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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個人資料保護 全面導入管理制度並有效規範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面對即將到來的新版個人資
料保護法，只要防堵資料不外洩就夠了嗎？該如何準確保護
個人資料？資訊處將於11日（週五）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辦「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啓動會議，由校長張家宜主
持，並和蘭陽及臺北校園同步視訊，會議除了宣導個資保護
的重要性外，並確認本校管理制度與保護個資工作的時程。
即將實行的個資法，規定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利用、

傳輸或銷毀，每個過程都要納入規範，若企業機關違反最高
將被求償高達2億元。本校教職員工生與校友眾多，須立即
導入個人資料保護和管理的制度，已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企業風險管理部門輔導，內容包括協助個人資料管理
體系符合國內個資保護法令規範、強化個資存放資訊環境和
設備等。各單位為因應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的導入，也
需配合指派個資保護窗口、參與個資法課程、針對個資流程
撰寫作業程序、宣導個資注意事
項等。
目前本校各單位也持續改善資
料保護作法，以確實保障個人

添便利
境外生服務
本校與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簽約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
園報導】上月24日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帶領相關
主管，前往湛天創新科
技公司、台灣好創意發
展公司兩家新型態媒體
廠商參訪，研發長康尚
文、圖書館館長黃鴻
珠、研發處經理王竣
騰、創育中心主任蕭瑞
祥、經理詹健中、淡江
時報社社長馬雨沛也一
同前往。
湛天創新科技公司已
是創育中心輔導廠商，

性別平等教育百餘人與會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
導】上月30日起一連3場，
由人力資源處主辦「性別平
等教育訓練」，全校百餘人
受訓。由校長室祕書暨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祕書黃
文智主講，開始播放女性在
戰爭中的角色資料，吸引聽
者的注意，再舉2003諾貝爾
文學獎得主南非著名作家柯
慈（J.M.Coetzee）名作「屈
辱」（Disgrace），談權力控
制與情慾自主，解說性別工
作平等法、性別平教育法及
性騷擾防治法相關法條，宣
導師生及教職員對於性騷擾
等法條的認識，並舉例故事
來加深人員對法條的印象。
黃文智提到，性別工作平
等法適用於公務人員、 教
育人員及軍職人員，藉由這
次的教育訓練，希望讓更多
人知道性別工作平等法的內
涵，以及懂得用法律來保護
自身的權益。

售機上盒，該產品特色
是設有IP可攜帶至世界
各地，可觀看之電視、
電影、影集數目逾千
項，不僅可以宅在家，
又可宅至全球，期待在
推出產品時有清晰有利
的行銷議題與策略。高
柏園指示，本次參訪廠
商，未來可在本校辦各
項論壇，讓全校都能參
與。創育中心表示，將
著手進行相關活動的規
劃，將參訪的實質心
得，擴及全校。

創育中心另於上月26
日舉辦「促進產學合作
研討暨交流會」，邀請
9家廠商與本校教職員
討論。會中研發處對於
有意申請的教師會給予
基本協助，並與專利事
務所合作輔助法條部
分，提供教師申請專利
的諮詢。研發長康尚文
表示：「技術轉移是高
等教育中重要的一環，
讓教師在課程上有更大
的創新。」

【記者李鎮亞淡水校園報導】
近來智慧手機用的APP軟體蔚為
風潮，3日資訊處舉辦「行動手
機的APP」說明會，邀請奇多
比行動軟體公司執行長洪轟誌
來校分享。資訊長黃明達簡介
該公司的技術平臺內容，並指
出，考慮未來可成為學生的創
意的平臺。
洪轟誌說明APP趨勢與應用方向及輔助設計平臺，舉例說明APP的獨特魅力，並指出發展APP須
著重在地化，比如中國及日本。並談到未來10年智慧型手機將是一個重要的市場，除了本身的官
方網站外，藉由手機上的APP不僅可以發送訊息。洪轟誌也示範了該公司APP的介面，使用者可
以享受到多樣化的服務，例如隨時更新最新文章、訂閱文章、影片的即時觀看，細部功能還加入
了分享文章到社群網路、觀看文字的縮放、便利的上下文切換。透過APP，無論使用者在哪裡，
透過網路來享受新的媒體、還有新的呈現方式。（攝影／李鎮亞）

跨越視角體驗活動 建立友善校園

無障愛

在無障礙週系列活動中，學生戴起眼罩體驗視
障者閱讀點字書。（攝影／林奕宏）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
導】盲生資源中心於1至3日舉
辦無障礙週－EYE上101，安
排比往年更多元的活動，輔導
老師張閎霖表示，首次舉辦的
盲生音樂演奏會讓他引以為
傲，「希望能改善學生們對身
障者的印象，建立友善的無障
礙校園。」
活動亦邀請臺北藝術大學
輔導老師陳彥穎演講，分享與
身心障礙朋友相處之道，以

「了解是穿越障礙的開始」呼
籲大家以跨越身障的視角去看
待彼此，建構更成熟的支持系
統。行動需以輪椅代步的中文
四楊郭玴表示，希望同學們
在演講後更能體會身障生的不
便，並勇於說出「需要幫忙
嗎？」
另外，在文錙音樂廳舉辦的
「黑暗中追夢」音樂會，觀眾
得先戴上眼罩模擬失明的狀
況，在盲生的帶領下進場入

座，演奏會由視障生帶來獨
奏，並分享在黑暗中追夢的心
路歷程。中文一詹軒至表示，
在失去視力下踏進音樂廳，感
到很無助，精采的演奏讓他驚
豔並表示，「他們樂觀跨越障
礙的精神很值得學習。」歷史
三鍾佳良表示，自己由於視障
有時會在校內迷路，而同學們
對於身障生十分友善，路走偏
時都會有同學引導到達目的
地，「真的由衷感謝你們。」

化學系校友林秋助獲NIU榮譽頭銜

【本報訊】本校化學系校友林
秋助，現任為美國北伊利諾大學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化學系
教授於上月獲頒該校董事會教授的榮
譽頭銜（Board of Trustees Professor，
BOT Professorship），肯定他在教
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貢獻，且連續
5年每年頒1萬元美金的獎勵。
林秋助在該校發表學術論文超過
160篇、獲美國專利9項和國際專利3
項、爭取3百萬美金的研究經費和各
項的榮譽頭銜，尤其充分結合學術理
論和實務，研究落實在環境友善奈米
金屬塗料產品，亦曾獲得伊利諾州
州長環保獎，該校稱他為「發明先
生」。近年來，他擔任該校成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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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營電子書商城，並與
為數眾多的出版社、電
信企業等結盟。簡報時
執行長蔡競賢提出，國
立大學多項學報在該電
子書商城出版，銷售成
績不錯；此外，本校校
內有多項媒體，如何應
用既有內容，在多元管
道傳播發揮影響力，也
引起參訪時的討論。隨
後，一行人參訪台灣好
創意發展公司，總經理
張金山表示，產品已相
當成熟，即將於5月銷

資訊爆炸的APP旋風 奇多比來校演講

e筆書法賽快報名

【本報訊】文錙藝術中心書法研究室邀
您在現場e筆書畫工具揮毫！為積極推廣由
本校所研發的數位e筆，舉辦文錙盃學生e筆
書法比賽，即日起報名至14日，比賽採直接
在e筆工具上書寫，列印出紙本作品，再評審
出前3名、優選及佳作，最高獎金6千元。詳
情請上文錙藝術中心書法研究室或中文系網
站
下載比賽辦法及報名表。 比賽訂於
21至25日期間每天有3
個時段供參賽者
選擇。本校學生
均能參加，快去
報名哦！

隱私資料不外洩，如掌管學生獎助學金、就貸等資料的生活
輔導組，在宣布獎學金名單時，改變以往公布班級姓名的方
式，改為只公布學號，生輔組組長李進泰表示，之後將會設
立行政人員管理學生資料的權限，只能由特定權責的人員管
理，「紙本資料比起數位資料較易保護，更需注重的是之後
數位資料系統的方面。」另外，過去到保健室，最醒目就是
放置師生個人病歷的病歷櫃，但自本學期開始，因為個人資
料保護法的推行，再加上同學反應，現在已轉移到只能由專
門人員查看的空間放置，衛生保健室表示，現在雖然工作人
員要多花時間蒐尋紙本病歷，但未來也有計劃將病歷紙本電
子化，更易儲存與查詢。

產學合作出訪 行副領頭參訪2廠商

本校與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於2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策略聯
盟合作」簽約典禮，由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右六）與移民署
署長謝立功（左五）共同簽署合作協議書。此次簽約內容主要提供境
外生及役男出入境和在臺居留等手續辦理，未來移民署將派專員前來
本校替同學們受理文件，提升服務品質。另外，配合本校社團服務課
程，移民署也將提供志工實習機會給本校學生。過去移民署便曾派員
來校替境外師生服務，現透過正式的簽約，建立更完整的交流體系。
戴萬欽表示，感謝移民署一直以來對學校的幫助，希望未來能在新
移民照顧及國際安全探討等問題上，有更多的學術交流；他也希望未
來外籍同學可以利用語言能力的優勢，到移民署實習。謝立功則稱讚
本校在「三化」上的實踐相當紮實，藉由本次簽約，希望把服務做得
更好，共創雙贏。政經系四楊志偉表示，過去尚未有此項服務時，經
常要四處奔波，處理文件手續；如今簡化辦事流程，為學生帶來更多
的方便性。（文／莊靜、攝影／李鎮亞）

1

1家學校spin-off公司的負責人，不僅是對外技術移轉
的窗口，也是提升學生與社會接軌的機會；最近他的
研究團隊，延伸奈米塗料技術運用，成功開發一種先
進的「分子風扇」塗料，提供極佳的表面散熱效果，

有效解決精密電子零件和高亮度LED等的散熱難題。
化學系教授陳幹男表示，林秋助是他的學長，他在教
學、研究和技術推廣等方面的傑出表現，真是實至名
歸。

大陸前司法部長張福森來訪

【記者吳文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與大陸交流頻繁，前中國司法部部
長、現為中國海峽兩岸關係法學研究
會會長張福森率團於上月26日首次蒞
校，並於上午9時30在T306舉行座談。
另外，大陸上海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
學院副院長陶小馬等一行17人於1日下
午3時也蒞校訪問，兩校在會中對於
商管學院的合作、雙聯學制和學生交
換等皆達成共識，未來將逐步討論細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節，近期將另擇合適的時間，由兩校
校長共同會面締約成為姊妹校。
26日訪校貴賓還包括北京清華大學
法學院教授王晨光、姐妹校武漢大學
教授周葉中等6人，國際事務副校長
戴萬欽、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岳和歐
洲研究所所長郭秋慶皆出席座談會。
張福森此次率團前來臺灣，是由韓忠
謀教授法學基金會邀請，目的在於瞭
解臺灣的法律制度和汲取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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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5/11(五)
13:10
5/11(五)
14:10
5/11(五)
18:10

演講人/講題

產經系
B501
法文系
T705
化學系
Q409

亙岳國際有限公司總裁章信鴻
學業•就業•創業•事業
駐法副代表回部辦事宋子正
外交人員的經驗談
財團法人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研究人員莊士賢
小分子抗癌藥物開發
小魯出版副總編輯陳雨嵐
中文系
「童」言「童」語──台灣童書出版與編
L201
輯
大傳系 環境報導記者朱淑娟
O303
在主流中叛逆
西語系 陳嘉玲
T410
認識阿根廷及南美文化
課程所 新北市秀山國小老師歐沐慈
ED302 以敘說探究進行教育研究的經驗分享
歐盟中心 金展旅行社資深旅遊顧問兼旅遊達人 Ms. Lily Ho
B429
最夯旅行模式、單飛漫遊英法瑞義
博士後研究王怡青
物理系
Inflaton fluctuations in the presence of a
S215
black hole, cosmic string or domain wall
國企系 東方廣告執行董事侯榮惠
B616
整合行銷傳播
諮輔組 慈濟技術學院輔導主任陳嬌芳
L304
戀夏500日-性平影展講座
物理系 物理系教授秦一男
S215
是否真的有外星人?
教科系 未來所助理教授彭莉惠
ED204 高科技產業人才培育研究
中文系 專業編劇及講義雜誌資深主編黃瀚瑩
O306
動漫編輯與編劇
財金系 宏泰人壽證券投資部協理蔡國安
I501
從操盤人觀點看基金與股票投資
佳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繆惠南及前BHL亞洲
法文系
區處長王榮
E311
職場生涯經驗談
學務處 社會服務/NGO/海外志工楊蕙慈
Q409
對自己的想像
資傳系 臺北藝術大學動畫學系專任助理教授史明輝
L201
動畫獨立製作創意分享
印度新德里安全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Dr.
亞洲所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T511
India, China and the Asian Strategic Framework
歐洲所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主任汪毓偉
T702
從國土安全論歐盟的措施與作為
統計系 彰化師範大學統計資訊研究所教授連怡斌
B302A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public hazards
資工系 復興航空企業暨電子商務處副總經理江衍宏
E819
電子商務之產業機會與創業創新
英文系 牛津大學出版社英語教學顧問林志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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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時報APP試用版上路！

【本報訊】《淡江時報》APP推出試用版囉！
功能包含中英文新聞、演講活動訊息。透過
Android平臺，讀者將不受地域限制，收到最新
資訊，請洽網站http://tkutimes.tku.edu.tw/。期
盼透過APP，未來加入更多功能，讓淡江資訊
傳播更無遠弗屆。

簡又新蒞校談低碳大時代

【本報訊】21世紀氣候變遷為人類生存與發展
最嚴峻的挑戰，航太系將於9日（週三）下午2
時10分在E787，邀請前環保署長、交通部長，
現為財團法人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簡又新，蒞校談「低碳大時代」。將談臺灣面
對氣候變遷威脅，應學習如何和世界一同邁入
低碳大時代，除重視此議題更應親身參與，歡
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講座。

國際處徵境外生導師

【記者吳文凱淡水校園報導】為協助境外生
在臺灣的適應與學習，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計
畫徵求境外生導師。規劃由各學院聘任1至6位
境外生導師，提供境外生諮詢和課業輔導等服
務。境外生輔導組組長陳珮芬表示，希望徵求
本校熱心又熱情的教師為境外生多付出一分關
懷，減輕原班導師的負荷。境外生輔導組也計
劃於期末召開檢討會議，邀請境外生導師和學
生出席分享經驗與心得。

姊妹校將添上海同濟大學
也希望能和本校國際研究學院共同研
究兩岸關係。戴萬欽在會中介紹本校
國際研究學院的研究情形與成果，雙
方也相互邀請參加對方舉辦的學術會
議。戴萬欽表示，本校國際研究領域
的資源豐富是中國海峽兩岸關係法學
研究會前來拜訪的主因，除了與該會
交流之外，本校也將藉由此機會增進
與北京清華大學和姊妹校武漢大學的
交流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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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於1日下
午蒞校參訪，由該院副院長陶小馬帶
領一行16人，由國際處人員接待，並
參觀本校校園、海事博物館和覺生紀
念圖書館後，在驚聲大樓三樓國際會
議廳舉行座談會，由戴萬欽主持，他
指出，雙方已結識多年，且同濟大學
常務副校長陳小龍曾於兩年前造訪本
校。商學院院長胡宜仁、管理學院院
長王居卿等人皆出席參與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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