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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隊下鄉 寒假送愛

　大三、大四連續兩年，奪得本校校慶運動
會跳高、跳遠雙料冠軍的資工四曾翊銘，誰
能想到他更是一位馳騁溜冰場的好手！
　「自從穿上了人生第一雙直排輪鞋，我就
深深愛上這項運動。」高中時，曾翊銘就奪
下南投縣溜冰賽冠軍、臺中市市長盃溜冰賽
亞軍。回憶與溜冰的第一次接觸時，他的眼
睛閃著光芒，「我在小六時進入溜冰的世
界。」這項駕馭速度，像是賽車一般的運動，

從此佔去了他無數個晝夜，更成為他的最愛。
　採訪攝影當天，來到溜冰場，曾翊銘穿上直
排輪鞋，熟練地開始滑行、繞圈，笑說：「為
了準備研究所考試，我已經好一段時間沒穿上
這雙鞋。」但來到場上，他彷彿化身為自在翱
翔的飛鳥，與風並駕，每個加速與減速都如流
水行雲般自在流暢。
　直排輪運動在臺灣有許多學校投入，曾翊銘
在國、高中時期都被遴選為校隊選手，「那時
每天都投入兩、三個小時訓練。」他接著說，
「我專攻競速，即使每天只是單純地一直在溜
冰場上繞圈、衝刺，但我就是非常非常熱愛，
從來不覺得乏味。」他也深信只要用心鍛練，
便能反映在成績的進步上。
　雖然曾翊銘最後選擇升學路，但在業餘學生
比賽中依然屢獲佳績，更在大一時嶄露頭角，
在全國大專校院溜冰社選手競技的淡大盃溜冰
賽中創下佳績，囊括所有項目的冠軍！他自信
地說，「這項運動在比賽時，是多人比肩競爭，
賽場上實體的目標能督促自己再加把勁去超越
對手。」他腳踝上的厚繭，就是認真投入練習
的鐵證，「突破瓶頸，唯有不斷地練習。」

　對於難免的運動傷害，曾翊銘表示，「為
追求更快的速度，溜冰選手在保持體態輕盈
上錙銖必較，所以一般都不會穿著護具，因
此萬一在比賽中失誤跌跤，常常就會造成嚴
重的筋骨傷痛。」嚴重者甚至會讓選手生涯
陷入泥淖，曾翊銘便以此隨時提醒自己精進，
「如果能訓練得更精實，就能避免發生失
誤。」身上的傷痕對他來說，反而是克服困
難、向上進步的起點。
　「雖然學校溜冰場地目前並不適合續辦淡
大盃溜冰賽。」但仍不減曾翊銘對溜冰的熱
愛，他在大二、大三時全力投入社團，並將
自身的技巧毫無保留地與學弟妹們分享，「我
真希望將溜冰的樂趣傳遞給更多人。」
　讓曾翊銘始料未及的意外收穫是，「在練
習溜冰的同時，因為訓練而鍛練出發達的腿
部肌肉。」讓他在高中時被體育老師發掘其
跳高、跳遠才能，「彈簧腿」之名不脛而走。
　即將畢業的曾翊銘認為，運動訓練除能強
健體魄外，也能增強精神面的堅持，這份督
促自己不要放棄的執著，也將成為他人生道
路上追逐夢想與目標的力量。（文／盧逸峰）

資工四曾翊銘 溜冰彈簧腿 跨田賽奪冠

社團繽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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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 105 學年度延攬師資公告
專任教師

單位別 名額 學歷及條件 學術專長

中國文學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2. 能支援師資培育課程及書法教學者優先
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古典文學、
國文科教材教法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2. 有編劇實務及創作者優先考量 兒童文學、劇本創作

資訊與圖書館
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2. 可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圖書資訊學領域，具相關研究或實
務經驗者優先考量

數學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數學、統計或資訊博士學位
2. 具大數據分析實務經驗者優先考量
3. 能與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計算數學、資料科學等

物理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物理或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2 年以上博士後研究經驗 理論或計算物理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物理或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2 年以上博士後研究經驗 光電或凝聚態實驗物理

化學學系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及 1 年以上工作經驗 有機化學、高分子材料化學為優先
考量，其他化學領域亦歡迎申請

建築學系 2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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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能以英語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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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土木工程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學土木工程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具結構分析與工程力學相關教學研究背景
3. 能勝任學術研究及英語教學工作

具結構分析、系統識別、頻譜分析
等專長，尤以風工程相關領域為優
先

水資源及環境
工程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相關領域博士學位
2. 具研究潛力與教學熱忱
3.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1. 水資源系統分析、決策系統分
析、風險與可靠度分析
2. 水利工程、流力實驗與計算、生
態水力學
3. 環境規劃與管理、空氣汙染防
制、土壤汙染防制

電機工程學系 2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電機、電子、資訊工程或相關
領域博士學位

電力電子、聲學與訊號處理、影像
處理、系統晶片設計、智慧型控
制、機器人設計、資機電系統整合

航空太空工程
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2. 具備全英語授課教學能力 具航太相關控制專長

產業經濟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2. 具經濟學相關領域之專長
3.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1. 產業經濟學
2. 個體經濟學

德國語文學系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2. 有學術論文著作者
3. 以副教授優先考量

德國語言學、德國文學、德語教
學、德語文化

俄國語文學系 1

1. 具俄羅斯籍
2. 具俄羅斯國立大學博士學位
3. 具俄語檢定考試口試委員資格 ( 優先錄取 )
4. 具 5 年以上大專院校俄語教學經驗者優先
5. 具國際遠距教學經驗者優先

1. 語言學
2. 俄國文學、文化
3. 俄語教學

歐洲研究所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2. 具教學經驗
3. 具英、俄語教學能力

經濟學、企業管理、國際關係、國
際政治經濟、俄羅斯近代史

日本政經研究
所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外交、政治學博士學位
2. 具日語或英語授課能力
3. 已取得有效之學歷證書且具國外學經歷者為優先

日本外交政策、日本政治

中國大陸研究
所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2. 能以英語授課者優先考量
3. 具學術發表績效及從事相關研究與實務經驗者優先

中國大陸法政及區域關係研究

外交與國際關
係學系全英語
學士班

1
1. 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大專院校博士學位
2. 具全英文授課能力
3. 有國外大專院校相關科系英語授課經驗者優先考量

國際關係或政治經濟學
國際法與國際組織

薪津說明：待遇比照公立學校標準，得依本校「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辦法」申請研究獎勵，副教授 ( 含 ) 以上博士學位者每月
另支 7,000 元加給。
招募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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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1 月 18 日至 105 年 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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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請彌封逕寄應徵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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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發聘單位另增加上傳資料 ( 詳各發聘單位公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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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
報導】溜冰社與臺灣科技
大學、輔仁大學、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景文科技大
學、明志科技大學及實踐
大學，於 1 日跨校共同舉
辦「元旦路溜」活動，約
80 人共襄盛舉。
　這是溜冰社的傳統活
動，於凌晨 1 點在竹圍捷
運站集合後，一路以直排
輪溜向總統府升旗。沿途
經關渡與洲美兩自行車道、中山橋，
再一路沿著中山北路溜到總統府參
與元旦升旗典禮，沿路並向路人祝
賀「新年快樂」。活動隊長土木三
許陞瑋說，我們經過腳踏車步道、
馬路、騎樓和上下坡等路況，「元
旦路溜主要目的是強化大家的溜冰

溜冰社元旦路溜 20 餘公里趕總統府前升旗。（圖／溜冰社提供）

技巧與學習團隊合作能力，並藉此與外校交
流。」活動參加者電機四胡睿表示：「這是我
第一次參與元旦路溜，也是第一次溜這麼長的
路程，看到大家努力跟上前面的人，最後終於
抵達目的地升旗，覺得非常感動。而沿途的聊
天時間讓我更認識社團的夥伴，也認識許多外
校新朋友，加上完成自我挑戰真的很開心！」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星相社和證券
研究社於上月 30 日舉辦「證星換絕情」，現
場準備豐富的餐點，並在工館大玩 RPG 和交
換禮物，為期末添上滿滿的趣味。
　RPG 遊戲加入股票及占卜元素，讓兩社的
社員在遊戲中交流，並透過關主的關鍵字找出
關卡中隱藏的占卜牌，最後由比賽輸贏決定抽

禮物的順序。星相社社長歷史二張雅淇表示：
「可以和他社交流、辦活動很好玩，投資股票
和占卜多和運勢有關，期許透過遊戲激發大家
在新的一年能追尋更好的運勢，而交換禮物時
也有很另類的禮物讓人驚訝！」星相社社員、
歷史二唐興誠開心地說：「經由活動接觸不同
社團的知識，我覺得很棒！」

微光詩社詩劇場實踐詩行動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
微光現代詩社於上月 31 日在指
南客運淡江大學站後方木台演出
詩劇場─「虛構的火焰，真實的
抵抗」，由社長中文三林佑霖身
兼導演，邀請中文四蘇以亭擔任
表演者，以肢體詮釋俄羅斯詩人
阿赫瑪托娃所言：「我們神聖的
行業歷史久長，世界有了它，沒
有光也明亮。」及林佑霖所作之
新詩「虛構故事」，實踐「詩行
動」的真諦。
　林佑霖表示，「人們在世界面前總是難以呈
現真實的自我，文學所建構出的藝術雖為虛
構，卻能讓人在創作如此虛構之藝術中表達最
為真實的自己，成為抵抗世界的一種方式。」
他也表示，文學是微微火光，而這樣微小的

光亮，就足以照亮整個黑夜。盼能透過如此火
光，讓本校師生能看見真正的自己，並找到面
對世界的方式。
　教科二朱世凱則說：「微光現代詩社將文學
與藝術結合成舞蹈，雖然深奧，表演者卻能夠
輕柔的在寒風中將詩句表現的盡善盡美。」

　【本報訊】寒假將至，本校今年
將有大地環保工作團、樸毅志工社、
烏克麗麗社等 37 組寒假服務隊出
團，赴臺灣各地偏鄉國中小服務，
其中有兩支隊伍至離島澎湖，另有
兩支隊伍遠赴貴州與泰國的南邦府，
散播愛心無遠弗屆。15 日在學生活
動中心將舉辦授旗典禮，邀請校長
張家宜為熱心的服務隊加油打氣。
　首次成立的貴州服務隊將至貴州
黎平黃崗國小，隊長大傳四張婉柔

表示，在中國偏遠山區有許多留守兒童，「此
行 11 天除安排教學課程、校外教學外，也將
進行家庭訪問，希望經由關懷陪伴的方式，真
正陪伴孩童，帶來溫暖。」該隊並精心設計創
意美術課程、戲劇想像力等活動。
　第一次至偏鄉服務的烏克麗麗社則選擇花蓮
縣玉里鎮，進行為期 7 天的服務，社長會計三
趙瑞恩表示，將與當地布農族青年成立的「奇
克邦工作室」合作，以卓溪天主堂為據點，教
導當地小朋友烏克麗麗的基本和弦與節奏，
「我們還將拉贊助，希望能募集 6 至 10 把琴

捐給當地單位。」他也關注當地隔代教養情
形，「因此除了寒假服務外，之後也計畫與奇
克邦工作室合作，讓小朋友能在放學後去學
琴，而我們也將持續到當地教琴。」
　第三次出團的泰國服務學習團將去挽南桩國
小與南邦府白水村社區，團長國企四曹丹表
示，除教導華語，「針對國小生還安排平結手
環 DIY，象徵平平安安；對於已不記得華語的
白水村苗族老人，華語會話教學是這次重點，
也安排書法、藍染、布袋戲與象徵事事如意的
柿子造型 DIY，讓他們感受中華文化之美。」

微光詩社演出詩劇場吸引師生佇足觀賞。（攝影／盧逸峰）

星相社  證券研究社證星換絕情期待好運勢 

管樂社國際管樂節壓軸獻藝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管樂社於 1 日
晚間在嘉義中正公園，為第二十四屆嘉義市國
際管樂節閉幕音樂會壓軸演出，傑出表現獲得
全場熱烈掌聲，並獲頒嘉義市政府獎狀。
　社長會計二李品賢笑說：「這是我們社團第
二十次參與嘉義管樂節，在充分練習下，大家
表現都非常棒！而我們所帶來的日本及臺灣民
族組曲，讓台下觀眾聽得如癡如醉。」他還驚
訝地表示，「現場觀眾比去年還多。」因此每
位表演者更全力以赴，發揮應有實力，用傳統
樂曲的特殊穿透力，征服在場所有人的心。
　數學二劉佳和激動地表示：「很榮幸今年能
再次參與音樂節，還觀賞美國藍魔鬼鼓樂隊及
各國優秀團體的表演，當下的震撼至今仍難以
忘懷，期待明年能繼續在這個舞台上演出。」

　【記者陳岱儀淡水校園報導】國際青年交流
團於上月 28 日舉行「歲末晚會」，晚會上半
場由幹部帶領著社員玩「比手畫腳」的小遊
戲，活絡氣氛，考驗社員這一學期以來培養的
默契，現場還備有幹部精心準備的餐點供社員
享用。下半場則播放回顧影片，讓社員回想這
學期在社團所得到的滿滿收穫與回憶，並預告
社團下學期的活動。最後，社員在幹部自製的
許願板上寫下新年的期許，為歲末晚會畫下充
滿希望的句點。
　國青團團長俄文二林子芸表示，盼能透過歲
末晚會讓社員重新檢視 2015 年的自己，並為
2016 年訂一個新目標，努力實踐。數學二石亞

國青團比手畫腳拚默契 

宗笑說：「這次的活動讓我回顧了自己在國青
團的點點滴滴，感覺自己有些成長！」在歲末
他也許下願望，希望明年的自己可以更好。

無菸校園違者開罰 

　【本報訊】本校已實施校園全面禁菸政策，
除環安中心和軍訓室在校園內加強巡查勸導
外，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也會不定期來校進行稽
查。5 日，環安中心執行秘書曾瑞光陪同該局
稽查人員查訪時，查獲商管大樓男廁中，一名
同學的吸菸行為，現場開單罰款 2 千元，並由
教官輔導。曾瑞光表示，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
實施全面禁菸，除每天巡查勸導，以持續推動
菸害防制外，新北市政府稽查人員亦會不定期
來訪，請吸菸者勿以身試法，希望大家能愛護
身體，不製造二手菸害和髒亂。

 標語海報快參賽
　【本報訊】為持續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
作，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諮商輔導組合
辦創意標語及宣導海報創作競賽活動。凡
本校教職員工生都可以參與，只要以性別
平等為主題，藉由文字或圖像呈現出性別
平等教育宣導等觀念，就能投稿參加比賽。
創意標語參賽字數，不含標點符號限定在
20 字內；海報設計規格以 A1 尺寸，解析度
為 300dpi 之 jpg 檔案，完成作品後請以電子
檔光碟片繳交，寄送至本校性別平等委員
會（A108）或諮商輔導組（B408），信封
上請註明「性別平等創意標語及宣導海報
創作競賽」，活動詳情見性別平等教育網
頁。（網址 http：//gender.tku.edu.tw/）。

兩社團期末成果展創意 

氣球社藝術牆抽獎樂

　創意造型氣球社於上月 30 日在文學館二樓廣
場處展出氣球牆裝置藝術，並提供 3 張 100 元
禮券做為抽獎獎品，只要拍照上傳至 Facebook
並打上規定文字便可獲得抽獎資格，吸引許多
同學佇足拍照。活動於 4 日公布得獎名單，得
獎者分別為土木四楊詔鈞、俄文一戴偉丞，以
及統計三周晉丞。
　你聽說過社團也要期末考嗎？氣球社於上月
30 日也舉行期末大會考，考驗大家造型氣球的
製作能力與氣球常識等多樣化題目。
　社長保險四張耕華表示，「學期最後一堂社
課，希望透過大會考，讓社員檢視這學期所學
的氣球造型技能，並了解社團行政運作。」
　每堂課必到的教科三洪昕宜表示，「這是個
有趣的社團，每週都有不同的造型教學，讓人
不想錯過任何一次精彩的活動。」以高難度兔
子造型氣球在術科鑑定獲得最多票的機電三方
昱文表示，「氣球造型既好玩又紓壓，十分適
合課餘時間來學習。」方昱文也是全勤社員，
他說自己現在已經完全愛上了氣球。（文／孫
于翔、攝影／李建旻）

音樂文化社星情唱情歌

財務處提醒補繳費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財務處期末
提醒，未完成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加退選後
補繳費者，請儘速憑補繳單至出納組繳費
（淡水校園 B304、臺北校園 D105、蘭陽校園
CL312），遺失補繳單者，請先至財務處補開
單。未完成補繳者，將無法辦理 104 學年度第
二學期預選課程及註冊作業、畢業生不得領取
證書。詳情可洽財務處詢問，校內分機 2067。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就貸生請注
意，臺灣銀行於 13 日（週三）至 15 日從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30 分到校對保，服務對
象為第二次（含）以上辦理就學貸款者，欲辦
理者請至商管大樓 4 樓學務處聯合服務中心。
並請攜帶：一、學生本人身分證及印章；二、
臺銀申請／撥款通知書，共 3 聯；三、104 學
年度第 2 學期繳費單（請至財務處網頁列印）
網 址：https://school.ctbcbank.com/cstu/index.
jsp；四、手續費 100 元。
　生輔組提醒注意，對保前請記得自行列印上
述資料，現場不提供列印。而第一次辦理就學
貸款者請至各地臺灣銀行辦理。若戶籍地址、
姓名、家庭狀況有異動者請檢附戶籍謄本 ( 正
本、影本各 1 份 )。

&

　音樂文化
社於上月 30
日舉辦「小
情 歌 － 星
情」成果發
表會，逾 60
人 同 樂，17
組精彩表演
輪番上陣，曲目涵蓋國內外流行歌曲，為覺軒
添上濃濃青春氣息。其中，「寂寞城市」組利
用電子鼓的數位音樂伴奏「Night Call」，別出
心裁的表演設計令觀眾耳目一新，「南面之光」
組以 4 人組合表演歌曲「晚安台灣」，與台下
觀眾互動熱絡。最後，「Amy & Nancy」組帶來
5 首組曲，抒情旋律帶出溫馨氛圍，為整場活
動畫下完美句點，社長管科二莊采筑表示：「這
次成發有很多新社員演出，想起他們初次上社
課緊張的模樣，到現在能夠跟團員一起完成表
演，進步很多。」經濟三周品宇說：「每次看
音樂文化社成發，都讓我感受到成員們對表演
的熱忱。」（文／李昱萱、攝影／林俊廷）

國青團比手畫腳比默契。（攝影／林俊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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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Chinese New Year

性平
宣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