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
大代誌

本週我最 靚
西語二林慎捷：
「期末考週開始了，
大家一定要All Pass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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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服務隊出動 下鄉送 愛心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期末考週結束
後就是寒假了，校園內有26支寒假服務隊成軍
赴往全臺各地進行服務，將於20日舉行授旗典
禮給予出隊同學信心及鼓勵，希望能將愛心、
知識及志工服務的精神傳達到臺灣各個角落。
本次服務隊中，除25隊在國內偏鄉國中小學服
務外，另有1隊「泰國服務學習團」前往泰國
進行服務。課外組學務創新人員蕭力誠表示，
這是首度前往泰國，預計教授華語及電腦課

程，歡迎踴躍參加20日的授旗典禮，為各服務
隊成員加油打氣。
本次有許多服務隊是首次成立，其中理學院
「可見光科學服務隊」即將到臺南柳營國中，
可見光科學服務隊長、物理四王冠智表示，會
將物理、數學、化學、天文四大主題帶入營隊
課程，並結合遊戲，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王
冠智開心的說：「非常期待這次的寒假服務
隊，將科學樂趣帶給中學生。」

16校學生自治組織聚首淡江

【記者蘇靖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學生
會和學生議會於3日舉辦「淡江大學『從制度
到實務』學生自治組織經營論壇」，共有16所
大專院校近80人的學生自治組織的成員來校研
討組織經營內容，學務長柯志恩致詞時表示，
學生會是替學生發聲的最好管道，並樂見學生
會時時為同學們的權益發聲，希望透過此論壇
精進內容，以打造優質的學生自治服務團隊。
本次邀請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副秘書長邱
建智以「打造屬於你的優質團隊」進行專題演
講，他以30秒內讓人對自己印象深刻、九宮格
闖關等多項團康活動引導同學思考，並向大家
強調影響力和創意的重要性。本校學生議會副
議長政經二邱宥綾說：「透過邱副秘書長的活
動，使大家不分彼此
凝聚向心力，也在分

組交流討論得更加熱絡。」
在經驗分享上，則有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自治
會會長林偉強、本校學生會權益部部長徐任
荃、東海大學學生會會長林泰瑋，分別以「學
生會組織架構對學生團結及發聲之影響」、
「權益之聲，為你而聲」和「學生自治未來展
望」與大家交流。而在綜合座談上，學生會會
長歷史三吳承翰主持，會中針對「學生會處理
申訴案件流程」、「學生活動經費使用」、
「學生會在學校中的定位」等議題進行討論。
吳承翰表示，感謝如歷史悠久的東海、政治
大學學生會等校參與。學生會是溝通橋梁，經
過此論壇研討，希望能以更客觀角度處理事
情，讓學生
3 日 的
與學校達成
「『從制度
雙贏。
到實務』學
生自治組織
經營論壇」
中，中華康
輔教育推廣
協會副秘書
長 邱 建 智
（右）進行
專題演講。
（攝影／蘇
靖雅）

本校寒假服務隊前往海內外

社團名稱

服務地點

管樂社

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小

日文系學會

花蓮縣富里鄉學田國小

社團名稱
新竹苗栗聯合
校友會返鄉隊
屏東校友會返
鄉服務隊
大地環保工作
團
基隆校友會返
鄉服務隊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烏克麗麗社於
3日舉辦「第一屆成果發表會」，27組的豐富
表演吸引近百人
聆聽。烏克麗麗
社副社長教科三
陳昱諮表示，本
次成發是社員們
的發揮舞臺，藉
此機會展現大家
的成果外，並讓
觀眾感受到開心
烏克麗麗社3日成發中， 的氛圍。表演曲
展現演奏成果。（攝影／ 目多為改編時下
賴意婕）
流行歌曲，除了

樂器表演外，還有安排主唱、搭配沙鈴與木箱
鼓呈現原始的樂音；另外還結合烏克麗麗的琴
聲與杯子的敲擊聲，贏得如雷掌聲。大傳四紀
又瑄說：「這個表演是從YouTube的影片中邊
看邊學，再加上烏克麗麗的彈奏，形成一個有
趣的創意演出。」烏克麗麗社外聘指導老師林
建和讚許地說：「這次的成發，大家的表現超
乎預期的好，但好還要更好，期待同學未來會
有更豐富多元的表演樣態！」

聆韻口琴社多元變化奏震撼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聆韻口琴社於
上月28日舉辦「口袋琴獸」成果發表會，帶來
木製口琴等多種不同款式口琴，打破對口琴單
調的印象，表現出口琴近年來的變化與多元。
本次挑戰吹奏〈直到世界的盡頭〉、和吉他社

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開選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社團TA及授
課講師將於15日進行培訓，為下學期的社團課
程內容再精進。課外組組員吳孟香表示，社團
學習與實作課程分為入門課程、活動參與和活
動執行認證，102學年度第2學期的選課已經開
跑，大二、大三生欲修習入門課程，請自行至
選課系統選課，若人數滿額時至課外組加簽。
吳孟香指出，在活動參與及活動執行認證部
分，同時還開放校內單位、社團組織、自主團
隊3種認證方式完成社團認證，方便同學完成
認證，關於認證方式請至「社團學習與實作課
程系統」網站查詢。（網址：http://lpcs.tku.

企管三
王晨蔚
有著溫暖
笑容的企管
三王晨蔚，
帶領樸毅志
工社從校園舊衣、舊書募集到街頭募發票，
不斷為社會弱勢盡份心力，她細數從小到大
的服務內容，自國小起經常獲頒「熱心服務
獎」，她歸功於家庭教育，「媽媽從小就教
導我們『莫因善小而不為』，所以日常中看
到需要幫助的人都會儘量伸出援手。」王晨
蔚深受志工家庭的影響：媽媽是學校志工媽
媽、大阿姨和姨丈是義消、小阿姨曾在華山
基金會工作等，她秉持「主動幫助別人」的
原則，無論在大賣場碰到提重物的婦女、等
候紅綠燈的盲人等，都會主動上前詢問「需
要幫忙嗎？」後伸出援手，而在服務別人的
過程中，她也獲得很多善心的回應，「家人
都是熱心助人，會主動鼓勵我們去幫忙需要
幫助的人，而大家的善意回饋，對我而言就

edu.tw/LPCS/fc_news/fc_news_all.aspx）

就學優待減免開始辦理

【本報訊】102學年度第2學期申請教育部就
學優待學雜費減免已經開辦，凡具減免資格者
均可提出。申請換發繳費單後繳交差額或貸款
者，即日起至22日、2月14日到生輔組辦理，
學校寒假期間，不受理申請。而繳費或貸款註
冊後取得減免資格、或因故無法於前述時間辦
理且已繳費註冊申請退費者，於2月24日起至3
月7日辦理，請見生輔組網站（http://spirit.tku.
edu.tw:8080/tku/main.jsp?sectionId=2）。

康樂輔導社

屏東縣佳冬鄉羌園國小

學生會

屏東縣滿洲鄉長樂國小

臺南校友會返
臺南市新營區公誠國小
鄉服務隊

親善大使團

臺南市大橋國小

二齊校友會返
臺南市麻豆區培文國小
鄉服務隊

花東地區校友會
返鄉服隊
北極星服務團
金門校友會返鄉
服務隊
樸毅志工社綠螞
蟻服務隊
蘭陽志工服務隊
高雄校友會返鄉
服務隊
彰化校友會返鄉
服務隊

臺東縣卑南鄉溫泉國小
花蓮縣富里鄉萬寧國小
花蓮縣吉安鄉稻香國小
金門縣金湖鎮開瑄國小

宜蘭縣五結鄉中興小學
基隆市暖暖區碇內國小

臺南市柳營區柳營國中

樸毅青年團
桃園縣大園鄉睦祥育幼院
臺中南投地區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小
校友會

宜蘭縣南澳鄉金洋國小

桃園校友會

宜蘭縣礁溪鄉蘭陽校園

種子課輔社
臺南市玉井區層林國小
宜蘭校友會返
宜蘭縣員山鄉七賢國小
鄉服務隊
泰國服務學習
泰國南邦府
團

高雄市桃源區桃源國小
彰化縣溪州鄉大莊國小

桃園縣龜山鄉樂善國小

新研社 NEWS STUDY 創刊號付梓
TKU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新聞研習社於
上週發行《TKU NEWS STUDY》創刊號，完
整記錄該社團的學期活動，且經由社員間的集
思廣益、腦力激盪後，以雜誌型態出版屬於新

畢籌會畢業微電影徵角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103級畢業
生籌備會將以影像方式製作「畢業紀念微電
影」，以記錄在校時的生活點滴。影片製作者
資管四龔經中表示，希望除書面畢業紀念冊，
還能讓校內外的同學，感受到本校「學以致
用」的精神。為集結更多同好，寒假期間想參
與臨時演出者，請洽畢籌會報名。劇情內容詳
情請見活動網站（網址：http://ppt.cc/GtY2、
報名信箱為horizon1031@gmail.com）。

聞研習社的獨特
的社團刊物。總
編輯西語四蔡昀
儒表示：「本次
以小冊子出版，
未來將嘗試多元
的媒體形式。」
新聞研習社社
長法文四林佳彣
表示，新聞研習
社以輕鬆方式，
將專業內容提供
對新聞採訪寫作
有興趣的學生，
未來希望此刊物
能成為傳統，歡
迎踴躍參與。

聆韻口琴社於上月27日成發中，多
款口琴表演，打破對口琴單調的印
象。（提供／聆韻口琴社）
合奏〈風中奇緣〉、以樂團方式呈現合奏，帶
給聽覺及視覺極大的震撼。
聆韻口琴社社長財金三黃聖峰表示，希望讓
更多人看見口琴的不可思議，期許社員抱持著
熱忱持續練習。西語二徐佑昇說：「樂器的

多元樣與創新的
結合，帶給音樂
不同的詮釋和感
受，這也是音樂
奇妙之處。」

發揮同儕力 珍惜生命
3日晚間淡水校園商管大樓發生一名學生墜樓事件，學校已立即
進行處理，啟動校安機制，仍無法挽回憾事。當意外突然發生，
往往會對週遭的人造成衝擊或影響日常生活，若在情緒上有任何
不舒服的狀況、需要有人陪伴等，請鼓勵自己或身邊的人來諮輔
組找專業的老師聊聊。這段時間請讓自己的身心獲得照顧並且彼
此鼓勵，一起面對生命中的各種挑戰。諮輔組組長胡延薇表示，
許多學生是離鄉背井異地求學，學習適應外地生活，更需要大
家的關懷與協助，請發揮同儕力關心身邊友人，更要珍惜生命，
「因為每個人都是自殺防治的守門人。」關心撥打專線：諮輔組
02-26215656分機2221、2491）、張老師1980專線、生命線1995專
線、衛生署免付費安心專線0800-788-995。

切合需求重視老人關懷
是助人為快樂之本吧！」
持續服務精神，進入大學後便加入樸毅志工
社繼續為社會盡自己的心力，同時在校園推廣
服務精神，希望更多同學能投身服務。在社團
服務活動中，讓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與華山基
金會合作的關懷訪視，主要內容是老人陪伴，
「雖然只是陪爺爺、奶奶們聊聊天、在寒冬中
送保暖用品，但每當我們要離開之時，老人們
關心的叮嚀與問候，讓我們感受到關懷的回
饋，因為我們能做的實在是太少了，他們帶給
我們的溫暖卻太多。」
發現到高齡關懷的重要，因此樸毅志工社也
逐漸增加老人關懷訪視的服務，如邀請弘道老
人福利基金會分享籌拍《不老騎士》記錄片經
過、街頭勸募發票等，更在去年，王晨蔚還到
日本的立命館大學進行老人服務的交流，這些
經歷讓她對於老人問題更多的體悟，「如果以
後可以的話，希望可以在服務長輩相關方面，
多盡些心力。」

在成長過程中，
王晨蔚對於公益
服務也有不同的認
識，小時候的單純
服務內容如公益園
遊會的志工，到長
大後直接服務弱勢
團體，如陪伴孤獨
老人等，她學習
到，在面對公益服
務的時候，其服務
內容與方式是必須
去切合到服務對象
真正的需要，「因為服務是使命與責任，而服
務對象並不一定是大家所謂的『弱勢團體』只
要是需要幫助的人都可能是我的服務對象，我
認為是身邊的每一個重要的人，有可能是家
人、朋友等，只要付出關懷和善意，就能幫助
到許多人。」

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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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現當代文學史

1

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中文編採實務、作文教
學、寫作訓練

1
歷史學系
1

資訊與圖書
館學系

1

大眾傳播學
系

1

資訊傳播學
系

1

物理學系

1

化學學系

1

1.歷史博士學位(歐美史)
2.助理教授以上(含)，副教授優先
3.能以英語授課者
1.具歷史博士學位
2.助理教授以上(含)，副教授優先
3.博士學位論文或代表著作需與中國中古史研究相關
4.最近三年至少主持一件國科會研究計畫
5.近三年內在THCI core等級之期刊發表至少一篇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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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媒體、文化創意產業相關領域具有實務、教學或研
究經驗者
3.能以英語授課者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2.能以英語授課者
1.物理或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2年以上博士後研究經驗
1.博士學位及1年以上工作經驗
2.能以英語授課

歐美史

中國中古史

圖書資訊學領域，具相
關研究或實務經驗者優
先考量
文化行銷、新媒體研
究、文化創意產業研究
行銷管理、產業分析、
傳播行銷相關領域
實驗物理（光電相關領
域優先考量）
化學相關領域

具備建築設計實務專
1.具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可擔任建築設計及其他相關建 長，另有數位設計、永
建築學系
1 築專業課程教學研究者
續設計或構築實作等專
2.能以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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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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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土木工程專長，以結
1
系
位，並能勝任學術研究及英語教學工作者
構工程相關領域為優先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相關領域之博士學位
水資源及環
水資源工程、水利工程
1 2.具研究潛力與教學熱忱
境工程學系
相關領域
3.能以英語授課
1.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機械、機電及相關領域博士學
機械與機電
1 位
光機電整合相關領域
工程學系
2.能以英語授課
1.信號處理、無線通訊
電機工程學
1.具電機、電子或資訊工程博士學位
2.電磁與微波技術、天
2
系
2.能以英語授課
線與傳播、第四/五代無
線通訊
資訊工程相關領域，雲
資訊工程學
1.畢業於資訊、電子或電機相關科系之博士
端運算、虛擬化技術、
2
系
2.能以英語授課
巨量資料分析、社群網
路服務等專長優先考慮
國際企業學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1
財務管理領域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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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金融學
1 2.財務金融相關科系，具研究潛力並有實務和教學經驗者 財務金融
系
3.能以英語授課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校院之博士學位
產業經濟學
個體經濟學、計量經濟
1 2.具經濟學相關領域之專長
系
學等
3.能以英語授課
資訊管理學
1.具博士學位
1
資訊管理相關領域
系
2.能以英語授課
運輸管理學
具交通運輸相關領域博士學位、論文發表具國際SCI、 運輸管理、交通控制、
1
系
SSCI索引且能英語授課優先。
資訊管理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校院之公共行政或公共政策
公共行政學
1 博士學位
公共政策、公共行政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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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譯、筆譯、翻譯理論
1
2.口譯、翻譯研究、英語教學或語言學
與實務
英文學系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碩士學位
口譯、筆譯、翻譯理論
1
2.口筆譯碩士學位，持口譯證照尤佳
與實務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且已取得 文 學 、 翻 譯 學 、 語 言
西班牙語文
2 有效之學歷證書者
學、語言教學及相關領
學系
2.外籍教師能以華語或英語授課為優先
域、漢學
法國語文學
法國文學、思潮與文
1 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證書
系
化，法語語言學與教學
應徵者需符合以下2項條件：
1.德國語言學
德國語文學
2 1.德國語言或文學博士學位
2.德國文學
系
2.有學術論文著作者
3.德語教學
日本語學、日本語教
日本語文學
2 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證書
育、日本文學、日本文
系
化
1.具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拉丁美洲研究相關領域
博士學位
拉丁美洲政治、經濟、
美洲研究所 1
2.拉美籍人士或本國籍皆可
社會、文化或歷史
3.具西班牙語授課能力
法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國際關係學、政治經濟史學 日本外交政策、日本外
亞洲研究所 1
博士
交史、日本國際關係
1.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學社會學、法律學、文化學等
中國大陸研
相關領域博士
社會學、法律學、文化
1
究所
2.能以英語授課
學等相關領域
3.具教授級教師資格證書者優先考慮
1.具教育科技相關領域
1.具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學校院之教育科技相關領域博士 專長
學位
2.並有成人教育、企業
教育科技學
1 2.助理教授(含)以上
管理、績效及人力管理
系
3.具學術發表績效及從事相關研究與實務經驗者優先
專長者為優先考量。
4.能以英語授課
3.或新媒體與傳播科技
相關設計製作專長。
教育政策與行政、教育
領導、學校行政、教育
1.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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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行為、教育計畫、
2 2.具學術發表績效及從事相關研究與實務經驗者優先
領導研究所
教育財政學、教育統
3.能以英語授課
計、教育研究法、量化
分析
1.具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主修心理學相關領域之博
士學位
教育心理與
2.具從事心理諮商或精神科個案實務工作經驗並提出證明 諮商理論、諮商實務
1
諮商研究所
者優先
心理復健領域
3.具國內外諮商或臨床心理師專業證照或精神專科醫師證
書者優先
課程與教學專長外，另
1.具國內、外大學教育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具下列專長，越多項者
課程與教學
2.副教授以上，具五年以上實務經驗，且具學術發展能力 為佳：
1
研究所
與績效。
1.課程比較研究
3.具第二外語專長者優先考慮。
2.課程與教學評鑑
3.課程政策與推動
1.具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視覺藝術(不含音樂)之博士
通識與核心
學位
1
視覺藝術(不含音樂)
課程中心
2.能以英語授課
3.相關著作、作品集、展演相關資料。
英美語言文
1.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
1
語言學相關
化學系
2.英語為母語之外籍人士
1.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國際政治經濟相關領
域博士學位。
人權議題研究、公共外
全球政治經
2.具備英語授課能力（本系所有課程均以英語授課）。
1
交、中國區域研究、東
濟學系
3.外國籍人士且能以中文日常溝通無礙者，優先考慮。
南亞區域研究。
4.有相當之海外求學或生活經驗者（本系教師須負擔輔導
學生大三出國義務），優先考慮。
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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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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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牡丹鄉石門國小

臺南市西港區西港國小

理學院

中國文學學
系

苗栗縣南庄鄉東河國小

中文系學會
歷史系學會

烏克麗麗搭配原民音 口袋琴獸多重奏

烏克麗麗成發吸引百人

服務地點

淡江大學103學年度延攬師資公告
單位別
專任教師

她將持續發揮
善心，以自身的
熱力散播給身邊
的每個人。（文
／姬雅瑄、攝影
／黃禹程）

建築學系

1

電機工程學
系

1

具備建築設計實
務專長，另有數
位設計、永續設
國外學者，在建築專業上有特殊之成就，可用英語擔任建
計或構築實作等
築設計及其他相關建築專業課程教學研究者
專長經驗者為優
(作品曾獲獎或參
加重要展覽尤佳)
嵌入式系統、智
1.具電機、電子或資訊工程博士學位
慧型控制、機器
2.能以英語授課
人設計、資機電
系統整合
國外學者，在資訊專業上有特殊之成就，可用英語擔任相 資 訊 安 全 、 電 腦
關資訊專業課程教學研究者
網路

聘 期
為
1 0 3
年 9
月 至
1 0 4
年 6
月

資訊工程學
1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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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年1月20日至103年2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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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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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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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