。
過往大眾較擔心BMI值過高問題，但沒留意
到因社會盛行「纖瘦為美」的概念，體重過輕
的比例也出現增長趨勢。未來，保健組將會陸
續舉辦更多身體檢測、知識工作坊及主題週活
動，屆時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北區

新生健檢血壓異常

網球奪冠男女籃闖 決賽
公行三崔佳珉（左）、航太碩二廖謙文
（右）參加「2018宏遠盃全國大專乙組網球錦
標賽」奪下女雙組冠軍。（圖／體育處提供）
崔佳珉廖謙文 網球錦標賽女雙冠軍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恭賀！公行
三崔佳珉、航太碩二廖謙文於107年12月24至
26日參加新北市體育總會網球委員會舉辦的

本校男籃校隊參加大專籃球聯賽一般組預
賽，以4連勝的佳績獲分祖第1，晉級北區決
賽。（圖／體育處提供）

資傳系4生衣舊設計獲季軍

校

【記者楊惠晴淡水校園報導】資傳三高祥
晉、陳奎楨、蔡其哲、潘純聖於107年12月16
日參加台灣服務科學學會舉辦的北區2018「智
慧X在地」服務創新與服務設計競賽，以專題
「Reliving 衣舊設計」獲得季軍！
「Reliving 衣舊設計」專題發想起因有二，
一為近年來快時尚風潮興起，造成新衣購買與
衣物丟棄的狀況越來越多，造成丟棄的原因
已非破損，而是因為跟不上潮流；二為觀察
到目前臺灣有近30所設計學院，設計系的同學
每年使用大量衣物製作作品。他們將兩項因素
連結，提供大眾回收的二手衣物，給設計系學
生做使用。不僅能讓學生加強練習，發揮創意
外，還能讓大眾減少購買新衣，轉變成追求時
尚二手衣，降低購買新衣的頻率。
在獲得這項獎前，團隊已參加過了兩次競
賽，蔡其哲說：「前兩次比賽遇到很多有想
法、實力的對手，雖然沒有得名，但我們追求
的不是名次與獎金，而是思考如何讓社會變得
更好。這些比賽只是概念，而實踐對學生群來
說又是另一項考驗。若有人領先一步改變社
會，嘗試謀求全民福祉，我致信全民將都是贏
家。」高祥晉分享：「在不斷與指導老師溝通
並改良企劃書後，參加本次競賽，很榮幸一路
過關斬將，入選到北區決賽第三名，希望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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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決賽我們能夠獲得不錯的成績！」
潘純聖認為比賽失利反而讓他們更有前進的
動力，他說：「我們不想設限於失敗，唯有嚐
過失敗的人才懂成功不是簡單的事。很喜樂我
們當初勇敢的決定，接下來的比賽中，不論贏
或輸都是成長的養分。同時感謝我的信仰，讓
我能在比賽前能夠放鬆，得到倚靠。」陳奎楨
則喜悅地分享自己的成長：「我的口才不是很
流利，但透過賽中上臺簡報了兩次，不僅得到
成就感，其中的經驗與收穫也能運用在未來應
對進退上。期許學弟妹們在大學四年內可以多
參加各式各樣多元的比賽，增進自身的經驗與
能力。」1月23日他們將前往誠品生活松菸店
參加全國服務科學與服務創新團隊競賽，預祝
他們馬到成功！

資傳三高祥晉、陳奎楨、潘純聖與蔡其哲參
加北區2018「智慧X在地」服務創新與服務設
計競賽，以專題「Reliving 衣舊設計」獲得季
軍。（圖／高祥晉提供）

「2018宏遠盃全國大專乙組網球錦標賽」奪下
女雙組冠軍，同時崔佳珉另與臺大學生組隊獲
得混雙組冠軍佳績。
崔佳珉表示：「在張嘉雄老師和范姜逸敏老
師的鼓勵下報名了比賽，很開心能有好成績，
非常感謝隊友的協助，也藉這次機會為接下來
的全大運暖身。」廖謙文分享平時要忙課業心
態難免浮動：「透過參加比賽了解自己的狀
態、找到球感並累積經驗，期待能調整心情謹
慎面對一年一度的全大運。」
大專籃球聯賽 男女籃晉級北區決賽
【記者李欣倪淡水校園報導】大專籃球聯賽
一般組預賽於107年12月24日至28日，在紹謨
紀念體育館進行，來自全國大專院校的好手齊
聚一堂，總計有14所學校參與，本校男女籃校
隊亦代表出賽。經過五天的賽事，最終結果本
校男籃校隊獲4連勝，以分組第一晉級一般組
北區決賽；女籃校隊則是3勝1敗的戰績，以分
組第二晉級北區決賽。
男籃隊長、資傳碩二曹鴻誌表示，「由於此

溜冰社元旦路溜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溜冰社在
1月1日舉辦「元旦路溜」，與輔仁大學、大同
大學、明志科技大學近50人參與，本次活動從
紅樹林捷運站出發，一路滑行至總統府。
溜冰社隊長、產經二饒明和表示，「元旦路
溜是溜冰社每年的傳統活動，每每都會吸引大
量社員，或是退休幹部，甚至校外人士一同參
與。由幹部帶領，社員們穿著直排輪鞋至總統
府，並參與升旗，在愛國之餘同時可以增進彼
此感情與平滑技術。當天雖然下著毛毛細雨，
仍然無法澆熄大夥熱血的心。 」
社員、水環四謝詠翔說，「參加了溜冰社將
近一年，終於能在學生生涯的最後學期，參與
溜冰社的『元旦路溜』活動。從前聽著卸任幹
部說起路溜的故事，都非常憧憬，親身經歷以
後，覺得意義非凡，感謝在淡江的最後一學
期，能解鎖人生成就，謝謝溜冰社舉辦如此美
好的活動。」

本報3記者獲InDesign證照

【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時報社9位學
生記者於本學期成立「圖文美學編排讀書會」
學生社群，邀請本報編輯同仁講授圖文編輯概
論外，也指導InDesign和PhotoShop軟體的操
作，學期末輔導進行考證照，其中成員中文三
李羿璇、丁孟暄、經濟三楊惠晴已考取TQC+
InDesign CC證照。中文三丁孟暄表示，「我
本身有在上InDesign證照課，剛好報社開設圖
文美學編排讀書會，讓我對InDesign更加熟
練，很開心能考到證照。」

柔道社教練謝貴美男

不怒而威傳授柔道內涵

2018年中華民國柔道錦標賽中，淡江柔道社
勇奪五金四銅，而在場邊眼神殷切、專注觀察
賽況的總教練謝貴美男，其嚴師形象的背後，
總是適時給予選手們暖心的鼓勵與指導，高
齡82歲的他依然活力滿滿，盡心推廣柔道與教
學，樂此不疲。
「我從小就非常喜歡柔道，到現在若有人邀
我半夜看柔道比賽，我一樣準時起床！」謝貴
美男笑著分享對柔道的愛好，自幼時便深受傳
統柔道精神所吸引，勤練柔道的技法與精髓，
現已擁有紅白帶8段的高段位。對他來說，柔
道不只是興趣，更是此生致力推展的志業。於
1982年成立淡水柔道館後，當時本校尚於場地
受限的階段，因此與經常來館內練習的淡江柔
道隊早已立下師生之緣，並在1985年正式受聘
成為淡江柔道隊的教練至今，帶領本校柔道隊
征戰全國，締造許多佳績。
「七分教技術，三分育品格」是謝貴美男柔
道教學的核心理念，「我會要求學生課堂的前

後都要敬禮，因為學習遵從教練的指示與
禮貌是柔道的首要環節。」他嚴肅地表示，
讓學生養成守禮的習慣，除了保護他們在柔道
技能訓練上避免造成運動傷害，也希望他們在
強身之餘能夠成為正直的好青年。柔道社社
長、土木三張展輝表示，「加入柔道社後，除
了更懂得守時和進道場的禮儀外，也讓我明白
尊師重道的重要，很感謝教練的諄諄教誨」。
除了柔道外，謝貴美男亦是書法好手，每天
堅持早上5點起床練墨，不但舉辦過個人書道
展，也發行作品集。對謝貴美男而言，柔道和
書法都是表現出剛柔並濟的精神。他認為，柔
道看似進攻，其實是堅實己力穩住重心，再
用柔軟身段化解對手的攻擊，蘊含以柔克剛原
則；書法則是灌注全身的力量於毛筆中，展現
運筆之行雲流水美感，「無論柔道和書法，都
是專注和精準是時刻不能馬虎的功夫。」他悉
力將兩者結合，並開授運動書法班，期盼將剛
柔並濟精神與文化底蘊，推廣給更多不同年

次預賽在淡江比，大家都比以往更興奮，同時
有龐大加油團以及主客場的心境不同，才有如
此好的成績，然而最後一場有著全勝壓力加上
對手來勢洶洶，大家也相對緊張，但最後依然
憑著教練的信任和團隊氣勢，成功捍衛主場，
也希望下學期的複賽大家都能保持團隊態度繼
續走下去。」
女籃助理教練、財金一謝宇玟分享，「雖然
我們成功晉級複賽，但仍有許多美中不足之
處，有很多的細節都需要去調整改進，並為下
一個階段做準備。」

淡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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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11(四)
12:00

遠距組
I601

演講人/講題
如何安心製作數位教材?

宿舍寒假注意事項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住宿輔導組公
告學生宿舍期末注意事項，淡江學園寒假期間
無閉館，住宿生可憑房卡刷卡進出宿舍，而寒
假期間不另收住宿費，唯水電、冷氣費依照表
計費，使用電費由同寢室住宿生共同分擔。晚
間十一時至翌日上午七時刷卡進出大門者，應
主動向服務臺保全人員出示房卡，未經核准住
宿人員禁止進入宿舍。若有訪客來訪，則應注
意同性訪客申請入館時間為上午十時至晚上十
時止；異性訪客可申請入館時間為上午十時至
下午五時止。未經核可，不得進入異性樓層或
留宿住宿生以外之訪客，違規者依學生獎懲辦
法相關規定議處。
住宿期間若有突發狀況（如：傷病就醫、
停水、跳電等)，可通報聯繫 1 樓服務台保全
人員，或下列電話，淡水校園 2621-5656 轉
「2256」教官值勤室或「2119」勤務管制站；
本校女籃校隊參加大專籃球聯賽一般組預
賽，最終結果為3勝1敗，以分祖第2名晉級北
淡江學園：2626-6911 轉「0221」教官值勤室
區決賽。（圖／體育處提供）
或 2622-2173。
淡江大學 108 學年度延攬師資公告
單位別

名額

歷史學系

1

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

1

資訊傳播學系

1

數學系

1

物理系

1

化學系

1

建築學系

1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1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1

資訊工程學系

1

國際企業學系

1

財務金融學系

1

風險管理與保
險學系

1

經濟學系

1

會計學系

1

統計學系

1

英文學系

1

法國語文學系

1

學歷及條件
學術專長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 歐美歷史博士
學位優先 )
世界史
2. 助理教授 ( 含 ) 以上，副教授優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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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資訊學領域，具相關研究或實
2.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務經驗者優先考量
行銷傳播相關領域，包括數位行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銷、社群媒體行銷、數位內容整合
2.具新媒體行銷傳播實務和教學經驗者尤佳
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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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或應用數學相關領域專長
2.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1.物理或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物理相關領域
2.具備獨立研究能力與優異之研究成果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儀器分析優先。有機化學、無機化
2.具一年以上博士後研究相關經驗
學或其他化學相關領域
3.能以英文方式教學者優先考量
1.具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可擔任建築設計及其他相關建築 具備建築設計實務專長，另有數位
專業課程教學研究者
設計與製造專長經驗者為優(作品曾
2.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獲獎或參加重要展覽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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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專長為設計或製造，或機電工
2.具研究潛力與教學熱忱
程相關領域，可教授機械畫、電腦
3.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繪圖、機械製造等相關課程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相關
研究領域包含程序設計、反應工
領域博士
程、能源科技、有機材料及分離技
2.具研究潛力與教學熱忱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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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嵌入式系統、影像處理、電腦視
2.能以英語授課
覺、擴增實境/虛擬實境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能以英語授課
財務管理、金融、國際企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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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英語授課
投資學、財務管理
3.財務金融相關科系，具研究潛力並有實務和教學經驗者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具財產保險、風險管理、行銷管理等相關專業
財產保險、風險管理、行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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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相關科系之博士學位
2.能以英語授課
以個體經濟或計量經濟為優先考慮
3.具研究潛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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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學、稅法、會計資訊
3.具財稅、會計資訊或審計實務經驗者尤佳
1.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統計或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大數據分析、統計計算、R程式語
2.能以英語授課
言、資料探勘
1.口譯、同步口譯專長優先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生態文學或科幻小說專長
法語教學、法語比較文學、中法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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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口譯、藝術文化管理、法國多
教師證書
元文化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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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關係相關領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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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相關領域

外交與國際關
係學系全英語
學士班

齡層的
人來參與，更
立志在他
有生之
年，以身教結
合柔道和書法修身養性的心法，將帶領更多青
年找尋人生理想的動力。
「外剛內柔」是謝貴美男的最佳代名詞，提
起過去撫育五位孩子出國深造的艱困時期，嚴
厲的他不禁流淚表現出感性和真誠的一面。至
今仍在柔道教學最前線的他希望著：「對我來
說，我把現在所有的學生都當成我的孩子。雖
然嚴厲，但我只希望他們能有更好、更健康的
發展。」（文／王怡雯、攝影／趙世勳）

（攝影／趙世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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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一、擬聘職級為助理教授 ( 含 )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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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應徵教師請於 108 年 1 月 18 日至 108 年 2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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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品婕、鄭少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