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聲
大代誌
大傳三陳瑋：寒假怎麼這麼短，睡一覺醒來就開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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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梁凱雯、江啟義、陳昭岑、段采伶、林
俞兒、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寒假不宅家！寒假
期間本校許多社團不打烊，舉辦寒訓，讓社員學
習更多經驗。
學生會於上月18至20日在淡水校園舉辦「躍、
青春」幹部訓練，參與者包括學生會幹部、儲
備幹部及蘭陽校園秘書團近30人。在3天的訓練
中，包括學生會會長日文三黃玉珊講授大學法等
內容。第1天活動中的「點子爆米花」，要求限
時內完成企畫書，經過腦力激盪後，中文二蘇敬
媛說，原來要籌備一場活動需要這麼多時間及力
氣，不過經過創意及絞盡腦汁的構思後，想出來
的活動很有趣呢！第3天舉辦的「時光寶盒」，
則由幹部領導，將未來一年的期待及希望放進盒
中，並於明年幹部訓練開啟。
舞蹈研習社於上月17至21日舉辦「Dancing in
the Fairytale」寒訓，除原本的舞研社社員外，也
開放讓對跳舞有興趣的朋友一起參加，5天的活
動包括雷鬼等舞蹈的基本功教學，還有晚會和大
地遊戲等，讓社員們學習舞蹈技巧，中文二陳
韻婷說：「這幾天的活動不只學到很多跳舞的訣
竅，讓我認識了很多喜歡跳舞的朋友！」
熱舞社於上月17至19日在圖書館前的空地舉辦
為期3天的寒訓，邀請「Freaky Klownz」的Apo
等老師教導社員們不同Style的舞蹈及動作。財金
二李倩儀笑說：「這次從學長姐們分享的經驗
中，學習到新的觀念，像是跳舞時身體和音樂的
溝通，聽不一樣的音樂時身體的流動。雖然在寒
冷的天氣中練舞，但是大家跳舞的熱情不減。」
許多社團也在校外舉辦寒訓，上月17至21日淡
江羅浮群第38次入團訓練營，就在陽明山苗圃營
地舉行，共有16位入團新生參與，其中開設童軍
野外的求生課程，還有實地的露營活動。競技啦
啦隊也在政治大學，與北區4所大學的啦啦隊聯
合練習，競技啦啦隊隊長西語二陳郁惠說：「看
到他校啦啦隊的優勢，也學到不同的新技巧！」
軟網社一放寒假便馬不停蹄於上月16至23日在
台南新營展開寒訓，為提升社員的球技，為校爭
光，軟網社每天都有嚴格的體能訓練及「單數日

溜冰社︵右上︶、吉他
社︵左上︶、國術社︵左
下︶、陳氏太極拳社︵右
下︶於寒假期間展開密集
訓練。︵攝影／鄭雅文︶

寒假不 宅家 社團充電

單位別

名額

學歷及條件

1名
具中國文學(含相關領域)博士
學位

中國文學學系
1名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 2名 具博士學位
具文創行銷、行銷公關等相
大眾傳播學系 1名
關領域博士學位
資訊傳播學系 1名 具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數學學系
2名 具博士學位
化學學系
2名 具博士學位及1年工作經驗
具助理教授(含)以上資格，可
建築學系
1名 擔任建築設計及其他相關建
築專業課程教學研究者
土木工程學系 1名

具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
博士學位者

電機工程學系 1名

具電機、電子或資訊工程博
士學位

化學工程與材
1名 具博士學位
料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2名

具資訊、電子或電機相關科
系之博士學位
1.

保險學系

1名

國際企業學系 1名
產業經濟學系 1名
重訓」。軟網社社長航太二賴哲毅表示：「為期
8天的寒訓，這幾天下來，增加許多學弟妹對球
隊的向心力，他笑著說：「雖然寒訓原則上是到
下午4時，但他們還會留下來跟那邊的居民伯伯
以球會友！」
羽球社於上月16至18日在學校羽球場展開為期
3天的寒訓課程，今年比照校隊的訓練方式，嚴
謹的加強球技與體能，羽球社社長決策三李兆民
說：「讓社員最感到辛苦的應該是『米字步』，
相當考驗腳的肌耐力，讓社員苦不堪言。」
劍道社於上月17日舉辦為期一週的寒訓。訓練
課程非常密集，也邀請劍道校友會的學長姐擔任

近300師生下鄉 張校長期勉心靈成長
近300位師生下鄉服務，陣容龐大。校長張家宜等師長勉勵
同學們的服務精神，於五虎坡前合影。（攝影／鄭雅文）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大傳三張莘慈、段采
伶、張峻銓、許瑜珊、徐章竣所組成的順風團隊，為
社團法人台灣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聯盟（簡稱台少
盟）規劃年度行銷活動，於競賽組別中脫穎而出，榮
獲第1名佳績外，其企畫案更將併入2011逆風少年大
步走公益募款行銷活動中，將計畫付諸實踐。
本校大傳系開設的「社會行銷與實作」課程上學期
與台少盟合作，為社會弱勢少年進行職業訓練與教育
獎助進行募款，讓曾經錯過學習的青少年有再次的機
會可以在人生路上大步前行。指導老師馬雨沛表示，
行銷的概念多限於商業活動，這門課特別強調政府、
非營利組織更需要行銷議題、理念的規劃，以改變社
會，尤其是結合商業機構的力量，如「逆風」案兩年
來與全家便利商店進行零錢捐，因此讓同學們能將行
銷企劃能力運用在更廣的層面。
此次比稿競賽由台少盟祕書長葉大華、逆風部落格
板主蔣慧芬、城邦集團布克文化總編輯賈俊國3位評
審出席發表會，順風隊因為企畫書完整、Slogan響亮
有創意、執行度高、對於公益品牌的定位深入等原因
獲評審們讚賞，尤其Slogan：為「逆」發聲，非你莫
屬，能掌握逆風少年的精神，JUST CHANGE口號的
雙關意義，突顯零錢就能帶來改變。
組長張莘慈說：「每個活動都是組員一起腦力激盪
的成果，在步驟分析上我們討論地詳細又扎實，也實
際去評估活動的可行性，所以比較完整！」葉大華認
為，企畫書中「逆風x兄弟 棒球營」的活動會進一步
和代言人兄弟象洽談，至於舉辦小園遊活動及大專院
校影片徵件比賽的想法都很好，未來會考慮實行。對
於這次同學的表現，她說：「有蠻多組別的表現讓我
們蠻驚艷的，同學們提出的idea很符合現代年輕人的
想法，這也是我們所期望看到的。」

時報
嚴選

大傳系學生為逆發聲 行銷企劃獲台少盟肯定

教練，社員們穿上劍道的正式配備，互相練習擊
劍，化材三周詩評說︰「雖然累到體力透支，但
看到自己在劍道技巧上的突破，就覺得一切都值
得。」
管樂社於上月16至21日南下雲林縣西螺鎮，
集訓內容包括樂團各聲部練習、團練及「制服
日」、「大家來指揮」等團康活動。團員們在6
天5夜的行程中建立濃厚的革命情感與絕佳的默
契，並強化音樂技巧，上月20日晚上在西螺鎮福
興里的福興宮舉辦小型戶外音樂會，管樂社社長
產經二鍾晉豐表示，希望藉由音樂會回饋鄉里，
也期許能在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為校爭光。

經濟學系

1名

統計學系

2名

資訊管理學系 2名
運輸管理學系 1名
公共行政學系

1名
1名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報導】「用愛當圓心，
以服務為半徑」，99學年度寒假社會服務隊授旗
典禮暨行前講習於上月17日舉行，一開始播放去
年暑假學生們服務的短片中，將服務同學們的熱
情與持續服務的態度展露無疑。當天由校長張家
宜授旗與頒發服務證書，她致詞表示：「同學們
出去服務不只是散播愛心，更是可以讓心靈成長
的體驗，也會更珍惜身邊所擁有的一切。」
學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組長曲冠勇表示，藉著
同學們策劃的活動，「讓大家知道本校對服務的
熱情，是不間斷的！」行前講習以輕鬆的搶答
方式，讓每個服務員都能從趣味中學習到每個小
隊的服務特色，和行前注意事項，此外每支服務
隊都可獲得學校準備的小禮物，親善大使團拿到
淡江大富翁與七巧板等遊戲，團長大傳三葉慧筠
說：「因為我們服務的對象大多是小朋友，所以
這些益智遊戲不僅可以當作獎品，也幫我們節省
了經費呢！」

淡江時報徵文字記者
要的就是

經營決策學系 1名

1名
英文學系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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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名
日本語文學系

你

!

歐洲研究所
美洲研究所
教育政策與
領導研究所

1名
1名
1名
1名

圖／陳頤華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導】你
對新聞工作有興趣嗎？想要揚眉
「兔」氣一展長才嗎？歡迎加入淡
江時報大家庭！自即日起開放報
名，至3月7日截止，不限科系，只
要是大一、大二及研究所一年級學
生都歡迎報名。
有興趣者請攜帶2吋照片至B426
室填寫報名表，通過文字記者甄
試，即可進入淡江時報學習，本月
23日中午12時10分舉行說明會。如
有疑問請電洽（02）2625-0584。

本報19日研習會 精進記者採訪攝影技巧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
報導】本報社將於本月19日
在台北校園校友聯誼會館
舉辦記者冬令研習會，邀
請蘋果日報名人時尚中心
記者陳雅韻、遠見雜誌資
深撰述高宜凡、經典雜誌
攝影劉子正，分別針對新
聞採訪寫作、人物專訪及
新聞攝影分享經驗。
本報記者企管四翁浩原

笑說，報社每年寒暑假都
會舉辦研習會，邀請業界
前輩傳授「秘訣」，是增
進功力的好時機，之前同
樣出身本報社、現任蘋果
日報財經記者的李亮萱學
姊，提供五花八門的採訪
技巧，「學姊說只要掌握
這些訣竅，有天也能像她
一樣和中央銀行總裁彭淮
南喝下午茶喔！」

角逐第18屆傑青獎 康輔社榮獲傑出社團獎
【記者陳昭岑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康輔社參加「國際傑
人會中華民國總會」主辦的
「第18屆傑青獎」，榮獲傑出
社團獎，於去年12月頒獎典禮
中表揚。

康輔社曾在「為癌童打造夢
奇地」競賽中獲得「最佳團
隊獎」、教育部「全國大專校
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
動」中獲得優等、特優獎的肯
定，這次再度過關斬將，成

僑生們上台表演，歡慶春節師生聯誼餐會，氣氛十分歡
樂。（圖／僑輔組提供）

【記者梁凱雯淡水校園
報導】99學年度僑生春節
師生聯誼餐會，於上月14
日在淡水潮香餐廳舉行，
校長張家宜、行政副校長
高柏園、僑民教育委員會
簡任秘書吳瑞謀、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會參事郭大文
等人到場致詞，張校長開
心地說：「今年來的人數
多、特別熱鬧！」郭大文
說：「希望每位僑生畢業
後，不管在何處發展，都
可以把台灣當作是自己的
一部分。」

為10個獲獎社團之一。康輔社
社長經濟三陳宛伶表示，「這
一切除要感謝所有社團的夥伴
外，還要感謝不斷給我們正面
思想和多面向想法的指導老
師。」

具保險相關領域科系之
博士學位
2.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
具國際企業或國際財務管理
博士學位
國內外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 具博士學位
2. 具研究潛力
3. 具英文授課能力者優先考慮
1. 具統計相關博士學位
2. 具英語授課能力
3. 具研究能力或潛力
1. 具博士學位
2. 具英語授課能力
1. 具運輸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具研究能力或潛力
3. 具英語授課能力
具國內外大學公共行政或公
共政策博士學位
具國內外大學法律學博士學位
1. 需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
2. 具管理學相關博士學位
3. 具英語授課能力
4. 具研究潛力
5. 具有管理相關工作實務經驗者優先
1.
具國內外英美文學博士學位
2.
具副教授以上教師資格
者優先考量
1.
具國內外英語教學博士學位
2.
具副教授以上教師資格
者優先考量
具碩士學位以上母語人士
1. 具西班牙博士學位
2. 需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3. 具研究能力
法國籍，具博士學位
應徵者需符合以下3項條件：
1. 具德國語言或文學博士學位
2. 有學術論文著作者
3. 可用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具博士學位或助理教授(含)以
上教師證書
具文化、社會或經貿博士學位
具美國社會或歷史學博士學位

1名 1.
2.
1名

國際觀光管
1名
理學系

僑生春節師生聯誼 抽中紅包喜孜孜

全球政治經
1名
濟學系

1.
2.
1.

學術專長
1. 六朝駢文
2. 唐宋古文
3. 明清小品
1. 六朝志怪小說
2. 筆記小說
3. 明清小說
資訊科學與圖書館學相關領域
文創行銷、行銷公關、訊息設計等相關
領域，跨越領域專長者優先考慮
互動科技設計相關研究
應用數學、統計
儀器分析化學或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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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土木背景(學士以上)及具財務、資產
管理或資訊專長，有跨領域相關專長與
工程經驗尤佳
智慧型控制、機器人設計、資機電系統
整合
化學工程、材料工程(高分子或陶瓷材
料)或化學領域
電腦圖學
人機介面
資訊檢索
保險經營管理、風險管理、人身保險、
財務管理.
國際企業、國際財務管理
經濟學相關領域
經濟相關領域

統計相關專長
資訊管理相關領域
運輸管理、運輸經濟、智慧運輸系統
公共政策、行政學
憲法、行政法領域
科技管理、策略管理等相關領域

英美文學、文化研究、生態文學
語言學、英語教學
英文寫作及英語口語
西語語言、西語文學、西語口譯
法語教學、文學
1.
2.
3.

德國語言學
德國文學
德語教學

日本語學、日本語教育
日本文學
俄羅斯文化、社會或經貿
美國社會或歷史
熟悉量化研究方法、能講授高等教育政策分析、教育財
具副教授以上教師資格
政、教育計畫、教育經營與管理、教育政策與立法等
具有教育行政實務經驗
熟悉教育研究方法、能講授質化研究、教育政策
優先
理論與實務、教育政策方案評鑑、教育領導等
具博士學位，副教授以
上優先聘任
觀光、管理相關領域
具全英語授課能力
具博士學位，副教授以
上優先聘任
政治經濟相關領域
具全英語授課能力

2.
總計
42名
說明：
一、除英文學系、西班牙語文學系、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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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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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2月25日(星期五)，資料請逕寄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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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網址為http://www.tku.edu.tw，人事室網址為http://www2.tku.edu.tw/~ap。

現場席開25桌，約260人
參加，餐會一開始大家一
同歡唱＜大地回春＞，而
且每位僑生都拿到100元紅
包，過個台灣味十足的新
年。
餐會的重頭戲是抽獎活
動。抽中一床棉被，來自
緬甸的法文三楊正慧表
示，「剛好想換一條厚棉
被，結果真的讓我如願以
償！」來自澳門的資圖二
葉志成抽中6000元紅包，
他不敢置信的表示，「我
要當作下學期的學費。」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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