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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碩一李鎮亞：不可能任務之我可能不會歐趴，2012現正熱映中。

奪公民新聞兩獎 淡江電視臺獲 頒獎
公
視

左( 溫) 皓凱、 中( 鄭) 乃琦、 右( 洪) 志富，
獲公民新聞獎。（攝影／梁琮閔）

【記者黃致遠淡水校園報導】大傳四鄭乃
綺以「消失的淡水河岸」，獲公共電視文
化事業基金會及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舉辦的
「2011PeoPo公民新聞獎」之「個人新聞短篇
報導獎」，大傳四洪志富及資傳四溫皓凱則
以「草編工藝家」榮獲公視「第七屆校園採
訪中心總編輯影片觀摩競賽」參獎；另外，
「淡江電視台」將其製作的「淡江新聞」上傳
至PeoPo公民新聞平台中，與中正、長榮、慈
濟、靜宜名列受公共電視頻道採用前五名，而
獲頒「校園採訪中心感謝獎」。
代表受獎的大傳系系主任王慰慈表示，很高
興淡江電視台及學生們能獲獎，更希望學生能
積極參與校外競賽，將所學付諸行動並展現出
來，給自己多點機會與外界接軌。淡江電視台
指導老師大傳系副教授紀慧君表示，學生可以
透過這個平台觀看其他校園製作的內容，也可

傾聽境外生 輔導會議助在臺生活

陸生輔導會議，陸生發表在臺生活問題。
（攝影／鄭雅文）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於上月2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第2次陸
生輔導會議，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長李
佩華、境外生輔導組組長陳珮芬、各單位主管及
導師皆出席，並邀請淡水和蘭陽校園陸生分享這
學期的觀察與感受。戴萬欽表示，對於陸生提出
的問題，未來將努力調整或提出解決方案，並藉
此讓陸生們能有更完備的學習資源及環境。
據境外生輔導組提供的整理資料，大部分陸生
對學校政策與輔導都感到滿意，但有些地方仍希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 服務學習
持續前行！本學期「社區與校區服務學習
課程」總計有36班大一新生參與在地社區活
動；而「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共開設58
門課，結合所學專長，落實教育與服務精神
的實踐。
其中「 社區與校區服務學習課程 」共與
15處合作機構合作，如歷史系、中文系新生
至淡水天生國小進行 「交通安全」與「校
園安全」宣導；電機系、管科系響應國際淨
灘日，至沙崙海灘參與荒野保護協會舉辦的
淨灘活動；經濟系支援2011新北市北海岸藝
術節活動；航太、電機系則是參加行無礙資
源推廣協會活動，支援身障者遊歷淡水古蹟
等。 承辦人學生事務處學務創新人員張佳琪
表示：「目前服務類別中，『多元學習教育
輔導』、『有愛無礙弱勢關懷』的合作機構
數量較少，未來會盡可能的找尋，增加同學
服務的多元性。」
而「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部份，97學
年度至100學年度，總開課數由10門增加至58
門，如兒童文學、原住民文化與部落服務、
能量與環境、說故事與腳本企劃、日語會話
（四）等課程，希望結合不同學群的專業領

陸生

滿意度佳

望能獲得協助改善，如蘭陽校園的陸生
認為在活動空間方面稍嫌狹隘、相關活
動都必須到淡水校園參與等，淡水校園
的陸生則提出選課及住宿等相關問題。
關於選課方面，陳珮芬表示，陸生如對
於選課有疑問，可至境外生輔導組尋求
幫助，由境輔組統一向教務處反映。
來自浙江的日文一蔡博藝建議，希望
學校可以開設微博或是藉由人人網成立
淡江官方網站，透過官方網站讓更多大
陸的學生可以得知來台讀書的資訊。來
自廣州的日文一黃璦王軍 也表示：「希望
陸生們可以多走出去，認識一些外國學
生或是台灣學生，作為第一屆的陸生，
我們應該要勇敢的為自己做些事！」
來自上海的法文碩一崔耘表示：「淡
江的師長及同學們都非常友善，課業方
面，學校提供多元的課程，供我們學習
選修，真的很棒。」來自廣東的資工一
劉汭鑫也表示：「感謝境外生輔導組的
師長如此關心我們，無論在哪一方面都
可以感受到淡江的溫暖，就像是我們在
淡江的第二個家。」

服務學習再深化 新生力行公民實踐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18分鐘說故
事，TEDxTaipei來到淡江！上月21日舉辦
「TEDxTaipei淡江放映會：創新的起始點」
活動，讓每位同學有了新的學習體驗！活動
由TEDxTaipei策展團隊藍鑫主持，除了和大
家介紹TED，也在3部影片放映後跟大家互
動，激發出更多不同的想法。他也提到，會
選淡江大學作為放映地點，是因為淡江有很
獨特的氛圍，而且這些人願意積極主動地去
發起活動、做很多的事情，這是其他學校很
少見的！
TED是一個跨領域、讓全世界的人能夠對

澳高中生來訪 直呼淡江太美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澳臺青年生涯規畫交流團，於上
月27日，由澳門江門青年會會長聶華英帶領一行40人蒞校參訪，
並有中華領袖菁英交流協會理事長張仕賢全程陪同。
此次參訪行程由學生事務處主辦，課外活動輔導組及學生會共
同接待，學務長柯志恩及課外活動組組長曲冠勇皆列席參加。座
談會上曲冠勇特別勉勵在場同學：「投資自己、創造價值，永遠
對自我和未來懷抱希望，透過社團活動的洗禮，期許大家可以成
為更有價值的人。」澳門童軍第34旅馮倩盈同學表示：「聽完演
講，發現淡江大學的社團很多元化，很希望以後也可以體驗這樣
多采多姿的社團生活。」
會中安排臺灣、香港及澳門的三位同學，分享在淡江讀書和生
活的點點滴滴，來自香港的資工二郭豫謙同學，用廣東話向在場
的同學們分享在淡江學業、課業及社團的甘苦談，並且期許在場
所有的學生堅持自己的理想，不要輕言放棄！
綜合座談由學務長柯志恩主持，由於此行參訪成員多為教師及
高中學生，因此對於赴台讀書及大學生活有著濃厚的興趣，分別
提出住宿、選擇社團、招生管道、生涯規劃的協助等問題，讓在
場同學對淡江大學及大學生活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會後雙方互贈
紀念品，相信藉由這次的座談會可以讓許多澳門學生對於淡江大
學有更深刻的了解。澳門濠江中學高三梁子欣說：「之前從電視
和朋友口中得到跟淡江相關的資訊，不少朋友就讀淡江，來參訪
前就有把淡江列入未來考慮就讀的學校之一。親臨現場後，發現
淡江真的好美。」

知能與關懷
同時並進

域，發揮知能服務最大功效。以兒童文學為
例，經由課堂的講析後，配合校外服務的機
會，如至聖道兒童之家、麥當勞叔叔之家等
機構協助、到淡水第一景社區帶領國小生一
對一導讀繪本與作文寫作 ，服務結束後，
即透過服務日誌與反思進行活動檢討。中文
系助理教授鄭柏彥表示：「學生接受專業知
能的時間雖短，但在校外的服務過程中，能
夠學習如何對他人付出，這是十分難得的機
會，希望同學能夠持續的參與服務活動，搭
起社區與學校的橋樑，而這也達到服務的效
果。」中文四楊郭玴表示：「經過這次校外
的服務參與，讓我更深刻體會『服務別人不
是一件很簡單的事』的道理，也讓我明白，
理論與實際的運用必須是相結合運作，這樣
才能讓我們能從體驗中學習。」
未來「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的推動，
可能區分「長者關懷」、「中小學專業服
務」、「身心障礙關懷」、「非營利組織
機構」、「社區專業服務」、「救災防災工
程」、「國際文化推動」7大方案，依照不同
院所規劃不同的服務平台，希望透過平台的
建立，提升服務學習的整體成效。

話的平台，講者有來自世界各國各種不同的
人，用18分鐘說故事，影響力甚大，藍鑫形
容，「每次活動都像是心靈SPA，你可以得
到所有走在時代尖端的想法！」會中播放3
部影片，包含網路發展、創新過程等前瞻性
的主題，讓學生與全球趨勢接軌！活動負責
人企管進學三蔡培琦表示，想要把這些值
得傳播的好故事帶進淡江，成為改變的動
力，未來將成為持續性的活動，希望大家
能來參與！保險四周致傑表示，上週有去
TEDxTaipei辦的活動，收穫良多，覺得今天
一定要來看一下！

商管學會30而立 校友相挺

社團下鄉授旗 寒假全員出動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
今年的寒假服務隊總共有23
支，創下歷年最多！此次還有4
支首次參與的生力軍，要為寒
冷的冬天注入暖暖愛心。將於
9日在紹謨體育館SG713舉行授
旗典禮，邀請校長張家宜為熱
心的服務隊加油。
這次首次加入的4支服務隊
有3支要返鄉送愛心，金門校
友會將至賢庵國小舉辦「愛在
金門、根植垵湖、希望茁壯」
營隊，5天的營期讓學員盡情
玩樂！新竹苗栗校友會將在五
湖國小舉辦「我是小小科學
家」營隊，用實際的實驗活動

歷年最多

本校體育事務處配合教
育部補助經費，重新整建棒
壘球場，包括本壘區排水系
統、本壘後方護網更新、新
建牛棚投手練習區及兩座五
層式休息區，電機碩一劉明
濬說：「以後下雨就不用花
太多時間整理場地，球也不
會再亂跑K到人，這些設備
都太實用了！」（文／賴奕
安、攝影／謝佩穎）

西音社
享樂捷運站

淡水人的聖誕節怎麼
過？西音社於上月25日聯
合輔仁搖滾音樂研究社
和明志科大愛樂社，於淡水捷運站舉辦「享樂」聯合期末成果發
表。各學校兩兩樂團接力演唱，吸引不少路過旅客駐足欣賞，淡
江高中三年級王晨安表示，路過時發現這個活動，淡水能在聖誕
節有如此活動感覺很不錯。當天有樂手過生日，依然義無反顧地
前來助陣。台下觀眾更是揮舞著仙女棒，讓活動增添不一樣的氣
氛。（文／黃致遠、攝影／謝佩穎）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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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員瞭解科學知識，第一次
策劃營隊的隊長運管三徐皓表
示有點緊張，「正在加緊密集
訓練！」桃園校友會也在外社
國小舉辦「寒假科學文化體驗
營」，隊長運管三張語羚表
示，「小時候也會參加類似的
營隊，現在角色不一樣了！」
也希望藉由服務的角度，讓參
加的服務員在大學生活中有不
一樣的體驗。另外跆拳道社也
將至水源國小貢獻所學，教導
學員入門跆拳道，隊長物理三
蕭雅竹希望能夠累積這次經驗
給下一屆，繼續傳承！

新牛棚
遇見下個王建民

法文系耶誕大啖馬卡龍
法文系上月23日舉辦聖誕晚會，現場準備多
道佳餚。被譽為法國時尚甜點的馬卡龍一入口，
現場同學直嚷嚷：「超好吃的，好有層次感！」
法文二的謝婷羽更以滿足的表情說到：「沒吃過
這麼好吃的馬卡龍，我愛上它了！」現場並舉辦
抽獎活動，師生各個屏息以待，都希望自己是今
晚受到聖誕老公公眷顧的幸運兒，歡樂氣氛充滿
全場！（文／謝孟席、攝影／林奕宏）

以觀察和主流媒體內容的不同，進而引發主動
挖掘議題的熱情。
鄭乃綺獲獎的作品「消失的淡水河岸」，主
要是闡述在斥資1.1億元的淡水金色水岸綠化
工程中，在當地住民與外來旅客之間，產生兩
極化反應的專題報導。鄭乃綺表示，很高興能
獲獎，雖然在採訪的過程中，頻頻遭到拒訪而
有挫折，但卻也從中接觸到平常不會接觸的事
物，她堅定地說：「只要有熱情，就要努力去
嘗試。」
「草編工藝家」則是描述桃園王承德憑著想
像力，無師自通學會草編藝術，並打造草編博
物館的報導。溫皓凱覺得很開心能得獎，會以
王承德為採訪內容，主要是好奇73歲的老爺爺
在草編上的創作，在採訪過程中，對於他在生
活上的觀察力及努力克服材料的限制，「對於
他的創作精神，感到敬佩。」洪志富表示，很
高興獲得肯定，因負責攝影，所以困難點是必
須和受訪者溝通各種角度，但也從中學習到，
「只要有心，隨時都可以起步，完成夢想。」

澳臺青年交流團來訪，（中）學務長柯志恩、（右起）
課外組組長曲冠勇、澳門濠江中學教師陳步倩、澳門立法會
議員麥瑞權、澳門江門青年會會長聶華英、中華領袖菁英交
流協會理事長張仕賢、境外生輔導組組長陳珮芬、中聯辦協
調部（顧問）陳耀華。（攝影／梁琮閔）

TEDxTaipei在淡江 輕鬆與全球趨勢接軌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日前
商管學會於活動中心舉辦「薪火相傳
30年，溫馨相聚100年」30週年會慶
活動，邀請會友中華商管協會榮譽理
事長董煥新、中華商管協會理事長彭
煒騰、總務處事務整備組組長梁光華
以及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組長曲冠勇等
回社參與，場內呈現30年靜態文物紀
錄展，吸引許多畢業會友駐足觀賞，
找尋屬於自己的社團紀錄。會中除了
會務報告外，應屆會員更製作回顧影
片，會友們陶醉其中，回想青春時期
的美好回憶，會後贈送青花瓷器給長
期指導商管學會事務的師長表達謝
意。
統計系友美國統計學會院士石瑜特
地從美國回台參加盛會，他表示：
「商管學會帶給我更廣的國際性視
野，也讓我有去國外唸書的想法，這
次回校除了教授2星期講座課程，更要
參與對我意義重大的會慶活動。」

淡江大學 101學年度延攬師資公告
單位別

名額

中國文學學系

1名

國內外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經學（尚書、三禮、三傳）

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

1名

具博士學位

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相關領域

1名
大眾傳播學系
1名

資訊傳播學系

1名

數學學系

1名

物理學系

1名

化學學系

2名

建築學系

1名

土木工程學系

1名

資訊工程學系

1名

航空太空工程
學系

1名

國際企業學系

1名

保險學系

1名

運輸管理學系

2名

公共行政學系

1名
1名

英文學系
1名
西班牙語文學
系

1名

法國語文學系

1名

德國語文學系
日本語文學系

俄國語文學系

美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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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公共關係、廣告、行
銷、文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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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廣電實務經驗
3.在數位媒體研究與產學合作
上具有實際專案教學經驗者
具國內外大學資訊傳播相關領
域博士學位
博士學位
1.物理或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有博士後研究經驗者尤佳
博士學位及1年以上工作經驗
1.客座教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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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土
木工程或相關領域之博士學
位，並能勝任學術研究及英語
教學工作者
畢業於資訊、電子或電機相關
科系之博士學位
具國內外航太、機械或電機等
相關工程領域博士學位
1.經濟或管理博士學位
2.具英語授課能力
保險相關領域科系之博士學
位，並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
具交通運輸相關領域博士學
位、論文發表具國際SSCI、SCI
索引且能英語授課優先
國內外大學法律學博士學位
1.英美文學博士學位
2.具副教授以上教師資格者優
先考量
1.語言學、英語教學或教育統
計博士學位(不限國籍)
2.具副教授以上教師資格者優
先考量
1.外國籍講師
2.碩士學位
應徵者需具備以下之一的資格
（不限國籍）
1.法語教學博士
2.法國文學或思潮博士
應徵者需符合以下2項條件：
1.德國語言或文學博士學位
2.有學術論文著作者
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含）
以上教師證書

學術專長

公共關係、廣告專題企劃、行銷傳
播、產業行銷、組織管理等

廣播電視實務、數位媒體內容產製、
多媒體傳播等

資訊傳播相關研究
代數、代數幾何、數論
實驗物理-同步輻射相關研究領域
儀器分析優先及有機化學、其他材料
化學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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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優（作品曾獲獎或參加重要展覽尤
佳）
具土木與結構工程專長，以風工程相
關領域為優先
模糊理論及應用、資料探勘、機率統
計學、作業系統
航太、機械或電機等相關工程領域
國際經濟、計量經濟
風險管理理論、保險理論與實務、公
司治理與保險監理
運輸管理、運輸經濟、智慧運輸系統
憲法、行政法
生態文學批評與相關領域

語言學習測驗或相關領域
西班牙語教學、西語牙文學、西語牙
語言學
1.法語教學
2.法國文學或思潮

1.德國語言學
2.德國文學
3.德語教學
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日本文學、
2名
日本文化
1.語言學
1.具本國國籍
1名
2.俄羅斯文化
2.具俄羅斯國立大學博士學位
3.俄語教學
1.語言學
1.具俄羅斯籍
1名
2.俄語教學
2.具俄羅斯國立大學博士學位
3.具俄語檢定考試口試委員資格
1.具相關學術專長之博士
1名（美
2.外籍人士或本國籍
美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歷史
國組）
3.具全英語授課能力
2名

1名（拉 1.具相關學術專長之博士
美組） 2.拉美籍人士優先
國際事務與戰
略研究所

1名

課程與教學研
究所

1名

師資培育中心

1名

拉丁美洲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
歷史
國際經濟戰略、國際戰略、安全理論
1.具博士學位
與區域安全研究及其他相關國際事務
2.具英語授課能力
與戰略研究專業人才
課程與教學專長外，另具下列專長至
1.具國內、外大學教育學博士
少一項：
學位
1.學科教材教法
2.具學術發表績效及從事相關
2.全球/國際教育
研究與實務經驗
3.多元文化教育
1.具國內、外大學教育學博士
學位
教育心理學、發展心理學、學習診
2.具學術發表績效及從事相關 斷，另具學科教材教法專長
研究與實務經驗

2名

1.於淡水校園任教
2.講師（含）以上
3.具體育領域碩士以上學位
4.大學為體育科系畢業
5.具研究潛力
6.錄取後須辦理體育行政工作 有氧舞蹈、籃球、足球、桌球、棒壘
3年，並負責代表隊訓練
球等領域
7.應徵者應檢附下列資料：
(1)本校規定資料
(2)大學成績單及畢業證書
(3)各項體育相關證照、比賽
成績證明

1名

1.於蘭陽校園任教
2.講師（含）以上
3.具體育領域碩士以上學位
4.大學為體育科系畢業
5.具行政經歷及研究潛力
6.錄取後須辦理蘭陽校園體育
球類
行政工作，並負責代表隊訓練
7.應徵者應檢附下列資料：
(1)本校規定資料
(2)大學成績單及畢業證書
(3)各項體育相關證照、比賽
成績及行政經歷證明

體育教學組

說明：
一、除西班牙語文學系為外國籍講師、體育教學組為講師（含）以上外，其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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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應徵教師請於101年1月10日至100年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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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ffse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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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請彌封逕寄應徵學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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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國籍男性請附退伍或免役證明。
（三）各系（所、中心）另增加上傳資料（詳各系〔所、中心〕公告）。
（四）應徵教師可自行增加上傳佐證資料。
三、待遇比照公立學校標準，得依本校「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申請研究獎助，副教授（含）以
上博士學位者每月另支7,000元加給。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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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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