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訊化創
新再添一例，即將推出「淡江i生活」貼近學
生生活的APP，整合9項功能及量身訂做的創
新應用，讓全校師生教職員工都能把校園即時
資訊帶著走。
   由資訊長黃明達帶領2位學生：資管碩二
洪維澤、碩一李宗維，製作「淡江i生活」
Android和iOS版本APP，並整合最新消息、報
名系統、公車動態、實習室機位、影像系統、
地圖、節次對照表、個人課表和建築物對照
表9大功能。黃明達表示，本套系統整合時間
和地理位置服務（Time-Based and Location-
Based Service）以提供即時和行動定位服務，
也是最大特色之一，「行動裝置越來越普遍，
因此整合常用的校務功能，並開發『淡江i生

活』APP以服務全校，即時影像系統應是全國
第一，隨時刷新螢幕就能得到最新資訊，而下
個階段將持續開發地理位置服務。」
   「影像系統」的特色是記錄公車候車處、操
場、排球場、籃球場等地的即時影像，讓你可
隨時查詢該地點的使用情形而不會白跑一趟。
黃明達說明，為此資訊處在校園各處裝設6支
攝影機和設置影像系統，可即時回傳影像資
訊，「這樣的影像系統除了解籃球場、操場等
地使用情況外，另外還能強化校園治安，以保
障學生和教職員生的安全。」同時，因應個資
法上路，黃明達表示，本APP經過防駭和加密
處理，因此「影像系統」會刻意模糊人影，只
會知道場地的人數和移動的狀況，而「個人課
表」的帳密資料僅存個人端，系統不會對外存

取，以保護個人隱私。
   洪維澤表示，開發本套系統是
希望提供給大家「正面且有感」
的生活應用工具，「感謝相關單
位協助，並希望大家在使用後提
供意見，讓我們能繼續精進。」
李宗維表示，當初開發時很擔心
會無法完成，但仍突破難關解決
問題，「希望能帶給老師、學生
一些幫助，將陸續更新功能，敬
請期待。」
   為了解本APP的使用情形，未
來將進行此APP的行為研究，黃
明達表示，這樣的研究可幫助開
發者了解使用情形、進而了解開
發需求，以開發更符合校內教職
員的功能，並幫助將來的學術發
展，「這樣的行為研究僅從系統
功 能 面 著 手 ， 不 會 涉 及 個 資 問
題。」「淡江i生活」即將在iOS
和Android平臺與大家見面，請拭
目以待！

落實綠色大學精神 本校蟬聯企業環保獎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品保處於11日
在I501分別舉辦「第7屆淡江品質獎說明會」
和「第4屆淡江品管圈競賽說明會」，皆由秘
書長徐錠基主持，及稽核長白滌清主講。徐錠
基表示，淡品獎和品管圈是本校重要的品質管
理活動，希望大家踴躍參加。
   在淡品獎說明會中，白滌清說明本次淡品獎
評審項目的異動，並提到得獎人員將有優先出
國參訪品質活動的機會，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第6屆淡品獎得獎單位總務處在會中，由節能

組組長姜宜山進行經驗
分享。姜宜山表示，
總務處運用品保處提
供的品質方法，並自

行舉辦品質獎以讓團隊了解淡品獎的運作和申
請方式，而獲得獎項，「淡品獎能讓單位重視
交流意見，以改進服務，並提升同仁知能、凝
聚共識、激勵創新，讓組織保有年輕活力。」
   另外，在品管圈競賽說明會中，白滌清說明
參賽對象為校內師生，以及競賽辦法和圈隊獎
勵機制外，並指出連續參賽的圈隊可獲得獎勵
措施；還為了讓大家熟悉QC手法的運用，舉
辦輔導員培訓活動，請輔導員輔導各單位的運
作，「歡迎大家來共襄盛舉，品保處樂意提供
協助。」
   在品管圈競賽說明會中邀請到第3屆得獎
團隊招生組的ECO招才圈、體育事務處五虎
圈，與公行系的集資圈進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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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二度獲獎大學 未來挑戰企業環保獎最高榮譽
   【記者林俞兒、仲葳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今年再度榮獲第21
屆企業環保獎，是全臺第1所連續2年通過企業環保獎的大學，
預計於11月5日在中正紀念堂授獎，總務長羅孝賢表示，企業
環保獎是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企業推動環境保護的最高榮譽，能
獲獎是對本校的最高肯定，因此將參與第3年的評選，以獲得
「榮譽環保企業」獎座。
   羅孝賢指出，本校配合環保意識的覺醒，積極落實環保、節
能規劃與管理的工作，並在有限的經費下加強學校軟硬體改
善，「透過這獎項，可以從評審的角度了解需要改進的地方，
並自我期許、鞭策，讓學校能持續進化。」羅孝賢說明，此獎
富有教育意義，發揮綠色大學的精神，將永續發展與環境保護

的觀念融入大學的教育中，「所謂的綠色大學就是對環境友
善，未來也會努力朝這方向前進，經由上行下效的影響，讓同
學們學會珍惜有限的資源，成為真正關懷、保護環境的世界公
民，也是對社會的回報。」
   環安中心執行秘書曾瑞光表示，「本次得獎的關鍵在於『提
出改善措施』及『發揮節能概念』」。曾瑞光說明，在提出改
善措施方面，是針對去年評選委員所建議的事項持續追蹤做改
善：如成立環境永續推動委員會；以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
推動委員會，並新建置節能與空間組，以強化節能之規劃與管
理，且以124位環安推動人制度作為環境政策計畫落實基層之
網絡等。另外在發揮節能概念方面，如鼓勵教職員生搭乘大眾

運輸工具等，有效促進減碳等措施。
   而在訪評意見中還有提到「主動爭取政府機關補助以建構綠
色校園」、「推動低碳飲食、低碳便當，使用可重複清洗餐
具」、「四省計劃、資源回收、綠色採購、綠色生活等執行措
施具體有效，改善個案績效量化明確」、「以置入性行銷推廣
環保議題、健康飲食」、「充實綠色大學之教育意涵，及整體
環境規劃及管理審議事宜」等優點。
   曾瑞光表示：「每次的參加，都能藉由校外單位以第三者的
角度，發現我們的缺點，讓本校在改善後，更擴大校內環保、
安全及衛生等方面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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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資訊帶著走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5(一)
13:10

化材系
E830

臺灣大學高分子所副教授童世煌
Microdomain Control in Block 
Copolymer Thin Films by the 
Incorporation of Hydrogen-
bonded Small Molecules

10/1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清華大學化學系助理教授
彭之皓
Controlled Radical 
Polymerization mediated by 
Organo-Cobalt Complexes

10/15(一)
19:10

課外組
B609

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
如何打底個人的文化

10/1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Graduate School of Engineering, 
Chiba University, Japan Prof. 
Hashimoto
New Materials Extending 
Capabilities of Surface Acoustic 
Wave Devices

10/16(二)
14:10

水環系
E830

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教授
李錫堤
山崩潛感分析與山崩災害分析

10/16(二)
14:30

數學系
S433

丘成桐中心博士後研究博士胡文貴
Pattern generation problems 
arising in multiplicative integer 
systems

10/17(三)
16:00

國企系
B712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產業
分析師林蒧均
高科技產業分析

10/17(三)
16:10

財金系
B603

臺灣期貨交易所副總經理邱文昌
我國期貨市場競爭態勢與發
展策略

10/17(三)
16:30

正智佛學
社

Q409

中台禪寺男眾佛教學院教授法師
上見下彥
逆轉人生

10/18(四)
10:10

亞洲所
T306

紀錄片導演李靖惠
從麵包情人談跨國移工與老
人照護

10/18(四)
10:10

德文系
T705

全球文化交流機構在華辦事處執
行長張其正
發現世界，探索台灣

10/18(四)
12:30

課程所
ED302

太御科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林俊志
JoinNet雲端教與學的創意模式

10/18(四)
14:00

歐研所
T404

歐研所副教授苑倚曼、清大科
法所助理教授高銘志
國際能源總署及歐盟碳補集與封存

10/18(四)
14:10

資工系
E819

真理大學資工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王慶生
支援定位與推薦功能之擴增實境
行動導覽系統

10/18(四)
16:00

大陸所
T701

漢邦會計師事務所主會計師史芳銘
兩岸ECFA中的稅收與通關規定

10/18(四)
19:00

樸毅青年
團

Q306

正向人生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黃經宙
上臺不怕生

10/19(五)
10:00

大傳系
O202

紀錄片導演李靖惠
《麵包情人》的拍攝過程分享

10/19(五)
10:10

法文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法國在臺協會主任M.Olivier Richard
今日法國與臺灣

10/19(五)
14:00

土木系
驚聲國際
會議廳

美國國家工程院士/美國德州
農工大學榮譽教授Jose Maunel 
Roesset
講題I. Some Considerations on 
Civil Engineering Education for 
Success in the 21st Century
講題II. Evolution of Deep Water 
Offshore Structures with Dynamics 
Concerns

10/19(五)
14:10

產經系
B511

成功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陳奕奇
A nonlinear view of purchasing 
p o w e r  p a r i t y  u s i n g  c r o s s -
sectionally dependent panels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建邦中小
企 業 創 新 育 成 中 心 參 加 由 經 濟 部 主 辦 的
「2012績優育成中心－年度最佳人氣獎」
選 拔 活 動 ， 只 要 到 F B 「 創 業 臺 灣 育 成 家
族」粉絲專頁（http://www.facebook.com/
moeasmeaincubator）相簿中，在本校育成中心
的照片中按「讚」，就可以有機會獲頭獎！
   創育中心秘書陳彥筑表示，本中心為本校有
意創業的同學和校友提供創業輔導需求，如
創業企劃諮詢、法律顧問服務及政府相關補
助等，藉由本活動讓更多人知道本中心特色
和發展。
   即日起至26日下午23時止，只要到該網站
參與按「讚」的投票者，就可以參加7-11禮
卷、電影票、王品禮卷及現金抽獎活動，而
總「讚」數會當作頭獎獎金，還在等什麼，
趕快號召親朋友好友一起幫創育中心加油！

更多訊息，請上 http://tkutimes.tku.edu.tw/

126行政會議 通過全英語授課獎勵
   【本報訊】本校第126次行政會議於5日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張校
長指出本學期工作重點：彰顯蘭陽校園住宿學
院的精神，建議蘭陽校園組隊參訪他校作法，
以落實生活教育；籌建國際會議中心，預定在
105年度的校慶落成，要求各單位著手規劃且
積極進行；並強調輔導助理教授升等作業，
「請不要抱著觀望的態度，各院系協助教授們
了解升等作業。」。
   本次會議共有7項提案，其中通過「專任教
師全英語授課獎勵辦法」，該項辦法主要是為

了落實本校國際化政策，鼓勵教師以全英語教
學方式開設課程，其中除明確定義全英語授課
內容外，亦說明採全英語授課的課程，每一學
分授課教師得減授應授時數0.5小時，每學年
最多減授3小時等相關受獎勵教師的義務。
   在專題報告中，總務長羅孝賢以「打造人本
永續、健康安全校園」為題，分析校園環境並
說明未來淡水校園的軸線翻轉、臺北校園的空
間加值、蘭陽校園的在地深耕策略作法；人資
長鄭東文則說明「人力分析與未來規劃」。

   每日上下課班的顛峰時間，
大忠街候車亭的排隊等車隊伍
延伸至力霸橋或商管大樓，加
上公車站前常遭卸貨車、來往
機車違規停放，導致教職員車
輛無法進出，因此安全組警衛
長楊德銘於上午8時20分、下午
5時30分皆在場協助指揮交通，
以保障教職員工生行路安全。
安全組組長曾瑞光表示，在校

內交通安全服務人力的調度充
裕下，才派楊德銘前往支援，
以維護安全。楊德銘表示，最
高紀錄曾有5輛公車同時進入該
地候車亭，加上該路段是U字
大轉彎路段，往來機車速度很
快，容易發生事故，「希望大
家能遵守交通安全，以免發生
意外。」（文／林薏婷、攝影
／羅廣群）

淡品獎 品管圈說明會 增獎勵吸引報名

中提琴四重奏 開放索票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文錙音樂廳啟用
10週年系列活動，首場音樂會正式開跑！於24
日下午7時30分舉辦「十六弦間的嬉戲－中提
琴四重奏之夜」，由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楊
瑞瑟所帶領的「臺灣中提琴室內樂團」，帶
來融合古典與現代的創新詮釋古典曲目。
   本活動開放索票，每人限領2張，17日起至
文錙藝術中心領取，數量有限動作要快，詳
情活動內容請見文錙藝術中心網站（http://
www.finearts.tku.edu.tw/c_index.htm）查詢。

   【記者劉昱余淡水校園報
導】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第8
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首次
移師金門，6日於金門大學
楊肅斌演講廳舉行，來自全
臺各地共140餘位校友及家屬
參與，校長張家宜、前校長
林雲山、校友總會理事長羅
森、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
長陳慶男、菁英校友會會長
侯登見、校友服務暨資源發
展處執行長彭春陽皆出席。
會中頒獎表揚「第一屆卓越
校友」（詳細名單請見本報
866期報導），張校長提到校
友在各領域表現傑出，對學
弟妹有很大的鼓舞，也特別
感謝校友的捐款，挹注效益
大。2天1夜的行程更拜訪金

門大學校長李金振、金門縣
長李沃士，以及金門酒廠總
經理暨機械系校友吳秋穆，
彭春陽表示：「非常感謝金
門校友會理事長李有忠的規
劃、安排，讓這個活動完美
順利。」
　會中通過多項提案，包括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
會捐款辦法」、「金質章設
計 圖 及 意 涵 」 ， 及 經 費 預
算 、 決 算 案 等 。 彭 春 陽 說
明，未來在每一年的校友總
會會員代表大會都能夠與卓
越校友獎結合，頒獎表揚優
秀校友，「而這些提案的通
過也讓校友會組織結構越來
越 扎 實 ， 使 校 友 會 不 斷 進
步，並且能夠服務、回饋更

多校友。」
　張校長率領校友拜會李沃
士時，李沃士十分肯定校友
對於金門這塊土地的付出與
耕耘，「感謝淡大校友利用
寒暑假到金門帶動小朋友學
習的機會。」並讚揚本校的
學風，「十分歡迎學校與金
門能有密切的教育互動，希
望 透 過 設 置 學 分 班 、 研 討
會，甚至是學生到金門當地
進 行 社 區 開 發 等 ， 達 到 互
惠。」7日則到金門酒廠參
訪，品嘗5年陳年冰高梁，
以及看見難得一見的金門酒
生產線的校友們，吳秋穆表
示，「希望未來能有更多母
校管理人才，一起加入金門
酒廠。」

校友總會聚首金門 張校長頒卓越校友獎

　本校中華民國校友總會第8屆第2次會員代表大會6日首度在金門舉行，會中頒獎表
揚第1屆卓越校友，校長張家宜（前右八）、前校長林雲山（前左八）、校友總會理
事長羅森（前右七）、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慶男（前左九）、校服暨資發處
執行長彭春陽（前左三）等人皆出席。（圖／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大忠街交通疏導 保障安全暢通

點讚 衝創育中心人氣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0/17(三)
19:10

保險系
D406

未來學研究所副教授陳國華
社會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10/17(三)
19:20

國企系
D403

資深國際行銷業務顧問詹千慧
STP市場區隔市場選擇與產品定位

10/17(三)
19:30

國企系
D502

中華民國海峽兩岸基金會經
貿處副處長鄧岱賢
兩岸經貿狀況與臺商投資問
題探討

文錙音樂廳10週年慶活動開跑

全
國

   【記者謝佩穎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美洲
所所長陳小雀帶領亞洲所數位學習碩士
在職專班雷安利、葛曉曼、賽艾薇、埃
爾南、巴克麗、蒙煥菲6位學生於國慶10
日，參與在臺北賓館舉行的國慶酒會。
   這些遠道而來的拉美在職菁英在國慶酒
會與來自各地的貴賓共襄盛舉。來自墨西
哥蒙煥菲先與行政院院長陳冲合影，接著
有機會向總統馬英九自我介紹且留影，並與
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羅亞克交談，他開心
地直呼，「能夠同時與兩位總統見面感到非
常榮幸。」
   這6位具有傑出政經背景的學生，自7日抵
達臺灣停留7天，並在本校參與亞洲多元文
化、中國現代史、海峽兩岸關係課程，陳小
雀表示，授課過程中，學生對於中華文化文
字的發展、玉文化及倫語文化感受深刻，
他們認為一種語言直至現在仍在使用很不
容易，而對於倫語文化2千年不綴也深感難
得。學生們也指出，過去中華文化能以絲路

方式，傳遞出去，在古代中國已國際化了！
   蒙煥菲在墨西哥擔任「墨西哥廣播主持人
協會」副主席，他表示，對於自己在淡江就
讀，最主要的收穫是探討拉丁美洲與亞洲文
化之間的關係。學習過程中也影響了目前工
作的想法，未來想以深度且軟性的外交，使
臺灣與墨西哥的關係更好。
   美洲所並於12日在福格大飯店舉行餐會，
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參事葉德貴代表
外交部前來參與，陳小雀、教授白方濟、副
教授王秀琦、助理教授黃任佑，以及西語系
講師李靜枝也一同參與。

體驗國慶
   亞洲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生蒙煥菲（左）在
101年國慶酒會中，與總統馬英九（右）合照（圖／
美洲所提供）

　 「 淡 江 i 生 活 」 的
Android版本。（圖／洪
維澤提供）

　「淡江i生活」的iＯＳ版
本。（圖／李宗維提供）

學生熱烈期待公車動態
　會計一謝亞庭表示，很期待淡江i生活APP，「迫不及待
想要快點使用公車動態和即時影像功能。」

淡江APP將上線 即時影像搶第1

亞洲所拉美在職菁英6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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