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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目標 : 分管單位用電量年零成長

█淡水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有效管理本校能源及提升
節能績效，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將於30日下午3時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邀請冠呈能源環控有限公司總經理王獻堂，向本校
各一、二級單位主管介紹「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由行政
副校長高柏園主持，並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王獻堂當天將分享「ISO50001能源管理系統發展現況、增加
價值及益處」與「能源管理系統實務」等內容。總務長鄭晃二
表示，ISO50001要求組織以系統化的推動方式，達成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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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績效，與本校推行TQM及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理念相同。
「ISO50001管理系統是一項持續改善的工具，藉由管理系統可更
有程序的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及解決問題。導入ISO50001能源管
理系統能更有效推動學校節能減碳。」除非特殊情形，「未來將
以每年分管單位用電量零成長為目標。」
此外，根據環安中心統計，本校98至100年在溫室氣體盤查數據
中，每年外購電力就佔總排放近93%。節能組組長姜宜山指出，
本校目前已在100學年度時開始執行的節能管理工作，是以樓館
為單元，分館管理用電情形，而目前用電量較大宗的大樓為圖
書館、商管大樓等。另外，也已在各單位設置節能管理員來督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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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博館讓您展翅揚帆
國際教師證及學生證機票優惠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暑假機票抗漲！全球最大的
學生青年旅遊組織STA Travel向各大航空爭取優惠票價，最
多可省新臺幣5千元。凡具有國際教師證或學生證，即可向臺
灣總代理金展旅行社（www.statravel.org.tw）訂購「STA師生
票」，該機票優惠遍布全球，特別是歐洲內陸及歐洲與南美洲
之間的航線機票，詳請請洽各地STA Travel辦公室。
如欲申請國際教師證、國際學生證或國際青年證，可洽康文
文教基金會（www.travel934.org.tw）。

楊賢英來校談食材管理 教職員讚實用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女教職聯誼會與員工
福利委員會共同舉辦之「生活講座」，於21日邀請知名家事達
人、現任北市職訓局家事管理培訓講師楊賢英，與大家分享
「食材管理」的訣竅，並分享自己在購買食材與分類儲存的心
得。講座實用的內容，吸引教職員在午休時刻前往聆聽，讓驚
聲國際會議廳幾乎滿座。
楊賢英表示，只要透過食材處理小撇步，就能讓吃進肚子
裡的東西更衛生安全，才能吃得更新鮮健康！如：1次整批處
理買回來的排骨，將它去血水，再以電鍋蒸熟，之後要紅燒或
燉湯都會十分簡便。與會者大多表示，楊賢英教授的內容，對
於下班回家後急忙準備晚餐的職業婦女，十分實用。未來也想
聽聽楊賢英在收納上的心得！

下課的福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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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25次行政
會議於23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會議由校長張
家宜主持，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一級單位主管
皆出席與會。會議一開始張校長表揚「101年全國
大專院校社團及全校性自治組織評鑑暨觀摩活動」
中獲得特優與優等獎的指導老師，並頒發獎牌。本
次會議共12項提案，包括「101學年度歲出入預算
編列草案」及9個辦法修正草案，以及廢止2項辦法
提請討論。
「約聘助教聘任及服務辦法」草案，是經學術
副校長虞國興於4月12日邀集全體55位助教、4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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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責任」，證明自己符合法規要求且已善盡保管責
任，無故意或過失責任才能免責。各種告知義務、
取得當事人同意或回應個人請求等行為，都必須留
下記錄以作為未來舉證之用。曾耀德指出，個人資
料的「蒐集、處理、利用」要做到適當、適度、最
少。
曾耀德也談到，接下來29日（週二）、31日（週
四）將進行「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鑑」，其中包
含：個資流程分析、個資清冊製作。曾耀德表示，
6、7、8月將進行內部宣導、個資盤點、風險評
鑑，建立管理程序。會中參與者多位同仁提問工作
上相關個資法的問題，曾耀德現場回應。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表示，感謝曾協理及全體教職員的參與，
未來期望各單位善盡個人資料的保管責任。他也總
結，本週的課程在於提升內部意識，接下來將進行
盤點，未來將統整所有問題進行研議。

第125行政會議 12項提案提請討論

█網路

日邀集聘任助教系所之主管座談，徵詢意見並就當
前問題綜合分析，研議提出「助教體制變革與規劃
報告」，報告內容包含助教現況、助教個人意願調
查及轉型相關問題之處理方式。
另外，「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提案，新增創
作發表及展演之獎助、獎勵金依作者排名及聯合展
演也列入研究成果給予不同程度的獎勵；「教師教
學獎勵辦法」，教學特優教師以教學優良事蹟甄
選，名額改為全校至多7名，獎金由每月8千元提高
到1萬元，並將可作為課程教材之優良譯作列入教
學優良教材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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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管科系
T702

TOYOTA行銷室主任朱耿毅
臺灣汽車業行銷策略
陳良益臺灣科技大學化工系
化學系 1-D Nanomaterials Photoanode for
Q409
Sensitized Solar Cells
紀錄片「田洋、小鄧、臥龍山-傳奇的小城
中文系
故事」導演李佳懷
L511
文化資產如何透過影像保存與應用
資深歷史講師廖慧真
歐盟中心
阿伯拉與哀綠綺思－法國中世紀最動人的
L308
愛情悲歌
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楊昊
亞洲所
亞太區域主義的新格局：內生焦慮與挑戰
T511
的結構化
產經系 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講座教授賴英照
Q409
華爾街往何去？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李文卿
數學系
Novel applications of number theory(數論新
Q409
用)
物理系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物理系教授周禮
S215
Zinc Oxide Nanowire Gas Sensors
保險系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黃介正
B302e 政治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交通大學財務金融所客座教授李正福博士
財金系 Alternative Errors-in -Variables Estimation
L206
Method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Research
教育學院 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志朗
覺生國際會議廳 文明在科學的創意中
中央大學財金系系主任楊曉文
經濟系
那些年我在淡江的日子—生涯規劃經驗分
B408
享
管科系 Oracle產品經理曹淏翔
B503
企業倫理實務
歐研所 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劉以德
T702
歐洲文化資產與觀光：活化利用之典範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教授Prof.Dr.Gerhard
德文系
PlumpeSchillers Wilhelm Tell-ein Drama der Idylle(
E312
席勒：威廉泰爾-一部田園詩劇)
外語學院 獲頒法國藝術及文學勳章騎士勳位小說家王文興
驚聲國際會議廳 如何接近文學-鄭板橋”道情”例講
資工系 HTC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工程師黃勝宏
E819
行動裝置軟體設計思維
歐盟中心 法國教育中心代表曾馨弘
T311
魅力法國-留學法國面面觀
英文系 補教名師郭易
I601
英文履歷自傳簡報滿分全攻略
歐盟中心 歐洲教育展專案經理 謝欣純
T311
歐洲留學講座-留學歐洲不是夢
大陸所 旺旺集團公關委員會委員王珍一
T505
旺旺集團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策略
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助理教授 施
歷史系
維禮
L201
歐洲現代化下的自我
諮輔組 BBS鄉民的正義導演 林世勇
B712
大咖研究所-鄉民們站出來！

臺北校園
6/1(五)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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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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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D402

洪建全文教基金會董事/一宇數位科技公司資深
顧問/全球華人競爭力協會特約顧問鄒景平
教育的破壞式創新
美商達信保險經紀人公司資深副總經理李威亮
大型企業危險管理與保險規劃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北分署分署長陳
盈錦
企業與行政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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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校園 空中英語教室研發部專案副理張至正
CL403 英語，專業還是職業？

洪麗芬來校談巴黎異想世界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
院於24日邀請大師洪麗芬（右圖）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演講，以「Sophie Hong的巴
黎異想世界，絲綢時尚美學」為題，說明
根植臺灣、放眼國際的文化設計之路。
洪麗芬曾任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研究所助
理教授，並於2012年獲頒法國國家功勳騎
士勳章。當天演講由故宮博物院文創行銷
處出版編印夏紅擔任主持人，吸引百餘位
同學前來一睹大師風采。

夏紅介紹洪麗芬時提及，「洪設計師十
分注重文創，認為設計沒有過去就沒有現
在，沒有現在就沒有未來。」開場播放臺
灣第1屆設計博覽會服裝秀影片，欣賞洪
麗芬過去創作的作品，充分展現臺灣民俗
風情，洪麗芬表示：「自己的設計靈感來
自平時生活中的發想。」因為設計深植在
生活與人文文化中，即便是巷弄文化也能
展現時尚美學。
洪麗芬分享從臺灣一步步耕耘到法國嶄

露頭角的艱辛過程，並指出在國外舉辦多
場展覽時經常受到肯定，而這也成為設計
師創作的動力，「當看到國旗在國外飄揚
時，不禁紅了眼眶。」外語學院院長吳錫
德表示：「從洪設計師身上看到將台灣文
化帶往國際的勇氣，希望藉此鼓勵同學努
力發展所學、拓展國際視野。」國企四陳
彥珍表示，由於對法國的時尚很有興趣，
洪設計師能將自創品牌推向國際，「真的
很佩服！」（攝影／羅廣群）

免費學游泳 教師帶學員泳 起來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炎炎
夏日，上週體育事務處舉辦為期5天

「免費游泳教學週」。每學期末前3
週左右，提供教職員工及大一體適能

未通過游泳檢測的同學學習游泳的機
會。 此次共有24位報名，其中教職
員6位，學生18位，由洪建
智、陳瑞辰兩位老師教授。
課程中透過浮板、蛙鞋、
滑水板的輔助，幫助學員克
服怕水的不安全感，而另一
可見音樂真的是非常吸引人的，也
個好處是調整游泳的動作。
看得到活動的成效相當不錯。」在
每堂上課，老師會複習前一
下課10分鐘表演的企管四顧晉表
天的動作，接著示範新動
示，和實驗音樂社社員合組的＜觀
作。5天課程中，學員認真
光客Tourists＞，是先前參加政大
聽著講解，反覆練習，洪建
金旋獎的組合，而下課10分鐘算
智表示，「隨著課程的進度、練習，每個學員皆有進步。」對
是畢業前在校園裡最後一次表演，
於游泳有所卻步的人，洪建智勉勵，「只要不怕水，有心學
「這種讓大家一下課就聽到音樂
習，持續努力，學習成果是能立竿見影。」這是一種自我挑
的表演方式，不僅會讓人有驚喜的
戰、努力、掌控的運動。相較於籃球、排球等團體運動，游泳
感覺，表演起來也『蠻爽的』，是
著實適合愛好自我運動的人。如果不想再當一隻旱鴨子的話，
畢業前的特別回憶。」(文／梁凱
千萬別錯過暑假由體育室和成人教育部一同推廣的暑假游泳訓
芹、攝影／李鎮亞）
練班，詳情請上成教部網站（http://www.dce.tku.edu.tw）。

10分鐘音樂會
23日下課10分鐘的福園，有了音
樂更不一樣！第2年舉辦的下課10
分鐘音樂表演，由西音社4組樂團
與實驗音樂社2組樂團，從中午12
時開始的下課時間接連表演，下課
時的福園也多了不少停下腳步欣賞
的人潮。同樣也佇足觀賞表演的課
外組組長曲冠勇表示，下課10分鐘
的構想是為了能讓音樂性社團，增
加更多表演的機會，而經過去年的
經驗，這次下課10分鐘的表演也越
趨成熟，「看到現場有這麼多人，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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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資法密集訓練 本週盤點開始

你準備好掌穩船舵、乘風破浪，朝人生的新目標航行了嗎？為祝福畢
業生有好的開始，由海事博物館承辦的「展翅揚帆」畢業季活動將於6月
7日至9日在海博館4樓舉行，提供船長服及水手服、攝影、彩色輸出、護
貝等服務，供畢業生留影紀念，每日限額50名，可事前預約。活動期間
來館參觀的畢業生將有穿著水手服的導覽員為你解說，還有機會獲得
限量150套紀念品喔！（文／黃宛真、攝影／謝佩穎）

█蘭陽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用電情形，不過節能管理員目前仍在規劃獎勵辦法，
現以勸導單的方式督導未實行之單位。在新建設方
面，姜宜山說明，如「教育學院空間RFID節電管理
系統」，需要用教室時，使用飯店插卡取電方式管理
用電。還有，日前已通過教育部的補助，預計在暑假
時，建設「工學大樓智慧型排課節電管理系統」，為
在當節有課時才能使用教室用電設施的管理系統，不
過，因仍有些技術上的問題仍需克服，正與相關單位
討論。未來，將以ISO50001系統管理的標準，建設節
電設施，如排課節電管理系統、節能燈具等。

【本報訊】自13日起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法訓練課
程全面啓動，21日及25日由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專案經理曾耀德、也是本校會計系校友談「個
人資料保護法認知課程」，共300餘人受訓。
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保護對象，為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現存的自然人。會中說明個人資料保護法簡介、
個資法、施行細則重要條文介紹，以及個人資料管
理組織架構及職責。
新舊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主要差別，舊法以往是
指電腦處理資料，而新法指的是電腦及人工都在規
範內。擴大保護客體、刪除行業別限制、區分『一
般個資』與『特種個資』、告知義務的要求、明訂
當事人權利、集體訴訟，以及提高罰則及賠償責
任。適用所有行業別，並增加告知義務，利用個資
須符合特定目的，同筆資料若須用於當初蒐集目的
以外之其他用途，亦需告知當事人。
個資法也明訂舉證責任倒置，學校必須負責「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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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教師以一對一
的教學方式，使
學員了解換氣的
動作。（攝影／
羅廣群）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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