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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人寒假各地服務傳愛   服務隊授旗 葛校長叮嚀莫忘防疫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110 學年度延攬師資公告
專任教師

單位別 名額 學歷及條件 學術專長

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資訊與圖書館相關
領域博士學位
2.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圖書資訊學、資工、資管、資科等相關領
域，具相關研究或實務經驗者

大眾傳播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有數位內容產製、新媒體研究或跨媒體行銷…等領
域之專長與研究經驗者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或具有實務經驗者優先考量

數位內容產製、新媒體研究、跨媒體行銷
或相關領域

數學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數學或統計相關領
域博士學位
2.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高維度資料分析、資料科學、計算統計、
應用統計、人工智慧

物理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物理或相關領域博
士學位
2. 具備獨立研究能力與優異之研究成果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物理相關領域表現傑出者

化學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ㄧ年以上博士後研究相關經驗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有機化學、材料化學、高分子化學或其他
化學相關領域

建築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可擔任建築設計及其他相關建築專業課程教學研究者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需具備建築設計實務專長，另有 (1) 數位
設計與製造 (2) 構築實作或 (3) 環境與行
為專長經驗者為優 ( 作品曾獲獎或參加重
要展覽尤佳 )

土木工程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土木工程相關領域
博士學位
2. 能獨立勝任學術研究工作及爭取研究計畫，並配合系
上及學校執行教學行政等系務工作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具結構背景，可勝任鋼筋混凝土、工程材
料及相關課程者，並負責管理材料實驗室

水資源及環境
工程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水利或水資源工程
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水利工程相關領域，並可教授環境工程相
關課程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機械、機電及相關
領域博士學位
2. 具研究潛力與教學熱忱
3. 願意配合實施遠距教學
4.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機械設計相關領域，可教授機動學、應用
力學等相關課程

1 機械相關領域，可教授材料力學、工程數
學、機械製造、光機電整合等相關課程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化學工程相關領域
博士學位
2.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化工相關領域為優先考量

電機工程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電機、電子、資訊
工程或通訊工程等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5G技術與應用、人工智慧物聯網(AIOT)、
電路設計、嵌入式系統、網際網路技術、
機器人設計、智慧型控制系統晶片設計等
領域

資訊工程學系 3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資訊、電子或電機
等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大數據分析、機器學習、嵌入式系統、擴
增實境 / 虛擬實境、作業系統、計算機網
路、無線網路

人工智慧學系 2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資訊、電子或電機
等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人工智慧之數據分析、自然語言處理、影
像處理等領域

財務金融學系 2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財務金融及經濟相關科系，具研究潛力並有實務和教
學經驗者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投資學、財務管理、金融科技、國際財務
管理、衍生性商品、財務工程及個體經濟
學相關領域專長者

風險管理與保
險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有外國學習與實務經驗尤佳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財產保險、財務管理、金融科技、風險管
理及保險行銷

經濟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跨域潛力尤佳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經濟相關領域專長者

企業管理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外國學習、國外博士後研究，或實務經驗者尤佳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具備一般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或策略性
人力資源管理等相關管理專長領域

會計學系 3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財務會計、租稅、會計資訊、商業數據分析教學或
實務經驗者尤佳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財務會計、稅法、會計資訊及商業數據分
析

資訊管理學系 3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資訊管理相關專業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網路管理、雲端服務、資訊安全、數位金
融、大數據探勘、人工智慧、服務科學及
資訊管理

公共行政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校院之法律學相關博士學
位
2.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行政法(並註明能教授之行政法各論項目)

管理科學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管理博士學位
2.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具備人力資源管理學術專長

英文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翻譯研究相關領域，具口譯經驗者優先考量 口譯、翻譯研究相關領域

西班牙語文學
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 具全英語授課能力，或具教學經驗者優先考量 文學、翻譯學、語言教學或相關領域

國際事務與戰
略研究所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或已具有
助理教授 ( 含 ) 以上資格者
2. 具備教學與研究能力，能積極執行專題研究計劃、指
導學生研究
3.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國際政治經濟學、經濟戰略與國家安全、
戰略理論、中西戰略思想史、國家安全與
國防政策、軍文關係、中國國家安全戰
略、解放軍研究等相關專長領域者

教育與未來設
計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設計理論與實務或
策展理論與實務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1. 設計理論與實務
2. 策展理論與實務、內容策展、博物館規
劃

體育教學與活
動組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體育領域博士學位
2. 需具樂齡健康及醫事相關經驗
3. 錄取後需辦理行政工作
4. 應徵者另須檢齊下列資料：
（1）樂齡體適能或樂齡運動訓練相關證照影本
（2）其他各類體育相關證照及成績證明影本	

1. 協助執行各項計畫的推展
2. 樂齡健康課程規劃

客座教師
單位別 名額 學歷及條件 學術專長 備註

建築學系 1
國外學者，在建築專業上有特殊之成
就，可用英語擔任建築設計及其他相關
建築專業課程教學研究者

具備建築設計實務專長，另有數位
設計、永續設計或構築實作等專長
經驗者為優 ( 作品曾獲獎或參加重
要展覽尤佳 )	

聘期為 110 年 9 月至
111 年 6月

說明：
一、擬聘職級為助理教授 ( 含 ) 以上。
二、自 109 學年度起，新聘專任教師每學年應英語（含其他外語）授課至少 2班。
三、	應徵教師請於 110 年 1月 22 日至 110 年 2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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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無成

績單由修業學校教務相關行政單位出具修業期間之證明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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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校網址	http://www.tku.edu.tw，人力資源處網址 http://www.hr.tku.edu.tw/main.php。
（資料來源／人力資源處，本表僅供參考，最新消息或相關異動逕洽人資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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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9學年
度寒假服務隊授旗暨講習會於1月18日上午10
時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今年將有18支服務隊
於寒假至全臺各地，服務員共有448人，受服
務人數預計達904人。
　校長葛煥昭致詞表示，學生犧牲寒假假期與
面臨疫情下出隊，令人佩服，也期望能夠保持
心情愉快、以正向的態度去服務。葛校長不忘
督促學生應保持社交距離、戴好口罩的習慣，

順利平安的出隊。
　課外活動輔導組學輔創新人員張德裕提醒服
務員「平安服務，並且順利出隊，體會幸福與
愛的感受。」張德裕表示，令他印象深刻的是
大家預備出隊相當積極，皆展現最好的一面去
服務人群。新北市校友會服務員，中文一宋品
萱分享，「希望此次出隊服務能讓小孩們有難
忘的回憶，也期望能跟我的夥伴經過這個活動
感情變得更好！」

▲經探號至嘉義縣永安國小為學童設計寓教於樂的活動。
（圖／經濟系提供）

▲西洋劍社於水源國小舉辦「寒期擊劍成長營」，培養學生運
動家精神。（圖／西洋劍社提供）

▲彰化校友會於育德國小舉辦「哇！育見科學
才曉德」寒假育樂營。（圖／育德國小提供）

　西洋劍社於1月27日至29日在水源國小舉
辦「劍康一家源—寒期擊劍成長營」，由15位
社員共同教導21位國小學生。主要訓練學生著
重於擊劍的協調性及反應力。除了基礎的西洋
劍介紹、基礎動作、攻擊姿勢、對打的技術、
擊劍規則外，還輔以劇場課，以群體演戲的方
式融入歷史起源，讓學生們對西洋劍淵遠的歷
史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西洋劍社除了培養學生最基本的運動家精神
之外，還希望培養他們的團隊默契與承受比賽
壓力時的抗壓性。
　社長，資圖三杜映萱表示，希
望學生們從成長營帶走的不只是
西洋劍的基礎知識，還有調整心
態的能力，在面對任何事情都可
以帶著好的心態去應對，如同
每位擊劍教練在培訓時說的「劍
要打得好，心態要先穩定好。」
（文／謝采宜）

　經濟系系主任林彥伶於1月19日至
23日帶領「經探號」學員22名，至嘉
義縣布袋鎮永安國小進行教育服務。
因為疫情關係，以往曾四度前往柬埔
寨等海外進行志工服務，今年則留在
國內的偏鄉小學，體驗不同的經歷。
　經探號學員設計了寓教於樂的活
動，中文閱讀使用淡江中文系製作的
童書繪本；電腦課程使用華碩研發的
再生電腦，活動後全數捐給永安國
小；戶外課程由經濟系巧固球國手簡
佑珊指導，以專業教學來推廣巧固球，

看見孩子的成長，讓經探號學員熱淚盈眶。
　林彥伶表示，這次的服務在國內人親土親，
更能反思如何帶來更好的教學，也能更投入耕
耘教育服務，「沒有語言的隔閡更能直接感受
孩童的回饋，也讓這一次的活動印象深刻，並
思考如何進步，造就下一次更優質的教學。」
　永安國小教導主任黃建勳說：「感謝淡江大
學經濟系舉辦的寒假營隊，雖然只有短短幾
天，但帶給小朋友不同的視野及學習。」
　隊長，經濟二楊炘昶表示：「這次服務充滿
許多未知跟不確定，磨練我臨機應變的能力，
讓我有很棒的經驗及回憶。」（文／林禹彣）

▲樸毅青年團於新興國小舉辦「寒假品格成長
營」，推廣品格教育。（圖／樸毅青年團提供）

　網球社於1月25日至27日在校內舉辦「第8
屆寒假服務隊網球體驗營」，由23位幹部做為
服務員，帶領25位國小生體驗打網球的樂趣。
　總召，機械三郭峻宇表示，籌備期長達將近
4個月，過程中遇到了一些挫折，但都順利的
度過難關。營隊期間為了配合防疫，採取了一
些防疫措施來保護小朋友，例如用餐流程的更
動、要求課程中全程必須戴口罩，並特別關注
所有小朋友的狀況。今年已是第8屆了，我們
的初衷是致力推廣網球的好，讓小學生了解如
何打網球，並對網球產生興趣。3天營期下來
讓我很有成就感，尤其是小朋友在最後一天的
比賽打得很好，感覺很欣慰。（文／宋品萱）

　新北市校友會於1月26日至29日在三芝國
小舉辦「小小藝術家的異想世界」返鄉服務
隊。由39位服務員，帶領約40位國小生透過藝
術家的主題，結合環保議題以了解生態保育的
重要性。活動內容有各式的創意課程，以及一
系列的闖關關卡和運動會。
　生活組組長，財金二鄭雅文表示，因為去年
的回憶很美好，所以今年想帶給學弟妹一樣的
溫暖和感動。這次的活動讓我學會帶領組員，
也了解到如何維持上級與下級的關係，希望這
次的活動能讓小朋友有快樂的美好回憶。
　服務員，日文一林思妮表示，這次活動學習
了主持的技巧以及在眾人面前講話的勇氣，希
望小朋友都感受到家的溫暖。（文／宋品萱）

　樸毅青年團於1月27日至29日在新興國
小，由11位隊員帶領35位國小學童展開為期3
天的「毅同照亮小興星—寒假品格成長營」。
活動以推廣品格教育為宗旨，將「感恩、負
責、合作、誠實」四大品格融入課程及實作體
驗中，以遊戲方式引導學生重視環保議題，在
日常中落實垃圾分類，教導學生認識環保標
章，愛護共同生活的環境。
　隊長，企管二劉芃妙分享：「籌辦過程中，
退隊的隊員不少，留下來的隊員們工作量倍
增，一度要宣告無法出隊，但大家互相砥礪與
堅持，最後順利出隊，這是最令我難忘的事
情。」（文／張容慈）

　彰化校友會於1月25日至28日在彰化縣二
林鎮育德國小舉辦「哇！育見科學才曉德」
寒假育樂營，以「科學的變遷及演化」為主
題，透過教案課程，讓孩童了解科學在生活
周遭的變化，也藉由實際動手操作，加深孩
童對課程的印象，並將勞作成品留作紀念。
　隊長，英文二黃翌晴表示，去年受疫情影
響而無法出隊，今年活動能順利舉辦，要感
謝淡江大學及育德國小的協助。這次印象最
深刻的是很多小朋友都問服務員會不會再回
國小玩，聽了非常不捨，也很開心小朋友在
營隊中有留下快樂的回憶。（文／戴瑜霈）

　親善大使團於1月21日至22日在天生國小
舉辦「第15屆親善大使團寒假禮儀營之陪禮
Fun寒假」，由23位服務員帶領23名小學生，
以玩具總動員的故事帶入課程，教導美姿美
儀、西餐禮儀、國際禮儀等專業課程。
　隊長，英文四陳羽庭分享，雖然身兼團長跟
隊長職務繁忙，營隊也受到疫情干擾，但還是
很幸運地如期舉行。兩天營期中，看到小朋友
都很樂於學習，教導他們新的東西都很願意去
吸收，希望他們可以分享給自己的朋友與家
人，同時也謝謝所有辛苦的服務員在這3個月
籌備期，盡心盡力的完成自己的教案，活動能
圓滿落幕，大家都功不可沒！（文／林雨靜）

▲親善大使團舉辦「寒假禮儀營」，教導小朋
友學習西餐禮儀。( 圖／親善大使團提供 )

　【記者葉語禾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課外
組於1月19日至22日在蘭陽校園舉辦為期4天

▲學務處於 1 月 19 日至 22 日在蘭陽校園舉辦「山丘上的心靈對話—
學思知行營」。（圖／課外組提供）

相關疑惑提出來共同討論。
　思辨咖啡屋探討六大品德德目—自我價
值、正義、尊重、負責、勇氣、公平，由新
生代基金會哲學思辨講師臺大與政大的研究
生帶領分組討論。真人圖書館透過「每個人
都是一本獨一無二的真人圖書」來探討不一
樣的議題，激發不同的哲學思辨。團隊合作
系列活動將德目融入遊戲中，讓同學藉由闖
關遊戲得知德目的功能。心靈靜思則探索個
人內在價值與生命意義，透過獨處後之團體
對話與分享，重新體察個人真實與真正的自
我。人生大舞臺由小隊抽六大品德的題目及
呈現方式，演練後表演。
　課外組學輔創新人員李庭瑜表示，學生藉
由體驗活動與思辯討論，積極的表達自身想
法，並勇於接受挑戰。統計三陳雨瑄分享，
她較注重「尊重」與「公平」這兩項德目，
而聽取各方論點、透過討論來呈現成果，都
是學習的指標。

學思知行營 品德內化 實踐力行
的「山丘上的心靈對話—學思知行營」，透
過營隊活動，藉由密集的品德德目思辨及參

與，將品德內化為處事
價值觀，得以實踐力行
並擴大影響力。
　活動主題包括專題演
講、學思大講堂、思辨
咖啡屋、真人圖書館、
團 隊 合 作 系 列 活 動 ，
以及人生大舞臺。專題
主講人為新生代基金會
董事長林火旺教授，學
思大講堂亦由林教授主
講，邀請所有學員都可
將營隊、家庭、學校、
學習過程、人際溝通等

　軟網社於2月4日至7日在校內舉辦寒期服務
隊活動「可愛軟網島─勇網直前」，由23位隊
員帶領19名國中小學子體驗軟式網球運動的樂
趣。隊長，水環二謝泓靖表示，此次活動主要
為推廣軟式網球運動，「軟網與其他運動相較
為不普及，希望能藉由傳授運動技巧，讓小朋
友喜歡運動，喜歡軟式網球。」
　4天的營隊活動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實作訓
練，以完全沒接觸過的新手為概念來設計課
程，傳授運動防護、球桿練習的基本概念開
始，進而教導揮拍、定點擊球、動點擊球及發
球與對打的技巧。（文／張容慈）

　二齊校友會於2月1日至3日在臺南市下營
區下營國小舉辦第28屆的返鄉服務活動，帶領
校友會成員回饋家鄉，服務對象以偏鄉小學為
主，讓參與的學童都能有愉快的寒假體驗。此
次活動較特別的是有身心障礙的學童參加，需
要使用輔助器行走，因此服務員向學校借用輪
椅，並協助以較輕鬆的方式進行跑關，而活動
關主與隊輔亦需臨場應變，配合學童行動上的
不便，讓他能愉快的融入闖關活動。
　隊長，風保三陳怡潔分享：「這是我第一次
遇見身心障礙的孩子參加，服務員對於他在活
動中的行動不便都感到十分不捨。主辦過程面
臨不少壓力，還好下營國小給予協助，演出結
束後，家長的支持與道謝，讓我們充滿暖意，
感謝所有人的協助與肯定！」（文／李宜庭）

▲二齊校友會的返鄉服務員與學童開心的進行
跑關活動。（圖／二齊校友會提供）　外交系系學會於2月3日至5日遠赴屏東

縣潮州鎮四林國小，舉辦寒假偏鄉教育服務
隊。希望給予孩子們有別於平常的教學課程
與體驗，透過寓教於樂的學習與教學方式，
鼓勵孩子們培養屬於自己的國際視野。
　系上的外籍生藉此可對臺灣有更進一步的
認識，也可透過與孩子的日常互動中，增進
自身的中文能力，達到教學相長的效果。而
孩子們透過與外籍生的互動，對這個世界、
對彼此的文化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四林國小積極發展雙語能力，提倡國際化
及創新，這與外交系的理念相符。外交二張
雅筑表示，這是第2次到四林國小服務，傳承
得來不易的友誼，善盡社會責任，讓淡江大
學的服務精神延續下去。（文／周亭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