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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別 名額 學歷及條件 學術專長

中國文學學系 3名 具中國文學(含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元曲、元代雜劇、現代戲劇、古典小
說、現代小說、民俗與文學、小學(文字
學、聲韻學、訓詁學)、詩經、楚辭

歷史學系 1名
1.具博士學位2.具教學經驗者優先
3.具文化觀覽經驗專長者優先

1.台灣史2.中國社會文化史3.文化觀覽相
關領域

資 訊 與 圖 書
館學系

1名
1.具博士學位2.具英語授課能力者
優先考慮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相關領域，具數位
出版或行動資訊服務應用經驗者尤佳

資訊傳播學系 1名
具互動科技設計相關領域博士學
位

互動科技設計相關研究

數學學系 1名 具博士學位 數學或統計
化學學系 2名 具博士學位及1年工作經驗 化學專長

建築學系

1名
具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可擔任
建築設計及其他相關建築專業課
程教學研究者 具建築、景觀設計或實務專長，或有設

計經驗者(作品曾獲獎或參加重要展覽尤
佳)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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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2名
具機械、機電等相關領域博士學
位

力學設計、精密製造及機電整合等相關
領域

電機工程學系 2名 具電機、電子或資訊工程博士學位
超大型積體電路、嵌入式系統
智慧型控制、機器人設計、資機電系統
整合

資訊工程學系 2名 具資訊、電子或電機相關科系博士
多媒體與數位學習
1.網路與通訊2.人工智慧

財務金融學系 2名 具博士學位
1.財務工程2.數量方法3.隨機微積分4.衍
生性商品

保險學系 1名 保險相關領域之國外學歷博士學位 1.風險管理2.人身保險3.行銷及經營管理

國際貿易學系 1名

1.具博士學位2.具英語授課能力
3.已發表或接受具有外審制度之
學術性期刊兩篇以上4.有國科會
計 畫 者 ， 為 優 先 考 量 對 象 5 . 自
傳、研究計畫書、博士論文各1份

商管或法學(智慧財產權法)相關領域之
專長，且能融合實務課程

產業經濟學系 1名 國內外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經濟學相關領域

會計學系 3名 具博士學位
審計
會計資訊系統
財務會計

企業管理學系 2名
1.具博士學位2.需發表有SSCI、
SCI等國際期刊索引之期刊論文
3.有產業服務經驗、可英語授課
者優先

企業管理內組織理論與管理、策略管
理、產業管理

企業管理內行銷管理、資訊管理之雙專長

資訊管理學系 2名 具資訊管理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可英語授課 資訊管理相關領域

運輸管理學系 1名 具博士學位、論文發表具國際SCI、
SSCI索引且能英語授課優先。 運輸管理、運輸經濟、智慧運輸系統

公共行政學系
2名 具公共行政或公共政策博士學位 公共政策、行政學
1名 具法律學博士學位 憲法、行政法領域

英文學系
2名 具英美文學或相關文學博士學位 英美文學或生態文學

2名 具語言學、英語教學博士學位
語言教學、網路教學、網路教材設計、
教學評量、語言學、應用語言學

西 班 牙 語 文
學系

1名 具博士學位及副教授(含)以上資格 語言、文學、大眾傳播專業

法國語文學系
1名 具博士學位及副教授(含)以上資格 語言、文學、法語口譯

1名 具博士學位 法語筆譯

德國語文學系 1名 1.具德國博士學位2.有論文著作者
3.有教學經驗者

德語文學、文化、教學、翻譯、經貿等
相關領域

日本語文學系 3名 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含)以上教
師證書

日本語學或日本語教育
日本文學、日治時期文學

歐洲研究所 1名 具經貿或財經博士學位 1.俄羅斯經貿或財經2.泛歐洲經濟

美洲研究所
1名 具美國社會、歷史或經濟學博士

學位 美國社會、歷史或經濟

1名
1.具拉丁美洲政治、社會、歷史
或經濟學博士學位2.外籍人士優
先

拉丁美洲政治、社會、歷史或經濟

國際事務與戰
略研究所

1名 具博士學位
國際經濟、國際戰略、戰爭理論研究及
其他相關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

亞洲研究所 1名 具日本法學、日本政治學博士學位 日本外交政策、日本外交史
中 國 大 陸 研
究所

1名
1.具博士學位及副教授(含)以上資
格2.具英語授課能力3.具學術發表
績效或從事相關研究經驗者

中國大陸法律領域

教育心理與諮
商研究所

1名
1.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含)以上
資格證書2.具學術發表績效或從事
相關研究經驗3.具臨床或實務工作
經驗

諮商督導、認知治療、家族治療、表達
性藝術治療、生涯諮商

通識與核心課
程中心

1名
1.具哲學博士學位2.具學術發表
績效或從事相關研究與實務經驗
3.具英語授課與教學實務經驗者
優先

哲學或宗教領

資訊創新與科技
管理學系

1名 1.具博士學位2.具英語授課能力 智慧型資訊、軟體工程、網路通訊

旅遊與旅館管
理學系

1名 1.具博士學位2.具全英語授課能力 旅遊、觀光及旅館管理相關專長領域

多 元 文 化 與

語言學系
4名 1.具博士學位2.具全英語授課能力

應用語言學
語言教育、課程與教學
英、美文學與文化
商用英文，英文寫作，口語訓練，觀光
英語

全 球 化 政 治
與經濟學系

1名 1.具博士學位2.具全英語授課能力 國際政治經濟相關領域

體育教學組 3名

1.具體育領域碩士以上學位2.大學
為體育科系畢業 3.具行政經歷及研
究潛力4.錄取後需辦理體育行政工
作3年，並負責代表隊訓練5.應徵者
應檢附下列資料：（1）本校規定資
料（2）大學成績單正本及畢業證書
影本（3）各項證照、比賽成績及行
政經歷證明影本

足球、水域活動、羽球（請於信封註明
應徵專長）

總計 62名

說明：
一、各系所擬聘職稱除英文學系及體育教學組或另有要求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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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資料如下：
(一)應徵教師資格審核表、應徵教師主要論著及發表期刊目錄(請逕自人事室網站下
載填寫)。
(二)最高學歷證書(或臨時學位證明函)影本、成績單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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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推薦函正本2份。
(四)最高教師資格證書影本（無則免附）。
(五)未具博士學位之助理教授及副教授（含）以上未具資格證書者，須有5年內已
出版之論著4篇以上之一覽表。
(六)本國籍男性請附退伍或免役證明。
三、待遇比照公立學校標準，副教授（含）以上博士學位者每月另支7,000元加
給，任教滿1年後，得依本校「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申請研究獎助。
四、申請截止日期為99年2月26日(星期五)，資料請逕寄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淡江大學人事室收，信封請務必註明應徵系所及姓名（郵戳為憑，恕不退件）。
五、本校網址 http://www.tku.edu.tw，人事室網址http://www2.tku.edu.tw/~ap。

 

淡江大學99學年度延攬師資公告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四日 星期一 經濟三李佳玲：告別舊的一年，迎向新的開始，你的下一站幸福在哪呢？

學聲

　【記者余孟珊淡水校園報導】合唱團與校友團75
人組隊，於上月27日參加在國父紀念館舉辦的第14
屆全國中山杯金嗓獎合唱賽，從26組人馬中脫穎而
出，勇奪冠軍，獲獎杯1座、獎金5萬元。宣布獎項
時評審故意賣關子，說到：「第1名是......大家喜歡
淡水嗎？」全場靜默，全團尖叫，校友團學姊忍不
住淚眼婆娑，所有的辛苦都化作喜悅。
　合唱團參加組別為「社會組」，與其他職業團
體、校友團一同較勁，更顯出合唱團的堅強實力，
其中以自選曲<豪雨>，應用不和諧的音堆，表現
出奇妙的聲音效果，在音樂表現、技巧、指揮、伴
奏、團體精神，都獲得評審青睞。助理指揮產經三
黃嘉蕙表示：「社會組競爭較學生組激烈，我們想
挑戰自己。」學長姊工作雖忙，還是抽空回來練

合唱團豪雨磅礴中山杯冠群雄

　「時時刻刻學習僕人謙卑的態度服侍大眾，
最後你也能成為了不起的領袖！」這是「Best 
Generation僕人領袖社」社員的精神指標。平
日，社員們會不定期地到彼此家中談天說地、分
享經驗及聯絡感情；每逢特別節日，也都會準備
大大小小活動陪你快樂過節，就像是個溫馨的大
家庭。社長保險二吳獻惠表示：「希望透過這個
社團，邀請對生命信仰有熱忱的朋友們，一起互
相交流及分享。」社課時間及地點為每週六晚上
6時至9時30分在淡江教會，歡迎加入！（文／王
育瑄、攝影／曾煥元）

98新社團登場
僕人領袖社

期末成果 展學習點點滴滴 

學生議員選舉11人當選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第24屆學生議員於
上月24日開票，並於上月29日在L205宣誓就職。12
人參選，淡水校園8位、蘭陽校園3人當選。
　議員選舉執行長財金四王聖喋表示，本次選舉和
往年上學期的議員選舉相較，投票率上升，顯現學
生表達權益的意識提高，「希望新進議員能兌現他
們的政見，不枉費同學的支持。」當選議員最高票
由數學四陳思伶以113票拿下，她感謝同學支持，
期待新會期的來臨，能為同學改善衝堂制度等問
題，為全校服務。
　當選議員為理學院數學四陳思伶，工學院土木四
林智仁，外語學院俄文四趙新柔，商學院財金三陳
韵蓁、財金四鄔承渟，管理學院公行三黃立欣、陳
碧宗，國際學院戰略所碩二陳翼均，社區發展學院
服務四陳亞麟，創業發展學院旅遊一林哲頤，全球
化研究與發展學院政經一陳彥甫。

文學院盃最大贏家：中文系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誰說中文系就是
文弱書生？！於上月26、27日舉辦的文學院球類競
賽，中文系一舉奪得男籃、女籃及女排冠軍，拿下
3冠王。中文系女籃今年是4連霸，隊長中文四張怡
雯表示， 在一番激烈爭鬥下終於奪冠，她開心地
說：「本來很擔心學姐畢業無法繼續蟬聯冠軍，但
我們做到了！希望學妹能將這份榮譽傳承下去。」
　張怡雯也提及，冠軍賽對上教科系時，雙方全力
較勁，火藥味十足，比賽裁判甚至打趣道：「你們
是在打球，還是在打架？！」另外，成績排名第2
的資圖系，獲得男排、壘球雙冠軍。男排隊長資圖
三王致霖表示，冠軍賽對上大傳系時，對方扣球威
力驚人，所以採用攔網攻勢進行防守，驚險搶下冠
軍；壘球隊長資圖三宋泓駿指出，印象最深刻的是
對中文系的那場比賽，一開始雖然落後，但憑著不
放棄的精神，再加上教練的鼓舞，士氣大增，終於
逆轉奪冠，「希望學弟妹好好練球，為系爭光。」

捲報變身雜誌風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捲報」邁入第4
年，如今要變身了！改變以往設計，改以「雜誌
式」風格。學生會會長水環三陳聖致表示，捲報的
發行是想讓同學從中獲得資訊，並具活潑感。
　總編輯財金二王遇安說，除介紹學生會活動資訊
外，還加入跨年情報及學生會上學期活動的收支
表，讓同學了解學生會費怎麼花！數學一林伯鑫分
享「拿到捲報，對於校園內的活動及文藝資訊都有
更深的了解」。

日式年味忘年祭　超卡娃伊

習，她感激地說：「學長姊實力堅強，
而且義氣相挺。」校友團團長數學系系
友溫琴慧談到過程，雖然很辛苦，但也
因比賽讓學長姊及學弟妹可以有機會交
流，看到學弟妹們盡心的付出，也感染
了他們的青春活力與熱情。」
　社長化學三高振堯表示，駐團指揮
也是本校數學系校友林坤輝，在過程

中細心耐心的指導細節，是致勝的關
鍵！「很多人抱病上場，大家真的很努
力。」而為了詮釋自選曲<豪雨>的磅礴
氣勢，合唱團向管樂社借樂器搬到國父
紀念館，以鐵琴、大鼓、風琴、雷板、
鈸製造出狂風暴雨，並以手指彈出雨滴
效果，最後一刻，雨漸漸變小，直至彈
指到最終雨滴落下，完美演出。評審稱

讚曲目挑得難，但能完美呈現，<豪雨>
聲部比普通歌曲多，需要14個聲部，光
是女高音就分了7個聲部，把聲音一層一
層堆疊上去，是個極為細膩的作品。」
高中時期學過聲樂的團員中文一顏瑜表
示，淡江合唱團真的很專業，讓我在音
感及聽力的敏銳度有長足的進步，除了
得獎，收獲真的很多。

西洋劍社軍刀 獲輔大盃冠軍

桌球社抱回1冠1亞1季
　【記者陳韵蓁淡水校園報導】桌球社
日前參加由輔仁大學主辦的「第十五屆
輔大盃全國大專院校桌球錦標賽」，來
自全台各地逢甲、陽明、清大、政大等
近50校勁旅中，由資創一陳人豪抱回男
子單打冠軍，另女子團體獲亞軍及男女
混雙季軍。
  桌球社新血陳人豪，實力堅強、過關
斬將，即使碰上逢甲強敵，賽事陷入膠
著，也穩定表現。陳人豪表示，感謝社
員幫我加油，讓我更有鬥志。女子團體
賽由國貿三魏靖芬、財金四陳韻婷聯
手，預賽中迎戰的東海、逢甲，皆以
3：0完封對方；雖然遇上強勁對手弘光
科大，我方不敢掉以輕心，搭配策略運
用，發揮實力而奪得勝利。複賽時，前
面三場比賽順利打敗對方，氣勢如虹。
社長資工二游宛軒表示，教練體育室講
師李欣靜，會在旁邊指導並不斷鼓勵，

讓我們不致於過度緊張，這次比賽大家
都表現得很好，不過尚有進步空間，未
來會加強雙打訓練。

靠念力  張羽帆攀得第4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由教育
部主辦「98學年度攀登錦標賽」於上月
19日在東海大學攀岩場展開激烈角逐，
攀岩社社長會計三張羽帆以其沉穩的平
衡感、俐落的身手，與台大、交大、北
體等近20所大學較勁，獲速度賽第4名。
　第二次參賽張羽帆表示，上屆比賽雖
然落敗，但從去年的競賽中吸取經驗，
而今年再度捲土重來，除在賽前緊密的
安排訓練課程外，更前往內湖、樹林、
北投等攀岩場作不同的情境練習，「在
比賽中，唯一所想的就是往上邁進，每
跨一步，就離成功愈來愈近。」

合氣道黑馬謝春文　常勝軍底慧玲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由教育部

主辦的「98學年度合氣道錦標賽」於上
月20日在修平技術學院正式開打，本校
以流暢的動作、絕佳的默契，應用技法
組由建築四底慧玲、基本技法組由日文
四謝春文，雙雙拿下亞軍。
　在基本技法組部分，日文四謝春文以
黑馬之姿勝出，大學才接觸合氣道的
她，有社課就卯足全力練習，她說：
「這是大學最後一次比賽，也是社團中
最難忘的記憶。」高中即接觸合氣道的
建築四底慧玲，是合氣道常勝軍，去年
曾於全國大專院校合氣道比賽基本技
法組榮獲季軍的她，今年挑戰難度較高
的應用技法組，她表示，合氣道的精神
在於「不爭不鬥」，講究以圓軸帶動肢
體力道的呈現，並非攻擊而是要求「圓
融」的應對進退，這次參加應用技法比
賽，是對自己在合氣道學習的另一番考
驗，未來將持續練習，向明年大專院校
冠軍邁進。

好樣的社團身手俐落 打出好成績 

長口琴展琴境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聆韻口
琴社於上月28日晚上7時在文錙音樂廳
舉辦「琴境」期末成果展，現場有號稱
「最重的口琴」吹奏出渾厚的低音及
「最長的口琴」當和絃，奏出濃濃異國
情調的13首曲子，讓所有人如痴如醉。
　純口琴的演奏，給人不同凡響的感
受，有法國曲目<郭瑟克嘉禾舞曲>及
<丸子三兄弟>、神隱少女插曲<Day of 
the River>等引人入勝的曲目。而在觀眾
「安可」聲下，「挖哩咧Boy」以逗趣
的方式表演時下最夯的<Sorry Sorry>和
<Nobody>，聽眾掌聲如雷。教科二陳韻
如興奮地表示：「想不到口琴有這麼多
不同種類，讓我大開眼界！」

更正啟事

　【記者張靜怡淡水校園報導】慶祝新的一
年，日文系於30日中午12時在外語大樓1樓大
廳，舉辦日式年味十足的「忘年會」，壽司、
味噌及紅豆湯吸引不少學生排隊體驗美食，觀
賞阿波舞、日本舞的觀眾或站或坐，專注的看
著表演，阿波舞社的社員穿著傳統服裝，手腳
誇張地舉起，看似有力卻又輕輕放下，充滿活
力地大喊：「依呀豆殺！呀豆、呀豆！」逗趣
的姿態一開場就炒熱氣氛，讓大家從品茶體會
日本迎接新年的方式。
　日本文化研究社帶來日本舞，一出場就以
「卡娃伊」的和服造型，讓現場許多人立刻拿

出相機，捕捉曼妙舞姿。決策三陳姵瑀說：
「阿波舞的表演，讓人好像真的到了日本看祭
典，更可以感受到歡樂的氣氛。」對於阿波舞
及日本舞的表演，直說「好有趣。」緊接著
「搗麻糬」，日文系講師黑島千代表示，元旦
吃麻糬是日本的傳統，象徵「團圓」的意思，
所以在元旦的前一兩天家家都會搗麻糬。不少
學生搶著體驗搗麻糬，使勁的程度連木槌都裂
了！同學開玩笑說：「把寫論文的怨氣都發洩
在上面了！」數學四莊舜竹興奮地說：「搗麻
糬的木槌好重，第一次搗麻糬還不小心打錯地
方，但是很好玩。」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活動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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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蘭陽 網路淡水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西洋劍
社再傳捷報，繼海大盃之後男子軍刀
組再獲輔大盃冠軍！上月26、27日參加
第13屆輔大擊劍邀請賽，男子軍刀組在
40隊參賽隊伍中，由教練王順民冷靜分
析敵情、發現敵手弱點指導下，奪下冠
軍！男子銳劍組晉級前八強；女子組不
讓鬚眉，入圍鈍劍前八強。
　為在比賽奪得佳績，西洋劍社利用賽
前三週加緊練習，隊長航太三兵耿豪表

示，由於比賽不分年齡與組別，遇見專
業西洋劍士的機會極高，由於實戰經驗
不夠，速度、體力都不及對方，故戰略
運用格外重要。由於對戰當天隊伍多達
40隊，軍刀組成員化材四李鎮全、電機
二張斯閔、德文二吳東橋對上北市代表
隊，李鎮全說：「一開始動作不流暢，
第一場原本預計以5：3取勝，但最後卻
以4：5收場。」但輸人不輸陣，場邊西
洋劍社成員加油聲勢浩大，加上教練在

一旁分析敵情，發現敵手受攻擊時會慣
性縮手，進行到第6場賽事，李鎮全抓緊
對手縮手的時機，從反方向攻擊，終於
克敵致勝追回失分，以45：31的佳績奪
得金牌。西洋劍社社長張斯閔說：「輔
大盃是我們這學期碰上的第一場大型比
賽，由於是團體賽，社員們目標一致，
經過兩天的賽程，不但向心力變好，也
練出團隊默契，希望往後互相扶持鼓
勵，下學期全力殺敵！」

國樂奏出壯麗國畫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國樂社
上月29日在文錙音樂廳期末公演「逐歌
追韻」，磅礴的樂聲，彷彿一幅壯麗的
國畫，鋼琴與揚琴的合奏，巧妙融合古
典與現代，而團員服裝上搭配中山裝及
旗袍，更讓觀眾眼睛一亮，除了優美的
樂聲外，更有視覺的享受。

　以<竹歌>、<瑤族舞曲>、<阿拉木汗
>等樂曲，低沈柔和的笛聲、明朗清澈
的高胡加上輕快的揚琴等樂器，讓接近
年終的夜晚，泛著濃濃的中國風味。應
觀眾要求的安可曲<夜來香>，忽然出現
合唱團演唱，令觀眾驚喜不已。現場觀
眾會計二王君勤說，「鋼琴與揚琴中西
合璧很有味道，讓我想加入國樂社。」

　文錙音樂廳成弦樂大舞台
　【記者施雅慧、王育瑄淡水校園報
導】弦樂社「琴舞飛揚」期末音樂會於
上月30日在文錙音樂廳開奏，開場演奏
者自觀眾席，奏著走向舞台，給觀眾
耳目一新的感受。社長土木二賴育暘表
示：「今年不同以往的演出是為顛覆過
去形象設計的！」
　古典舞及現代舞曲隨著指揮舞著，好
似音符隨其手勢揚起。受邀觀眾機電二
田方儒表演敲擊三角鐵，在指揮的指導

下，經過三次終於成功詮釋琴弦之間叮
叮咚咚的「對話」，過程也逗得觀眾哈
哈大笑，並獲得如雷的掌聲。他表示：
「受邀上台對身為觀眾的我，是很特別
的經驗！」在安可聲不斷的呼喊下，弦
樂社演出的最後一首安可曲，演出過去
觀眾指名想聽的<流浪到淡水>，在「乎
乾啦！」及熱烈掌聲中，文錙音樂廳
彷彿一個大型舞台，演者、觀眾都在其
中陶醉著。會計三陳榆姍及林佩欣觀賞
完後表示：「進場時的橋段讓人印象深
刻，與觀眾的互動更是精采！」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西音社
繼上月8日的「西音大道─校內成果發
表會」的熱情演出，上月28日再度舉辦
「COLOR ROCK大型成果發表會」，
一改以暗色調為主的舞台設計，團員穿
著五顏六色，讓覺軒花園閃閃亮亮！
　吉他、貝斯、爵士鼓、再加上熱情的
觀眾，這是個搖滾奔放的夜晚。舞台
上，熱情觀眾盡情嘶吼，遠遠地就聽到
覺軒花園充滿爆發力的電吉他與節奏感
十足的爵士鼓聲響。西音社拿出看家本
領，派出「Emergency」、「派克邦」、
「無名樂團」等經驗豐富的樂團，還有
「西音大道」的冠軍樂團「Warthog」。
「Warthog」重現「西音大道」時的冠軍
歌曲<Die Mother Fucking Die>，昏暗的
燈光下，以狂野的嘶吼聲開場，引爆觀
眾滿腔熱情，也在這奔放夜晚，展現出
團員才華洋溢的一面。 

西音搖滾奔放夜

國標社熱情勁舞 　在寒風冷冽的夜晚
中，學生活動中心卻
傳來一陣陣的尖叫
聲！國標社在上月26
日舉辦「情深深．舞
濛濛」成果展，並邀
請文化大學國標社尬
舞，不論是熱情的森
巴、浪漫的倫巴或充
滿活力的恰恰，華麗
的舞技都讓現場觀眾
大呼過癮。第一次參
與演出的法文一蔡明
傑表示，為了成果展
持續一星期都練到晚
上11時，表演前緊張
到無法說話，最後抱
著「豁出去」的心
情，將演出做到最
好。（文／施雅慧．
劉瀚之攝）

　本報第773期，98學年度新生盃賽果圖表，誤植
女子組排球冠軍，應為統計系。

日本舞舞者舉手投足，韻味十足。
（攝影／劉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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