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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管三林君恬：每到期末考週，都可以感受到肝在角落拿著手帕啜泣的樣子。

康輔賦予服務價值 李青芳獲傑出領袖
【本報訊】電機四李青芳參加國際傑
人會第17屆傑青獎傑出領袖選拔，在全
國推薦的優秀領袖中脫穎而出，除了獲
獎牌與獎金，將於今年3月晉見總統。李
青芳笑說，得獎的那一刻，回想大學的
日子，引導他踏進服務世界的課外組專
員李美蘭、社團裡高標準磨練我成長進
步的學長姊，以及一起完成夢想的康十
夥伴。「沒有他們，就沒有傑出領袖的
我。」
繼2002年炬光社謝欣璇、2006年羅浮
群劉丞偉曾獲該獎，今年康輔社李青芳
再獲國際傑人會肯定。回憶在康輔社的
日子，他表示，由於在社團得到多方的
磨練，才得以參加國際傑人會傑青獎評
選，在與3個評審對談中，他談到，康
李青芳在柬埔寨從事志工服務。（圖 李青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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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社是其大學生活的重心，社團活動中
學會從「人」出發，度過學習瓶頸，讓
社員產生歸屬感及認同感，並在面對壓
力、時間管理及組織規劃等方面收穫很
多。當時評審問他：「康輔與服務的關
係？」在僅能以口述方式表達的限制
下，他說「康輔如同一座寶山，會賦予
你許多能力，幫助你實現夢想！」
傑出領袖李青芳除了取得青年活動企
劃師（CCAPP）職能證照外，去年也
曾參加柬埔寨國際志工服務隊，在那遙
遠的古文明國度戰火下，幾近隕落的國
家，他抱持著服務信念在暑假前往柬埔
寨服務學習。從甄選到培訓，期間有衝
突，也有火花，在時間與壓力的雙重刺
激下，為了讓那服務的小小種子，在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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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服務隊18日接授旗
【記者余孟珊、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
將於18日在商館B712舉行「服務隊授旗暨行前講
習」，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到場為同學授旗並加油
打氣！寒假共有康輔社、大地環保工作團、淡江海
天青、蘭陽志工服務隊、蘭陽校園熱舞社、柬埔寨
服務學習團等17個服務隊，不畏低溫，將由南到北
全台灣跑透透，更遠到柬埔寨，愛心不落人後！
服務隊內容多元，其中資訊創新科技學系學會，
舉辦資訊體驗營-資碼開門，將於25至27日至宜蘭
蘇澳無尾港社區進行服務課程，資通系學會會長資
通二莊佳倫表示，將教導國小學生電腦的基礎課
程，並以遊戲、戲劇方式呈現資訊安全的概念，還
有教導烤pizza及包水餃等生活常用技巧教學。

臺日獎學金3生獲獎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國際交流暨國際教
育處於日前公布「2010年第一期日本交流協會短期
交換生留學生獎學金」獲獎名單，由本校日文三金
瑋琦、葉瓔慧、及日文碩一蔡淑婷3位同學獲獎。
獲獎同學皆於上學期獲得98學年赴日本交換生資
格，也將於下學期赴日本修習課業。將至日本駒澤
大學的金瑋琦說，會選擇唸淡江，是因大三留學制
度盛行，出國留學拓展視野，尤其受系上教師影響
很深，大多數教師都曾留學日本，希望未來有機會
成為日文老師，為教育奉獻。將至日本青山學院大
學的蔡淑婷表示，到日本學習的課程選擇較多元，
對於未來想當翻譯的她，到日本親身學習比從書面
學習的效益更大呢！

校安中心關心同學安全 籲結伴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軍訓室關心同學的
安全，軍訓室教官王啟光提醒，在天色較早昏暗的
冬天，又接近寒假，同學應隨時注意自己身處周遭
環境的安全。經常往返圖側的大傳三趙瑩表示，圖
書館廁所位於側邊，平時較無人時會覺得很恐怖，
希望學校能加裝監視器等安全設備。
王啟光也提醒夜歸的同學要注意人身安全，最好
能結伴同行，或隨身攜帶防身用品。校安中心也將
建議學校針對全校各項安全設備，整體檢討，除了
增加昏暗路燈的亮度，改善照明設備外，同時建議
汰換舊監視器，加強攝影功能。希望能避免圖書館
女廁學生被偷窺、圖書館學生離開座位，隨身物品
被偷竊等類似事件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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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牛津布魯克斯大學
牛津布魯克斯大學（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位於英國學術名城－牛津，創立於
1865年，前身為牛津藝術學院，1992年正式命名
為「牛津布魯克斯大學」，與本校於2006年11月
締結為姊妹校，成為本校第92所姊妹校。
該校現已為英國最具特色之綜合性大學，設有
八大學院，其中商學院最為著名；該校連續八年
被《泰晤士報》評為最優秀的英國大學之一及最
佳新式大學，在英國教學質量評估機構（QAA）
中所有商科課程皆在中高分範圍之列；各學科人
才出類拔萃，應屆畢業生就業率排行第八，高品
質的教學及國際聲譽吸引來自英國及世界各地的
學生，該校學生約17000名，當中包括近4000名
來自130個不同國家的海外留學生。本校蘭陽校
區進行大三出國
留學，創業發展
學院及全球化研
究與發展學院至
今共有10名學生
到牛津布魯克斯
大學作短期留
學，而當中已有
5名順利完成修
業。（林姍亭）

攝影／林奕宏

主管體能進步了！體育課的功勞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上完一學期的
體育課，你是否感到活力充沛呢？本學期首辦
的主管體育課程，8週課程告一段落，於上月15
日針對上課人員，進行體適能檢測後測，結果
顯示體能有進步。
體育室主任蕭淑芬分析，由於主管年齡層面
廣，在體能上有不同的差異，加上校務繁忙，
讓課程參與度受到影響。蕭淑芬說，檢測結果
當然比不上年輕人，但整體肌力、耐力上，的
確有成效，她歸功於課程中，無形建立起運動
習慣，有效消除壓力所帶來的疲勞。鑒於本學
期的成效，體育室也將於下學期規劃全校教職
員的體育課，希望透過多元體育課程，「吸引
全校教職員動起來，體驗運動的樂趣。」
「有很大的進步！」親自參與體適能前後測
的學術副校長陳幹男以雀躍的心情，分享上完
一學期體育課的改變。陳幹男表示，本來就有
每天健走一萬步的習慣，但大部分時間還是
坐在電腦前工作，藉由這學期體育課的機會，
讓運動時間增加，「做運動就像做學問一樣認
真！」他以選修的乒乓球課程為例，在「國手
教師」的帶領下，球技有進步。陳幹男說，後
測結果顯示體力及耐力變得比以前更好，「我
就是見證人！」他鼓勵所有教職員都能結伴一
同運動，享受運動帶來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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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科系的學生作品當中脫穎而出
的原因。他解釋：「只要讓車子加
速到時速108公里，要在兩秒內橫
跨兩棟大樓是有可能的，然而影片
中會場空間太小，需有爆炸產生的
氣流作為推力才能達成，這個原理
就跟火箭發射上外太空是一樣的道
理。」
高中唸理組的劉柏修表示，為了
比賽，他研究過許多電影中的物理
現象，最終選定柯南電影作為主
題，因為他與女友都很喜歡這部卡
通。製作過程當中，最困難的地方
就是主題的發想及表現的手法，他
笑說：「很感謝我的女友提供許多
想法與建議，也感謝幫我作曲的資
傳系系友丁天牧，讓我的作品增添
更多的創意和樂趣。」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還
記得名偵探柯南電影「往天國的倒
數計時」裡主角們驅車飛越大樓的
刺激場景嗎？資傳碩二劉柏修日前
參加交大主辦「看電影談物理」比
賽，參賽之flash動畫作品，以探討
電影主角是否真能駕車飛越落差10
公尺、間距20公尺兩棟樓樓頂的物
理原理為主題，動畫中愛因斯坦化
身逗趣形象為大家講解物理原理。
作品歷經3階段嚴謹評選，自全國
88件影片、圖片、照片等作品中，
奪下第2名佳績，獎金近3萬元。
劉柏修憑藉著資傳系所長，製作
生動活潑的flash動畫，藉由物理大
師愛因斯坦活靈活現的在影片中講
解原理，再搭配淺顯易懂的公式演
算及量身訂做的配樂，是他從眾多

建築系劉凱欣駐柑腳
規劃養生村地景

擁有很好的自然環境，雖然語言不
通，但可以感受到阿公阿嬤的親切
與純樸，他們喜歡跟人聊天，即使
語言不通也會跟我比手畫腳，訴說
種田的過程，每當我繪製設計圖
時，總會有許多溫暖的回憶跟著竄
出。」
養生村16日將成立「柑腳養生事
務所」提供半日遊、一日遊等服務
行程，劉凱欣表示，地景規劃只是
村落轉型的第一步，現在阿公阿嬤
正透過學習刮痧、按摩及中醫治療
的方式，將養生村發展為一個專門
人群排毒、減壓的觀光村落。而觀
察與設計柑腳養生村地景，也是劉
凱欣的畢業論文的重要素材，她開
心地說：「我很喜歡當地的氛圍，
若有機會王俊雄老師還會帶領大學
一、二年級生來此地辦工作營，一
同為養生村民圓夢！」

【記者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夢
想基金會董事長蔡聰明邀請本校建
築碩二劉凱欣，合作規劃養生村地
景，計劃將台北縣雙溪鄉長源村打
造成養生村，並將於16日（週六）
在養生村舉辦小型展覽，除了告訴
居民水土保持的重要性，講解未來
的規劃藍圖。
長源村人口嚴重外移，在村民
與村長的討論下，去年7月決定與
夢想基金會聯手，計劃打造成養生
村，為了瞭解昔名「柑腳」的地
景，劉凱欣於去年7月親自到此地
駐紮2個月，除了勘查地形外，也
身體力行體驗當地村民生活方式，
她運用村落水文與地理相互結合的
特點，將12公里的鄉村規劃成永續
發展的農業區，並設計登山步道、
公車亭等觀光景點，不諳台語的劉
凱欣說：「這裡地貌相當複雜，卻

２百餘師生吉大交流 共體北國風情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大陸所碩二程文政等9
位同學，上月19日至26日，在資工系副教授許輝煌的帶
領下，前往大陸參加由姊妹校吉林大學舉辦的「第8屆
北國風情冬令營」，與台大、政大、逢甲等數十所大
學，共兩百餘位師生交流。
活動內容除在吉林大學進行講座，講授東北文化及歷
史外，還參觀長春市及哈爾濱市，另安排滑雪、滑冰及
冰雕展的行程。在出發前，9位同學和許輝煌早在學校
內聚餐開會，討論晚會表演題材。程文政分享，表演的
內容是歌曲剪輯而成的歌舞劇，相較於大陸同學的表演
傳統民俗舞蹈，我們較活潑有創意。
與大陸學生交流中，程文政發現，他們的生活較制
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起認真唸書，相對台灣
學生，生活多采多姿，學習較多元。談到營隊生活，他
說，到大陸參觀偽滿皇宮，看到溥儀當皇帝的史蹟，還

參觀東北虎林園，見到活生生的老虎在面前跑跳，很新鮮。此外，印象
較深刻的是在結凍的水庫上滑冰，「初體驗的我還跌個狗吃屎呢！」而
在水庫旁的魚市場，冰封中挖洞捕魚，這樣的體驗真的別具特色。

【記者江啟義淡水校園報導】學生
會將於2月18至19日在蘭陽校園舉辦
「Bravo！青春」寒假幹部訓練，除檢
討過去一學期的活動缺點及改正外，更
希望藉由寒假期間，提前訓練儲備幹
部，以提升整體能力。
寒訓執行長財金三戴嫚珊表示，今年
寒訓定名為「Bravo！青春」，Bravo意
為喝采聲，希望參加的學生會成員們，
都能把握寒訓課程，並且共同為青春喝
采。寒訓內容分為講座及實作兩部分，
將邀請學務長柯志恩講授領導能力，而
學生會幹部也擔任講師，教導如何拉贊
助、跑公文等。學生會會長水環三陳聖
致說明，今年寒訓首次移師蘭陽，也希
望與蘭陽校園的學生會秘書團交流，並

名額 學歷及條件

學術專長

元曲、元代雜劇、現代戲劇、古典小
中國文學學系 3名 具中國文學(含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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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台灣史2.中國社會文化史3.文化觀覽相
3.具文化觀覽經驗專長者優先
關領域

資訊與圖書
1.具博士學位2.具英語授課能力者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相關領域，具數位
1名
館學系
優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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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動科技設計相關研究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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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可擔任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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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學者，在建築專業上有特殊 計經驗者(作品曾獲獎或參加重要展覽尤
之成就，可用英語擔任建築設計 佳)
1名
及其他相關建築專業課程教學研
究者

機械與機電工
具機械、機電等相關領域博士學 力學設計、精密製造及機電整合等相關
2名
程學系
位
領域
超大型積體電路、嵌入式系統
電機工程學系 2名 具電機、電子或資訊工程博士學位

資訊工程學系 2名 具資訊、電子或電機相關科系博士
財務金融學系 2名 具博士學位
保險學系

智慧型控制、機器人設計、資機電系統
整合
多媒體與數位學習
1.網路與通訊2.人工智慧
1.財務工程2.數量方法3.隨機微積分4.衍
生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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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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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管或法學(智慧財產權法)相關領域之

國際企業學系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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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長，且能融合實務課程
傳、研究計畫書、博士論文各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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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

會計學系

3名 具博士學位

會計資訊系統
財務會計

1.具博士學位2.需發表有SSCI、 企 業 管 理 內 組 織 理 論 與 管 理 、 策 略 管
理、產業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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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管理內行銷管理、資訊管理之雙專長
者優先
具資訊管理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資訊管理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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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管理學系 2名 可英語授課
運輸管理學系 1名
公共行政學系

英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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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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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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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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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語文學、文化、教學、翻譯、經貿等
德國語文學系 1名 1.具德國博士學位2.有論文著作者
相關領域
3.有教學經驗者

日本語學或日本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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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研究所

1名 具美國社會、歷史或經濟學博士
美國社會、歷史或經濟
學位
1.具拉丁美洲政治、社會、歷史
1名 或經濟學博士學位2.外籍人士優 拉丁美洲政治、社會、歷史或經濟
先

國際事務與戰
1名 具博士學位
略研究所
亞洲研究所

1.俄羅斯經貿或財經2.泛歐洲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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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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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具博士學位及副教授(含)以上資
中國大陸研
1名 格2.具英語授課能力3.具學術發表 中國大陸法律領域
究所
績效或從事相關研究經驗者
1.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含)以上

教育心理與諮
諮商督導、認知治療、家族治療、表達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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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藝術治療、生涯諮商
商研究所
經驗
1.具哲學博士學位2.具學術發表
通識與核心課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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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或宗教領
程中心
優先

資訊創新與科技
1名 1.具博士學位2.具英語授課能力
管理學系

智慧型資訊、軟體工程、網路通訊

旅遊與旅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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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系

多元文化與
語言學系

語言教育、課程與教學
4名 1.具博士學位2.具全英語授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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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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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經濟學系

）
冰!（圖 程文政提供

瘋滑
淡江生在南湖中央，

社團寒假訓練 充電增戰鬥力
學生會Bravo！青春寒訓在蘭陽

單位別

應用語言學

在下學期，有更好的互動。

馬術寒訓為大賽暖身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馬術研
習社在18、19日於山海關馬場將舉行寒
訓，兩天一夜的課程包括馬事勤務、趕
馬、騎乘訓練與學調馬索，除了享受乘
馬奔馳的樂趣，也為明年的全國馬術大
專盃等校際比賽做先行暖身。

舞研社教你好舞功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想成為
下一個武林大道舞者嗎？那就快來參加
舞研社寒假的訓練課程！舞研社自18日
至21日，將在體育館舉行一連4天的舞
蹈訓練課程，除了一些舞蹈基本工如步
伐和姿勢的矯正外，並特地請校外的舞
蹈教師教導Street Jazz、Hip Hop和現代
舞等三種不同的舞風，讓你在學校就能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775-4.indd

色高棉的土地上發光發熱，夥伴們為著
共同的目標而努力。而柬埔寨村落裡的
孩子們擁有的不多，但卻擁有我們所沒
有的知足、快樂。一次次，李青芳意
識到自己，在被服務人們滿足的笑中了
解熱情的定義；服務後暖暖感動的心，
發現服務的價值。辛苦的行前訓練與教
育，看見什麼叫堅持，看到前人服務的
背影，他說：「這是我追尋的典範。」
談到未來李青芳指出，「獲此獎項是我
服務生涯中重要的里程碑，未來期盼能
延續感動，傳承服務價值。」擔任康輔
社指導老師的李美蘭，談到李青芳，她
篤定地說：「他個性認真、沈穩，交給
他做任何事，只要說頭，做完時是連尾
都完整的做好了！」

淡江大學99學年度延攬師資公告

習得一身好舞功！
舞研社社長經濟三陳沛醇表示，這次
的寒訓課程除了基本的訓練和新舞蹈的
學習外，在第四天的晚會活動更是重
頭戲，由學員呈現這一連4天的成果，
對於首次學習跳舞的同學是個難得的
成長機會，想報名參加的同學，即日起
可至本校舞研社官網留言報名（http://
www.wretch.cc/blog/tkudance/）。

吉他寒訓增實力
【記者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吉他社
將於23日至27日在文學館舉辦5天4夜的
寒訓營隊，每年皆舉行寒訓營隊的吉他
社，今年已經邁入第24屆。除了有趣的
團康遊戲和晚會，優秀的師資也是吉他
社寒訓的重點，今年邀請林正如、林建
和、謝力航等優秀教師，以增進同學們
的吉他實力。

體育教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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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水域活動、羽球（請於信封註明
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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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徵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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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62名

說明：
一、各系所擬聘職稱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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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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