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 112 學年度延攬師資公告
專任教師

單位別 名額 學術專長、領域 其他條件

大眾傳播學系 1 數位內容產製、行銷傳播、新媒體研究或相
關領域。

1.具有下列專長與研究經驗者：
 (1)數位內容產製；
 (2)行銷傳播；
 (3)新媒體研究；
 (4)其他傳播相關領域。
2.具有實務經驗者優先考量。

資訊傳播學系 1 行銷傳播相關領域，包括數位行銷、創意事
業企劃、社群媒體行銷、大數據分析等。

具新媒體行銷傳播實務和教學經驗者
尤佳。

航空太空工程
學系 1 航太工程、機械工程、電機工程相關領域。 具研究潛力與教學熱忱。

財務金融學系 1 投資學、財務管理、金融科技、國際財務管理、
衍生性商品、數位金融及相關領域專長者。 具研究潛力並有實務和教學經驗者。

企業管理學系 1 一般管理、資訊管理、科技管理，或具跨領
域管理專長。

1.以教授一般管理、資訊管理、科技管
理、數位內容等相關管理課程者優先，
能英語授課者尤佳。
2.富教學研究熱誠、國外學經歷、具跨領
域專長背景，或產業合作經驗者尤佳。

資訊管理學系 1
網路技術與管理、數據科學、資料結構、物
件導向技術、資通安全、作業系統等資訊管
理相關專長。

具教學研究熱誠、能以英語授課，國外
學經歷者尤佳。

管理科學學系 1
優先徵求 ( 但不限於 ) 下列研究專長：金融
科技、財務工程、財務管理、決策分析、數
據科學、智能商務、人工智慧管理等。 

1. 應聘資格：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內或
國外大學所核發之管理博士學位。
2.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面試。
3. 富教學、服務、研究熱忱，具跨領
域專長背景者尤佳。

師資培育中心 1
具備教育社會學、學校行政、學科教材教法
與學科教學實習、教育哲學、教師專業發展
等專長。 

人工智慧學系 1 人工智慧之機器學習、數據分析、自然語言
處理、影像處理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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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齡健康管理
學研究所 1 長期照護、老人疾病、失智症、健康促進及

公共衛生等醫護相關領域。

客座教授
單位別 名額 學術專長、領域 其他條件 備註

建築學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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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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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聘期為 112 年 9 月
至 113 年 6 月。

說明：
一、具有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專院校之博士學位或具助理教授 ( 含 ) 以上教師資格證書者。
二、擬聘職級為助理教授 ( 含 ) 以上，能以流利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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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應徵教師請於 112 年 1 月 17 日至 112 年 2 月 17 日於「淡江大學教職員招募系統」登錄並上傳相關

資料（網址 https://ps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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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校網址 https://www.tku.edu.tw，人力資源處網址 https://www.h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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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劍社和東吳大學、文化大學1月10

至14日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辦「三校西洋

劍社聯合寒訓」，逾35人參加，透過技術

與知識的交流，建立情誼並增強技能。

　上午的流程多為跑步暖身、加強身體協

調性和敏捷性等基本體能訓練，以利學員

能更加進入運動狀態、提升活動表現，預

防傷害發生；下午則是擊劍對練和對打等

專業訓練，並於收操時進行討論。

　西洋劍社社長、西語三胡廣雁表示，活

動最後一天，淡江、東吳兩校都有畢業的

學長姐回來探望和交流，看見大家聊天時

有說有笑的模樣，彷彿各校之間的良好關

係都一直被傳承著。

　擊劍隊隊長、機械三王爵嘉分享，這次

寒訓不僅能和他校的擊劍選手一同訓練，

他們的教練也有上場一起和選手們比賽，

並以專業的技術細心指導，讓大家都有收

穫滿滿的訓練和體驗。（文／吳沂諠、圖

／西洋劍社提供）

　吉他社1月10至14日在E311舉辦第35屆

寒訓吉他營，逾50人參與，除了社員，也

開放對學習吉他有興趣的非社員，希望能

提升個人的音樂素養及吉他實力，期許帶

動校園音樂風氣，提供一個交流平臺。

　活動由學長姐的演出揭開序幕，炒熱現

場氣氛，並安排大地遊戲，拉近成員間的

距離。為了讓活動不侷限於技巧的學習，

課程安排更依據不同的曲調風格，邀請各

領域的專業人士到校主講，包括河岸留言

創辦人林正如、「好大一把勇者劍」及

「Double Jump」樂團，藉以擴展大家的視

野及專業知識，並在活動第四天舉辦了成

果發表會，檢視成員們的學習成果。

　營長、西語二李羿葳表示，前兩年受疫

情影響，已籌備的活動往往被迫中斷，趁

著近期疫情趨緩，加上學長姐回歸協助，

方能順利舉辦，希望平時受限於時間及距

離而無法參與社課的學員，都能利用這次

機會繼續學習。（文、攝影／高瑞妤）

　實驗劇團1月11至15日在實驗劇場舉辦

寒訓，共15名社員進行密集練習，目標是

讓新進成員能夠親身體驗劇組的運作。

　本次課程有表演課、肢體課、導演課、

即興劇課，以及操偶課，分別邀請初柏

漢、潘巴奈、李劭婕、賴謙德，以及黃思

瑋等5位老師親自指導。排戲的部分則由

學長姐擔任導演，學弟妹為演員，並在最

後一天展現成果。五天的寒訓，大家一起

上課、吃飯，也住在一起，團員間變得更

加熟悉，感情也更緊密，彼此都比之前更

為坦承，願意袒露自己脆弱的一面。

　團長、歷史四劉妙怡表示，自己沒有想

到可以和其他社員有如此貼近的互動，並

打開自己的心到這種程度，大家對於這次

的寒訓體驗都很不錯，甚至有學長姐稱讚

這是他們參加過最開心的一次，而新生也

成長許多，有人因此選擇參與下學期的演

員徵選，總而言之，這是個很成功的活

動。此外，劉妙怡透露，今年5月底將會

有公演計畫，請大家拭目以待。（文／林

芸丞、圖／實驗劇團提供）

　合唱團1月13至17日在工學大樓舉辦寒

訓音樂營，共37人參加，邀請駐團指揮林

坤輝主講「聲音寶庫的寶藏大搜索」、女

高音蕭涵指導聲樂課程，並由音樂劇演員

達姆拉．楚優吉帶領肢體課程，藉由密集

訓練，培養團隊默契及提升表演技能。

　第一天迎接學員時就進行分隊，後續活

動除了安排多堂的專業課程外，為培養學

員建立「暖聲前，先暖身」的習慣，早餐

前先在同舟廣場伸懶腰，讓身體的肌肉放

鬆，另外也穿插了玩遊戲和促膝長談的交

誼時間，讓學員們能在短時間熱絡感情。

　團長、電機二李子雋表示，自己是第一

次接任團長，對於舉辦這種大型活動有些

緊張，非常感謝學長姐及幹部們的大力協

助，讓活動能圓滿落幕，籌備過程真的很

累，但大家雖痛苦卻都快樂著，這次經驗

也讓自己加強了組織及統整能力，並從中

獲得許多寶貴經驗。（文／張瑜倫、圖／

合唱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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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校長讚許服務隊寒冬傳愛
　「寒假服務隊授旗典禮」於1月11日上午10

時在B713舉行，計有台南校友會、機器人研

究社、二齊校友會、嘉義雲林校友會、彰化

校友會、軟網社、種子課輔社、新北市校友

會服務隊於寒假期間至各地服務傳愛。校長

葛煥昭致詞表示，學生在疫情與寒冬中進行

社會服務，精神可嘉，非常值得讚許，並表

示服務活動連結了SDGs的多項目標，是達成

社會共好的一種方式。（文、攝影／黃偉）

社團寒訓增技能促情誼

　本校 111 年度歲末聯歡會於 1 月 18 日
下午在學生活動中心熱鬧登場，現場除頒
發多項獎勵外，更有文學院規劃的一系列
精彩表演，中場穿插最讓人期待的抽獎活
動，全校同仁齊聚一堂，在溫馨且歡樂的
氣氛中，一同送虎辭勝歲，迎兔躍新程。
（攝影／鍾子靖、鄧晴、黃偉）

葛校長（右 2）頒發「教學特優教師獎」。張董事長（右 2）頒發「教師執行研究計畫績效卓著獎」。

文學院啟動雙主播模式，由大傳系助理教
授馬雨沛（左）及校友王李中彥擔綱主持。

送虎辭勝歲迎兔躍新程 歲末聯歡盼大獎

葛校長（左 4）頒發「優良職工獎」。

葛校長（右 2）頒發「優良助教獎」。 龔庭偉表演氣體轉移，獲得如雷掌聲。驚聲詩社吟唱表演，吸引眾人目光。
魔術社指導老師、土木系校友龔庭偉帶來
精彩的魔術表演。葛校長（中）頒發「資深職工服務獎」。

八角塔男聲合唱團的表演讓人為之驚豔。

聽見自己中獎的瞬間，興奮得歡呼叫好。 111 年度歲末聯歡會由文學院團隊主辦。 明年歲末聯歡會將由理學院接手主辦，院
長施增廉揮旗致意。

葛校長（左 4）頒發「優良職工獎」。
總務處奪得「第 14 屆淡江品質卓越獎」，總務
長蕭瑞祥（左 2）「出席」領獎。

中獎同仁們至服務臺排隊兌獎、領紅包。
最大獎姜名譽董事長獎 3 萬元由退休同仁高
周寶玉獲得，現場同仁開心鼓掌祝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