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實驗室把關 310師生免費健檢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輔仁大學
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副教授暨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林偉人領12位研究生，於上月25
日至本校了解全面品質管理（TQM）推動

經驗。由品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白滌清接
待，並說明本校全面品質管理發展沿革和
推動策略與方式。林偉人表示，近年來教
育單位逐漸引進企業界的品質管理概念，

藉此提升教育品質，「淡江獲第19屆國家
品質獎，在高等教育的品質管理推行經驗
上有具體成果，希望藉此次參訪，讓學生
能學習到品質管理和教育理念結合。」

   說明會後進行座談，會中以「如何落
實全面品質管理？」和「業務輪調下如
何維持品質？」等提問進行交流。白滌
清說明，本校以全員參與、持續改善的
精神落實全面品質管理，「這已經成為
淡江文化的一部分，本校各單位的人員
都以此精神為大家服務，加上完整的資
料彙整和文件保存，雖有業務輪替也都
能順利銜接，以維持服務品質。」輔仁
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碩二的鄭同
學說，「本次參訪增進了品質管理方面
的知識，並對淡江用心推動全面品質管
理的成果，感到印象深刻，果真名不虛
傳！」

   【本報訊】教務處完成「101學
年度大學日間部入學新生資料分
析」，與100學年度相較，錄取人
數略增、選填本校第1到10志願的人
數從20.9%上升至26.0%，教務長葛
煥昭表示，大學以就業導向為主，
可見本校蟬聯15年的企業最愛品牌
受各界肯定，提升選填本校的志願
序。而在新生來源中，中部、南
部、東部和離島地區約略增1%，顯
示新生來源已擴及中南部及離島地
區，葛煥昭表示，這顯示學術副校
長虞國興所提的「生源多元化」已
發揮成效，加上招生組推動的「前

進高中」計畫、各系所的努力招生
等，讓生源逐漸從北部拓展到其他
區域。
   但與同性質11所大學指考成績比
較，本校從第4名下滑至第5名，葛
煥昭對此說明，部份科系的招生人
數比其他學校多，因此成績排名
受到影響，整體上差異不大。葛煥
昭指出，與去年相比，本校英文系
領先中原和逢甲、統計系亦領先東
海，但中文系、數學系、公行系等
科系落後，「希望大家能再加把
勁，努力發揮系上特色，以增加招
生利基。」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環安中心上月25日針對本校百餘
間實驗室舉辦「101學年度實驗室人員健康檢查」，共有310人受
檢。總務長暨環安中心主任羅孝賢表示，主要是依據勞工安全衛
生法規定，對於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者定期施行特定項目之健
康檢查，同時也落實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這一切
都是從愛出發，藉由健檢主動關懷教職員工生的健康，以促進安
全和健康的連結。」
   本次檢查分為「一般健康檢查」、「有機溶劑作業檢查」、
「噪音作業檢查」、「粉塵作業檢查」、「游離輻射作業檢查」
和「正己烷作業檢查」共6大類別，其中「一般健康檢查」還有尿
液檢查、胸部X光檢查、早期癌抗原檢查、醫師問診等共17項的
檢查。業務承辦人環安中心技士謝育賢表示，為便利檢查作業，

由承辦醫院安排健檢工作人員組隊到校執行健檢工作，若發現異
常現象時，將再另約複查時間，「預計102年2月底前，健檢結果
出爐並安排醫師到校協助諮詢，屆時會再通知大家，請大家踴躍
參與。」化學碩二曾昱縉表示，平時就注重個人保養，但學校能
提供這樣免費的身體健檢是挺不錯的，對我們常待在實驗室的學
生比較有保障。化學碩二廖庭暘說：「有這樣的健檢挺窩心的，
經過這些基本和特殊的健康檢查，讓我們能持續追蹤自己的身體
狀況，做實驗固然重要，但身體也要顧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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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孝賢：落實OHSAS 促進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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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看的重點新聞

榮譽學程師生
歡度耶誕節

3版 CU ONE微電影作品獲15萬

2版 一流讀書人對談 一山二虎

4版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三)
19:20

國企系
D403

康迅數位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PayEasy） 業務發展處專案
副理王方怡
網 路 購 物 實 務 之 研 究 - 以
PayEasy為例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2(三)
13:10

師培中心
ED201

臺北市永安國小老師施穆穆
電子白板的創意教學應用

1/3(四)
14:10

產經系
B617

好來化工（股）公司通路經
理陳泓境
職場規劃分享─機會，只留
給準備好的人

1/3(四)
15:00

數學系
鍾靈中正堂

Director of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中研院院士張聖容
How can we tell if it is a sphere?

1/3(四)
16:00

大陸所
T701

臺灣服務業發展協會秘書長
李培芬
臺灣服務業的全球展略

1/4(五)
19:00

美洲所、
亞洲所
T306

國合會技術合作處副處長王
宏慈
赴拉美與東南亞援助合作經
驗談

1/6(日)
09:00

教心所
ED601

諮商心理師黃佩娟
客體關係實務應用工作坊

101學年度入學新生統計

志願排序向上升 生源多元化發酵
行人徒步區 光影塗鴉迎2013年

   淡水校園上週架設LED燈飾增添節日氣氛，淡江時報社攝影記者：謝佩穎、羅
廣群、鄧翔、蔡昀儒、梁琮閔和新聞研習社社員劉禮碩、呂凱莉、葉睿涵共8人，
於行人徒步區中倒數跨年，以光影塗鴉（Pika Pika）方式寫下「TKU Happy New 
Year」迎接2013年。土木三羅廣群表示，很開心在年末時和朋友於校園內留下美
好回憶。（文／謝佩穎、攝影／鄧翔）

100、101學年度高中來源學校區域比較

區域 100學年度 101學年度
人數 比例 人數 比例

北部地區 3,216人 69.30% 3,069人 65.96%

中部地區 483人 10.41% 552人 11.86%

南部地區 709人 15.28% 762人 16.38%

東部地區 178人 3.84% 202人 4.34%

離島及其他地區 55人 1.19% 68人 1.46%

總計 4,641人 100% 4,653人 100%

   【記者李蕙茹淡水校園報導】教育學院
在2012年12月出版《數位原生的學習與教
學》，本書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教科
系教授高熏芳擔任主編，和教科系副教授
陳慶帆、教心所副教授李麗君等，共16位
教師，依各自擅長領域撰寫集結而成，探
討數位原生的議題。
   高熏芳表示，本書是2年前教學行政與
革新研討會，創辦人張建邦博士所指定
撰寫，2年間開了多次會議討論本書的章
節、內容，因而成就這本書的完成。她解
釋，1980年代後出生稱「數位原生代」，
數位原生有別於上一代，一出生就接觸許
多數位產品，不同成長經驗，想要達成最
佳的學習，教學者必須了解數位原生代有
什麼特徵，並因應數位時代轉變作調整，
衡量課程的改變與否。此書歷時2年，因

應 不
斷 變
動 科

技修正本書，集結各教師力量出版。
   本書分為兩個部分，一為學生特徵、學
習環境及學習工具，第二、如何教學及其
它教學議題，高熏芳強調，本書是國內第
一本談到數位原生的特徵及教學，希望給
教學者參考，雖然學生熟悉科技是好事，
但利用科技學習的能力仍需老師的領導，
例如學生也許數位科技能力很強，可是往
往在使用的過程中忘記重要的倫理或法令
的議題，此時便需要老師的指導，讓老師
和學生一起調整。
   本書作者群均將稿費捐給教育學院作為
學術發展之用，高熏芳表示，《數位原生
的學習與教學》並非定論，而是拋出讓大
家討論議題，數位學習無所不在，網路有
許多免費資料，對教學者和學習者都是很
好的資源，但要如何用的合法，是值得深
思的。

教育學院16師 合著數位原生的學習與教學

來校參訪TQM推動 128行政會議 增研究中心評比機制
   【記者黃宛真、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28
次行政會議於上月2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由
校長張家宜主持。會議一開始張校長頒發「團隊研
究績優獎」，頒發220萬元獎金：水資源管理與政策
研究中心獲130萬元、盲生資源中心有60萬元、風工
程研究中心為30萬元；同時表揚化學系教授王文竹
積極推廣科普工作多年，且擔任《科學月刊》無給
職工作，深化國小至高中生的科普新知，對教育貢
獻卓著並提升校譽，頒發獎金5萬元和獎牌一面（王
文竹專訪請見三版「卓爾不群」）。
   張校長致詞表示，本學期首推榮譽學程，針對
成績優異的新生提供榮譽學分，希望各系能多關
注，讓他們的成績持續維持在班上前10%；而課外
活動和團體發展學門，包含基本素養中的「德智體
群」，請各系多鼓勵學生參與；針對本學年發生數

起校園不幸事件，學生安全和心理諮商輔導需要大
家共同關懷，「我們有很好的導師制度，希望在導
師時間中老師能多關心，若發現不對勁時要立即通
報。」
   本次會議共7項提案，其中「研究推動委員會設
置辦法」、「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辦法」，主要為激
發研究能量、推動本校研究及產學發展、整合相關
資源以建立研究特色，明訂研究中心評鑑項目及等
級，成立滿3年後每年提出工作績效報告及未來規劃
並接受評鑑，評鑑績效分「優、良、可、待改善」4
類。在專題報告中，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以
「直達學術校園心臟-圖書館」為題，說明圖書館
的經營策略，以及如何選購合適的學術期刊；資訊
長黃明達則說明「資訊發展趨勢與校園資訊服務現
況」。

   【本報訊】「北區七所私立大學交流平
台第二次討論會」於12月26日在臺北校園
舉行，7所私校大學校長、總務長皆出席參
與，由校長張家宜主持，會中通過7校「聯
合議價、個別採購」模式，透過採購連繫窗
口達成聯合議價後，再由各校依其採購程序
進行採購，以降低學校用品採購成本。
   為因應高等教育環境的變遷，大臺北區7
所私校大學：文化、世新、淡江、銘傳、輔
仁、實踐和東吳日前達成共識，透過定期

聚會、輪流召開研討會，以共同研議可實
行合作方案，初期合作模式將以「聯合採
購」、「共同開課與跨校選課」、「跨校及
跨校雙學位」、「學生社團跨校合作」、
「圖書資源共享」和「對政府部門之共識
性建議」6大內容進行商討。12月3日由本校
以「總務」事務內容，邀集7校總務長商議
聯合採購內容，相關建議於12月26日第二次
討論會研議。明年3月將由銘傳大學提出以
「學務」事務進行研討。

北區7私大合作 本校推聯合採購

校園留犬安全爭議 關懷動物社加強管理

更正：本報於881期刊登「期末考溫書 31日
起開放B119」一文，期末考日期誤植，應為
102年1月7日至13日舉行。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近來發生
校園留犬咬傷師生案例，在上月27日「淡
水校園動物管理工作會議」中，總務處邀
集事務整備組、安全組、環安中心、課外
組，以及關懷動物社，一同討論校園內流
浪狗問題安全和人道處理方式，以維護校
園安全並達到尊重生命的精神。總務長羅
孝賢肯定關懷動物社的努力和管理，並表
示應以「溫和無害，尊重生命」的方法來
維護全校師生的安全，「總務處將研擬完
整關懷動物管理方案，並加強宣導正確的
愛護動物觀念，希望藉此能了解尊重生命
的意義，以落實生命教育。」
   會中針對校園內犬隻咬傷師生、追趕車

輛、闖入教室，以及狂吠不止等事項進行
討論，關懷動物社指導老師湖光動物醫院
院長林雅哲對此做出回應，因狗有地域習
性，因之前的領導犬過世造成群龍無首而
有競爭意識，近期內會盡速將具有攻擊性
的犬隻移至適合的環境；關懷動物社副社
長中文二楊雅庭表示，會再嚴加管理列管
的留犬，「感謝學校聽取社團的想法與尊
重校內犬隻的生存空間，本社的宗旨是希
望創造校園師生與動物的和平共存空間，
會與校方共同宣導正確的觀念：不過度親
密接觸、不餵食、不挑釁等，希望大家都
能尊重生命，關懷生命。」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健走和歲
末聯歡活動圓滿落幕！「校園健走塑身」活動已
於上月25日在紹謨游泳館大廳舉辦閉幕活動，校
長張家宜出席致詞表示，看到大家的參與感到高
興，希望繼續保持，每天都能享受健走活動。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雖未到場參與，致贈巧克力
祝賀活動順利，另外人資長鄭東文、財務長陳叡
智、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和國際長李佩華皆到場共
襄盛舉。女聯會理事長高熏芳表示，今年活動除
了健走以外，還增加韻律舞蹈，讓大家的運動生

活更有樂趣，謝謝體育事務處同仁的協助；
拍照時高熏芳幽默地說：「哇！大家看起來
都好瘦唷！」勉勵大家的健走成效。
   本次共有60人參與、13人獲得全勤，與
100學年度下學期相比，參與人數和全勤人
數略為增加，而且體適能指數顯示體力變
好，體育事務處體育長暨女聯會副理事長蕭
淑芬表示，「三分鐘登階的測驗中，後測顯
著比前測好，顯示經過13周健走塑身課程之
後體力有增強的效果；在腰臀圍比方面，卻
無明顯的改善，未來可增加重量訓練雕塑體
型，以降低腰臀比例。」全勤者之一的資訊
處技士郭嘉萍說：「保持全勤的方法就是排
除萬難，堅持在每週二中午前來健走，經過
這學期後，發覺體能變好了，有時候沒運動
反而還怪怪的。」
   而女聯會上月26日舉辦「歲末暖冬聯歡活
動」，50人齊聚一堂吃火鍋。高熏芳表示，
很高興姊妹們能參與，增進情感交流。

女聯會健走 全勤 暖冬火鍋盡興

   環安中心於上月25日舉辦「101學年度實驗室人員健康檢
查」，分為一般和特殊的健檢項目。（攝影／陳頤華）

   由教科系教授高熏芳主編，與15位教師歷時2
年多以教育專長，集結《數位原生的學習與教
學》一書，探討數位時代的教與學。（攝影／賴
意婕）

   女聯會舉辦「校園健走塑身」活動，已於上月25日圓滿落幕，本次
共有13人全勤。校長張家宜（右八）與女聯會理事長高熏芳（右七）
與全勤者合影。（攝影／鄧翔）

（資料來源／教務處招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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