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3新聞萬花筒淡江時報

以磐石精神　誠信經營環境科技

 圖書館攝影賽獲獎許輝煌
教學結合時事 興趣專業同發展

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 

  國片《看見臺灣》中提到之環境汙
染近來成為國人關注議題，淡江大學
成人教育部開設「專業廢水處理負責
人員訓練班」，用以建立下水道廢水
處理系統負責人制度並提高處理人員
素質與其改善廢水技能，使之合乎放
流水標準，進而維護生態環境。　　
　欲報名者以通訊方式報名，或至臺
北校區現場報名。詳情請洽成教部網
站（http://www.dce.tku.edu.tw/）或
電洽分機：8868。（資料來源／成
教部、整理／蔡昀儒）

　【人物短波】資圖碩二陳美聖、簡
薇真參加全國「2013在圖書館遇見幸
福」攝影比賽，分別榮獲第二名、佳
作一張、入選一張以及第四名、佳作
一張的佳績。陳美聖第二名作品〈相
映〉表現出書籍與數位的並存；簡薇
真第四名作品〈小書窗〉則以書籍的
角度出發，凸顯珍惜書本的重要性。
簡薇真表示，特別感謝秘書處專員馮
文星的指導，以及圖書館館長宋雪芳
的支持與鼓勵，才讓作品得以順利產
生。(文/陳安家 )

中華民國102年12月23日 
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江誠榮

蘭 

陽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兩岸保險實務互切磋 熱情保險週溫暖寒冬

　身材高挑挺拔，穿著一身帥氣皮衣的正是資
工系系主任許輝煌，一直以來致力於教學、
研究和服務的他，獲得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的
殊榮，他謙虛地說，大概是學生覺得他教學認
真，且教學能夠結合最新的時事和潮流發展，
才讓他得到這樣的成果。許輝煌說，以往他開
設大學部的課程，都會在第一次上課時說明整
個課程，以及未來的職業走向。他也指出，資
訊領域的發展一日千里，因此也會常參加學術
研討會，進而把產業或學術的最新資訊跟學生

分 享；除此之外，許輝煌也常常
在課 堂上拋出問題讓學生思考，並
鼓 勵 學生踴躍發言。

　 接 任 系 主 任 一 職 以
後，他多半負責指導研
究生撰寫論文的課程，
以及論文審查的工作，
許輝煌注重的是學生的

興趣，在指導研究生學習
的時候，他會帶領學生花
上數月甚至1年的時間，
研 讀 前 人 所 撰 寫 的 論
文，幫助學生找到自己

真正有興趣的研究領域。而當學生在研究過
程中遇到困難或瓶頸，也會從旁給予建議，

鼓勵學生從中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
　除了教學，許輝煌也協助國際學術研討會
的籌辦、系上期刊論文的審查、接任系主
任、參與委員會等服務工作；他也致力於研
究領域，積極發表期刊和研究計畫，去年所
指導的學生還得到網路智能與應用研討會的
最佳論文獎。
　最後，許輝煌鼓勵同學，要利用在校期間
擴展自己的視野，多閱讀、多聽演講、多參
與企業參訪，「課本上的知識固然重要，但
是只唸書也很可惜！」，他認為大學生應該
要涉獵多元的領域，不要只侷限在自己的本
科，而未來面臨就業選擇，若是把自己的定
位放向國際，或許更能夠開創自己精采的舞
臺！（文／陳騫靜、攝影／鄧翔）

陳美聖
簡薇真

　台旭環境科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航太系校友江誠榮致力於環境科技領
域發展。（攝影／林俊耀）

　【記者林佳彣專訪】「不論你到哪個行
業，都會有所成就的。」軍中主管周遠元一
句話如同定心丸，讓人生掌機者航太系校友
江誠榮毅然決然地將飛機改變航線，飛入環
境科技的領空中，在其半世紀的年歲中，畫
出一條完美事業線。現為台旭環境科技中心
股份有限公司與大毅技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曾獲2002年第十六屆金鷹獎及2012年
第一屆淡江大學卓越校友。江誠榮帶領台旭
環境，於今年榮獲第二十二屆國家磐石獎，
是肯定該公司長期在環境科技領域的耕耘。

一切從穿梭雲端開始 勇敢邁向夢想

　一切就從穿梭雲端的身影說起！憶起兒時
在家鄉高雄市岡山區的中華民國空軍軍官學
校，江誠榮歷歷在目地說：「那時常有飛機
在我家四合院上空飛行，印象非常深刻。」
正因如此，航太系成為他大學聯考的首要志
願。爾後考取淡江航太系，江誠榮負笈北
上，專心致力在課業上。畢業當年，適逢中
美斷交，國防部實施臺灣第一屆國防科技
役，江誠榮便「以工代兵」，分發到臺中航
空研究院擔任飛機設計師，學習工業設計的
基礎，以優異成績及表現，從105位優秀人才
脫穎而出。
　爭取到公費出國留學，看似即將起飛的人
生，他卻急踩煞車，轉換航道，因為他知道

「即便沒有出國留學，我到哪個行業都會有所
成就。」在這之後，江誠榮投履歷至各大企
業，應徵上荷蘭皇家飛利浦電子公司，卻因對
方誤會他尚未退役，讓彼此就擦身而過。

感受市場脈動　投入環境科技
　江誠榮決定從1人設計工作室開始，為各工
廠提供工業設計相關的服務。就在80年代臺灣
電子加工業時期，他透過報章雜誌發現電子作
業人員，因焊接電器產品產生職業傷害。江誠
榮抓準風向，於民國69年白手起家創立大毅技
術，因應當時大環境工業的問題，為工廠提供
室內空氣清淨的服務。他提到自身優勢，「航
太領域中，流體力學和空氣動力學的專業知識
及服役時在臺中航空研究院習得的工業設計基
礎，讓我能順應潮流，提供符合市場需求的服
務。」感受到市場脈絡，讓江誠榮體認一件
事：企業若要生存，便要自我提升。抓準方向
盤，他奮力向前飛行，並於民國79年創立台旭
環境。
　有別於大毅技術提供環境工程的服務，台旭
環境主要為產業鏈前後端的把關，即為進行環
境工程前，需事先了解環境污染源的情況，以
及完工後的檢驗，例如曾受理環保署近40座殯
儀館火葬爐的戴奧辛檢測計畫。
　魄力十足的江誠榮補充解釋：「2家企業是
不同行業類型，若要大毅技術轉型，我寧可

從做中學　增進自身學習
　從1人公司到現今台旭環境200位員工、2000
坪規模，江誠榮坦言：「不一樣的規模，有
不一樣的挑戰與學習。每個階段，自我成長
都是我最大的挑戰。」因此，他於民國74年
進入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攻讀，隨後前
往美國取得甘迺迪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及美國州立馬里蘭大學管理學院企管博士學
位，精益求精的江誠榮謙虛地說：「唯有做
中學，學中做，才是引領我前進的動力。」
透過課程學習和公司營運，讓他有機會應證
所學，又能從學習中了解實務的正確性。
　江誠榮分享到：「公司不在於多大，而在
於經營者如何讓它成為一家精緻且幸福的企
業。」江誠榮向員工彼此鼓勵，「倘若經營
者未自我成長，員工便會離開公司；反之，
若公司營運和客戶群增長，員工未精進自身
學習，就將遭淘汰。」台旭環境透過專家及
學者的演講、管理或人際關係等課程、讓北
中南三地同仁進行經驗分享和學習的會議視
訊系統，以及自組壘球隊，增進公司員工向
心力。

以樸實剛毅精神經營企業

逼真建鬼「迷屍Miss」  驚嚇尺度百分百

　【記者呂柏賢臺北、淡水校園報
導】保險系於14日舉辦「第七屆兩
岸保險與危險管理學術研討會」，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保險系教授兼
成教部執行長胡宜仁皆出席與會；
會中邀請行政院金管會保險局局長
曾玉瓊及中國大陸西南財經大學保
險學院副教授兼科研處副處長徐
華、對外經貿大學保險學院院長孫
健、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
院副院長朱俊生等出席研討會。
　虞國興於致詞時表示，本會自

　【記者陳騫靜淡水校園報導】產業經濟系於
14日在驚聲大樓主辦「台灣經濟學會2013年年
會」，理事長彭信坤、中研院院士胡勝正、中
研院院士暨本校產經系教授麥朝成、商管學院
院長邱建良等人皆到場，現場有30餘位嘉賓參
與盛會，進行碩博士論文的研討和評選、召開
會員大會並選舉新任的理事及監事。彭信坤在
開場致詞時表示，「經濟年會在臺灣經濟界的

師培中心創意賽24日開始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師資培育中心
將於24日中午12時在文錙音樂廳舉辦創意表演
競賽，當天有百分之十的分數來自於現場觀眾
投票。凡12點20分前進場，且全程觀賽的觀眾
都有投票資格，到場觀賽並投票的觀眾也將獲
得精美禮物，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逾千建築生齊聚淡江競賽

英詩朗誦賽  全國拼字賽揭曉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當圖書館前的小
女孩不只是「銅像」，你仍能淡然地經過嗎？
讓「建鬼」帶你經歷一切！建築系於13日在建
築系館舉辦「迷屍Miss」，活動現場不僅重現
預告片的情景，許多毛骨悚然的橋段亦從生活
中取材，恐怖感倍增，總召建築三甘宣浩表
示，今年「建鬼」最大特色是「邏輯」概念，
以偵探遊戲串連故事，參加者透過扮演偵探的
方式找尋線索，並完成關主的要求，「這是近
2年首次採關卡方式進行，在『人鬼』互動中
更顯緊張刺激。」
  活動佈景由報紙、黑塑膠袋、紅漆等製造黑
暗血腥感，窄塞的通道設計令人神經緊繃，場
面氛圍詭譎驚悚，使許多參與者不寒而慄，驚
叫不斷，此外「鬼」的輕聲喃喃、赫然尖叫或
輕撫參與者的手腳，讓「偵探」害怕不已、驚
聲四起，一起壯膽參加的產經三謝宛霖和財
經三黃勤真直呼：「真是嚇出一身汗！『人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主辦
「2013第二屆全國建築系邀請賽」於14至15日
在本校圓滿落幕，有來自全國的22所大專院校
與建築相關系所，逾1,400人共襄盛舉，總召
建築四馮紀涵表示，活動結束後大多校所反應
良好，希望藉此凝聚「建築人」，讓大家有共
同重心。活動包含學術工作坊、水上趣味競賽
和體育性賽事。學術工作坊以「滬尾散策」為
題，由建築系系主任黃瑞茂進行演講與發表題
目，讓大家了解淡水風貌並培養細膩的觀察
力，黃瑞茂在演講中鼓勵同學，藉此機會互相
交流，因為有時「對話」比「藝術」重要。
　體育比賽方面，除籃球、排球、羽球、桌
球、足球等，今年更增加壘球和游泳比賽，
擴大校際間的交流機會，本校建築系在男生排
球競賽和桌球競賽中，分別奪下亞、季軍，而
身為游泳校隊選手、系泳隊隊長的建築四蔣元
凱在游泳比賽上表現亮眼，他說：「由於全築
盃第一次擴增游泳比賽，我也參與活動規劃，
因此不僅得獎開心，看到其他選手參加也很開
心。」活動過程中，足球和壘球賽事受到氣候
不佳的影響而有突發狀況，馮紀涵表示將會進
行檢討改進。

土木系友回娘家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土木系系友
會於21日上午舉辦「土木系友大會暨餐敘聯
誼」，邀請許多退休老師回來與後輩大家進
行經驗交流，超過50人與會。系友大會中頒
發第3屆傑出系友獎，得獎人為民國67年畢
業的校友黃仰澤與民國68年畢業的校友蔡寶
山，並改選第14屆理監事與選任下一屆的會
長。土木系系主任王人牧開心地說：「希望
透過系友大會，讓系友們彼此邂逅失聯多年
的同學，以掌握更多的人際關係，奠定更綿
密的互助網脈。」

愛膳餐券開放申請

資工系辦兩岸資訊研討  

丁玉如食安論文得獎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愛膳
餐券，讓你安心就學！」台北市淡江大學校
友會102學年度第2學期「淡江愛膳餐券計劃」
即日起申請至本月30日止，採線上填表申
請，並請列印紙本寄送系辦公室收件。
　校友會急難慰問委員會主委馬紹屏表示，
許多校友大力出資支持該計畫，她也期盼受
惠者能感恩珍惜，回饋本會當任志工，或畢
業後，就能力所及讓這份溫情得以持續下
去。首次申請餐券者，請備妥歷年成績單、
本學期期中考成績單、全戶收入證明、系主
任或導師出示家庭經濟遭遇困境或經濟弱勢
證明、申請書、500字自傳、家庭經濟狀況說
明書；續領者僅需準備前4項文件。詳細資
訊請查台北市淡江大學校友會網站（http://
www.taipeitku.org.tw/）。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於20日
主辦「2013海峽兩岸尖端資訊技術研討會」，
除來自兩岸多所大學教授外，校長張家宜也蒞
臨現場。與會學者將針對近年來在科技業熱
門的「Big Data」和「雲端科技」進行研討，
期望推動產學合作、研究合作及交換學生的
機會。會議進行前，先頒發「第四屆資旺盃
Andorid程式設計競賽」得獎名單，本次眾多
來自各大專院校的參與隊伍，僅16隊進入決
賽。冠軍隊伍為崑山科技大學資工系「模式我
最多」，獨得6萬元獎金；本校資工系「TOS 
Lab」隊獲第3名，獎金1萬元。前3名的隊伍，
將獲得贊助單位友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來優
先聘用資格的聘函。
　資工系副教授陳俊豪表示：「本次研討會，
不僅是提供學生在新領域上的認知，也將讓他
們的研究，可以有更大的進步。」

　【記者呂柏賢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再傳捷
報，本校化學博四丁玉如繼去年以「篩選防護
腎損傷之天然物」為壁報主題獲入選，今年再
度參加臺灣檢驗及品保協會主辦的「2013東亞
檢測專業技術與機能性食品評估研討會」，以
「利用斑馬魚進行補氣中藥複方之腎損傷評
估」為主題參賽通過篩選並獲頒獎狀。
　她認為，近期食品安全風暴日益嚴重，加上
中草藥的使用風氣盛行，如何正確及適量使用
也成為一大問題。所以此次以斑馬魚胚胎做為
基因轉殖魚快篩平臺，分別浸入補中益氣湯、
四君子湯等中藥材中，再以不同濃度、時間等
變因，利用冷凍切片觀察胚胎中腎臟的變化情
形。丁玉如說：「感謝系上指導老師副教授陳
曜鴻和佛光大學健康與創意素食產業教授楊玲
玲一路上的協助，實驗過程可以說勞而不苦，
累得痛快。」

資傳「媒媒嘎嘎」開展中蘭陽開辦瑜珈課 輕食春捲趴

挑戰自我成長　回校園精益求精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第十三
屆成果發表「媒媒嘎嘎」將於23日至27日在黑
天鵝館展出，此次主要分為互動行銷網站組、
遊戲組、動畫組和音像創作組4大組別。
  「媒媒嘎嘎」由隸屬於資訊傳播學系之創意
數位媒體教學實習中心主辦，藉由動畫製作、
網站架設及音樂創作等配合各別主題呈現1年
來的努力，並在展期中推出一系列聖誕節活
動，歡迎大家一同共襄盛舉。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19日由英文系
主辦「英詩朗誦比賽」圓滿落幕，今年比賽將
規則由背誦改為朗誦，由於可攜稿上臺朗誦，
學生報名踴躍，也較有自信選擇較長的詩，
也增加了比賽的精采度。本次更有2位同學以
2首互相呼應的詩，結合在一起，製造出對話
的效果，還有1位來自日本的外籍生，朗誦1首
由日文翻譯成英文的詩，內容平實感人，搭
配符合情境的背景音樂，讓在場同學與評審
產生共鳴。最後由英文二張子瀚與俄文二林
洛伊並列第一名。張子瀚朗誦「Beat！ Beat！ 
Drums！」慷慨激昂，林洛伊以漂亮的英語發
音以及成功的情境營造詮釋＜Kill Em’ with 
Love＞，也讓大家印象深刻。
　另，朝陽科技大學於13日舉辦「第3屆全國
技職院校暨高中職英語拼字競賽」，本校有多
位同學報名參賽，技專院校組共314人參賽，
本校企管三陳文怡、英文四黃士嘉與英文二林
志安分獲第七名、第十一名與第十六名。 

由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及全球創業發展學院
院長劉艾華於19日中午帶領各系系主任，共
同為同學盛湯圓，現場備有甜的紅豆湯圓和
鹹的白菜湯圓數鍋，還準備生粉粿，邀請同
學一起搓湯圓、煮湯圓，共同體驗中國傳統
節氣的氛圍。到場參加活動的資創四蔣孟筑
表示，在寒冷的山上校區，有校園主任親自
盛湯圓給我們，感覺得十分溫暖、溫馨。（文
／郭宇璇、圖／蘭陽主任室提供）

　【記者郭宇璇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園瑜
珈社於18日下午在教學大樓的多元學習角進行
「樂活養身好健康─Let’s do yoga」最後一堂
免費瑜珈課，瑜珈社社長政經二吳宛儒表示，
希望大家都能保持適時的運動，所以推出3週
的瑜珈活動來讓大家伸展舒活全身筋骨。瑜珈
社指導老師謝美華表示，雙人瑜珈有別於單
人瑜珈比較不無聊，可以2個人邊聊天邊做運
動，輕鬆又有趣。本週的瑜珈活動搭配新食尚
運動健康菜單一同推出，參加者一起動手做越

2008年起，舉辦至今已6年，今年更擴大舉
辦，共邀請西南財經大學、首都經濟貿易大
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南開大學、中國人
民大學等5所姐妹校共12名教授來臺，希望能
藉此擴大與姐妹校的學術交流。在過程中，
大家可以切磋保險實務經驗，將理論與實務
相互印證，達到相輔相成之效果。本次會議
配合現今保險發展趨勢，以規劃保險經營、
壽險經營、健康保險、人口老化、汽車保
險、保險財務等11項主題進行論文的發表，
與會來賓皆表示獲益良多，活動圓滿達成。

　另外，16日由保險系系學會所舉辦的「好險
THIS WAY有你保險週」讓整條海報街在寒冷
的冬天活了起來。今年進駐的攤位有全球人
壽、南山人壽、中國人壽、台灣人壽、富邦人
壽、三商美邦人壽、錠律保經等9家廠商，連
續4天的活動包含闖關遊戲、抽獎以及制服夜
烤等。海報街闖關之餘，主辦單位也貼心提供
美食飄香爆米花、炸醬麵和紅豆湯，替同學們
擋下這波超強寒流。活動最高潮是抽獎活動，
主辦單位祭出Ipad mini等大小獎項。抽到最大
獎Ipad mini 的保險一宋品萱難掩喜悅的說：
「很意外能抽到最大獎，實在很開心。」　保險系於18日晚間舉辦制服烤肉趴，學生瘋玩遊戲搶食材。（攝

影／鄧翔）

發展日漸蓬勃，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麥朝
成則說，「本校產經系是主辦單位之一，希望
讓與會者有賓至如歸的感受。」他更以早年自
身投稿論文在經濟條件上的窘迫情形對比現今
學術氣氛的熱絡，「希望大家踴躍投稿，我自
己也仍在努力！」大會中進行得獎論文的頒獎
典禮，邱建良認為，此次論文所涵蓋的議題層
面相當廣泛，期待能看見不一樣的火花。

形蜘蛛』爬好快，體會工作人員的用心，值回
票價。」而一直被「鬼」抓腳的電機四吳少文
也大讚：「鬼很用心，感覺不錯！」曾當過
「鬼」的建築四吳宜穎誇獎學弟妹：「動線設
計很棒、氣氛佳，裝扮地很詭異恐怖。」來自
馬來西亞的國企一黃仕源表示，同伴失蹤、朋
友以聊天掩飾緊張令他感到有趣和難忘。甘軒
浩指出，希望藉由「邏輯」的聯結，讓大家在
驚嚇之後，能讓活動成為回憶。

氏春捲、龍蝦沙拉捲，還有貢丸湯無限暢飲，
讓參加者不但伸展筋骨也吃出健康。

　建築系舉辦一年一度的建鬼，學生扮鬼驚嚇度十
足。（攝影／劉代揚）

重組新團隊，成立新公司，以提供更好的服
務，使其有更大競爭力。」

經濟年會論文研討發表

　甫於10月獲第二十二屆國家磐石獎，江誠

榮感謝政府對於以誠信
立業的公司、其環保領
域的技術、注重員工教
育訓練，以及善盡社會
責任的肯定。他認為，
企業的社會責任依各產
業而異。「最基本的莫
過於勿造成環境汙染，
或 是 破 壞 生 態 。 」 另
外，創新策略是該公司
的核心價值。他表示，
「創新就是創造新的價
值。」在他的認知裡，

創新不侷限於專業層面，找出公司經營、管
理、策略等面向，一個新的互動模式才是最重
要。「專精的技術是必需的，但如何帶領同仁
的心，不只提供一份薪水，其心靈上的照料更
為我們重視。」由此可見，他以「誠信立業，
時時創新」的經營理念。
　橫跨產業界、學術界，累積逾50個職稱的江
誠榮說：「參與社團不只能增長知識，亦能貢
獻自己的專業和經驗。」憑藉創業初期每年走
訪近百家工廠、個人學術的知識提升，以及在
環境科技領域理論和實務的厚植經營，自民國
80年至今，獲邀擔任國家科學委員會環保領域
審查委員，以提供產業發展策略、規劃等具體

且實質的建議。

　在商場上有所成就的江誠榮，近年更返回母
校執起教鞭，在航太系開設已有8年之久的＜
管理與科技＞課程，他親切地說：「此課程邀
請傑出校友返校經驗分享，讓學弟妹了解現今
產業動態。」亦身兼航太系系友會會長逾二十
載，自許成為學校、校友及航太系學弟妹間的
橋樑。　
　懷抱「建立品牌知名度，成為百年企業」的
遠景，人生掌機者江誠榮謹守校訓樸實剛毅的
信念，以提供綠色服務先驅者自居，盼望來日
的百年光景，能成為臺灣環境永續的守護者。

溫暖蘭陽 師生搓湯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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