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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頒教部員工帶薪學習獎

演講看板

教學
卓越
日期/時間

3/3(一)
10:10

人資長鄭東文領獎 推動職能本位受肯定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榮獲教育
部102年度「機關或雇主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
度獎勵」優等獎。上月27日，人資長鄭東文前
往教育部接受部長蔣偉寧頒獎、表揚。鄭東文

表示，本校以「職能本位」為核心推動訓練系
統，同時積極鼓勵教職員工參與校內、外進修
研習課程，不僅落實「帶薪學習制度」，也能
兼顧個人職能與學校發展，非常有特色。
此獎為教育部為鼓勵
機關或雇主給予員工固
定公假，參與終身學
習，期以提升員工工作
及專業知能，本校102

年度首次參加即榮獲「優等獎」殊榮。
本校訂有員工帶薪學習之相關規定，包括
每週提供公假讓同仁在職進修碩博士學位課
程、持續實施「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程」計
畫，為不同階層的同仁依其所需專業知識及
工作技能開設課程，且每年編列有員工帶薪
學習經費額度，因而獲獎勵。
綜觀本校重視人力資產，推動「帶薪學習
制度」的特色面向多元，從個人至團隊、組

上月27日，人資長鄭東文（右一）前往教育部接受部長蔣偉寧（左
一）頒發102年度「機關或雇主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度獎勵」優等獎
表揚。（圖／馮文星提供）

許秀影開講 課堂座無虛席
【記者蘇靖雅、吳雪儀、蔡佳芸、李亞
的能力。水環四吳韋嶧表示，「課程生動、有
庭、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多門課程
趣，可以了解到漫畫演化史，及動漫與文創產
修習人數爆滿！曾獲頒金鷹獎的傑出校友許
業的連結。」
秀影返回母校開課，擁有PMI「組織級專業管
此外，兼任講師蕭文偉在校共通課程開設
理成熟度模式」導師資格，及多張國際專案
〈森林生態與樹木保護〉，同樣廣受學生喜
管理證照的她，本學期在工學院共同科目傳
愛。蕭文偉對於學生的踴躍表示開心，「將
授專業〈專案管理〉，課程在業界受訓須耗
持續規劃更生動活潑的內容，期待大家保有
資3萬元。物理三嚴友志表示，「當初聽到很
熱情、積極的態度學習、及體驗自然生態之
多人推薦，上網查詢發現老師非常厲害，所
美。」中文三廖柔雯分享，每次上課主題不
以二話不說就選修進來。」另有多位選不進
同，另有觀察動、植物標本及校外教學，「課
來的同學前往旁聽。
程新奇又有趣！老師曾帶領我們前往惠蓀林
由英文系副教授郭岱宗開設〈留學英文會
場，走在山林步道上，仔細導覽、解說大自
話〉多年，修課人數向來滿載。管科三林佳
然，讓我收穫滿滿！」
德說：「想增強英文能力，且聽聞老師會將
上月26日，周文鵬在文學院開設共同科目
教學費用資助流浪動物，覺得很感動。」
《動漫與文創產業》課堂實況，現場近2百位
產經系副教授莊孟翰在商管學院開設〈不
學子聽講，幾乎座無虛席。（攝影／余浩鉻）
動產管理〉，本學期選課狀態依舊
秒殺，課程介紹不動產投資經營利
潤與風險、國內外房市現況。國企
四陳怡帆說：「老師在業界深具知
名度，實務經驗相當豐富，不僅能
了解房地產市場的現況和未來趨
勢，也能清楚知道政府稅制及政
策，很有幫助！」
中文系兼任講師周文鵬在文學院
圖為中文系兼任講師周文鵬，嘗試
開設〈動漫與文創產業〉，廣受學
以數位科技、多元媒體為範例，探討
生歡迎。本課程針對圖像敘事、動
視覺化、圖像化的敘事脈絡。（攝影
漫文創議題，深化學生理解及創用
／余浩鉻）

國際婦女節讀思會 邀你挺身而進
【記者沈彥伶淡水校園報導】4日，本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女教職員聯誼會、員工
福利委員會與淡江時報社於在傳播館鍾靈中
正堂（Q409室）舉辦「2014國際婦女節讀思
會」。會中邀請校長張家宜主持、引言，藉由
《挺身而進》一書，探討性別意識教育，鼓勵
女性勇敢做自己；同時邀請到學務長柯志恩、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資工系主任許輝煌、商管
碩士在職專班（EMBA）執行長林江峰，以深
入淺出的方式導讀及分享個人觀點。
《挺身而進》為「臉書」營運長雪柔．桑德
伯格所著，書中分享了自身工作的成功、失敗
所帶來的心靈難題，並鼓勵女性相信自己是和

男性平等的。張校長於上學期特別贈與此書給
本校24位女性主管，藉此鼓勵性別平等意識與
讀書風氣。
而本場讀思會將以此書做為延伸，邀請大傳
系系主任紀慧君、水環系系主任張麗秋、統計
系系主任吳淑妃，及美洲所所長陳小雀分享女
性在職場面臨的壓力、所需的工作動力，以及
如何在家庭和工作間取捨、平衡。
本活動開放全校教職員生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參與；此外，該活動
精要將刊載於淡江時報第923期2版，供讀者閱
覽。若有疑問或欲知活動詳情，請洽校內分機
2040。

私校退休人員公保修正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轉
知教育部來函，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案，目
前暫定7月1日施行，施行細則銓敘部尚在修正
中。養老年金及遺屬年金給付的規定，目前僅
限私立學校被保險人適用，並得追溯自99年1
月1日起適用。
本校於70年1月1日加入公保，被保險人於退
休後的養老給付請領方式，可以選擇「一次養
老給付」或「養老年金給付」。其中，「一次
養老給付」的標準為保險年資每滿1年，給付
1.2個月，最高給付42個月為限。
「養老年金給付」的標準需視被保險人資
格，若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可領取年金給
付：繳付公保保險費滿15年且年滿65歲者、公

保年資滿20年且年滿60歲者、公保年資滿30年
且年滿55歲者。
另外，私立學校被保險人養老年金給付率
為1.3%。若於99年1月1日以後退休被保險人已
領取一次養老給付者，得於修正施行後6個月
內，一次全數繳回承保機關後，申請改領養老
年金給付；逾期不得再申請改領，而被保險人
在修正施行前死亡者，不適用年金給付。
若以本俸47,080元、公保年資滿33年的教職
員為例，選擇「一次養老給付」，計算公式
47,080＊(33＊1.2)，約可一次領1,864,368元；
「養老年金給付」，計算公式47,080＊(33＊1)
＊1.3%，約可每月領20,197元。退休人員實際
請領數額，最終以教育部公告為準。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與臺灣永光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譽董事長
陳定川、副總周德綱、副總林昭文、協理陳思
豐、副處長陳克倫、副處長陳文政及主任尹大
中等人進行研究交流。王伯昌表示，感謝陳定
川校友的支持，促成這次的交流，「希望透過
產學交流，找出研究方向，共同推出產學合作
計畫，開發新產品與新研究領域，並拓展未來
合作機會和提供更多實習機會，共創雙贏。」
本校訪問團隊教授群，有助理教授謝忠宏、
助理教授陳志欣、助理教授魏屹、教授陳曜
鴻、助理教授鄧金培、
助理教授潘伯申，皆於
會中以簡報方式提出研
究成果，進而了解雙方
研發現況與需求。此
行，也安排參訪永光二
廠電子化工廠，包括永
光精密染織技術、電子
化工儀器等。
林志興表示，「這是
我們第一次以團隊的形
式出訪永光，如色料
化學品（數位紡織噴印
墨水、染料敏化太陽
能）、電子化學品（光

織的學習、需求評估，以及成效檢核，皆涵
蓋其中，如每年辦理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
101年度全品管研習人數達592人參與，研習總
時數2,736小時。
以101年度為例，本校員工帶薪學習達4,705
人次，是教職員工總人數的3.17倍，支出經費
逾177萬元，足見同仁不斷突破自我能力，培
養全新、前瞻的思考方式，除了對學校有助
益外，同時共創雙贏的局面。

阻劑、顯影劑）等，都是雙方將來合作研發的
項目。目前化學系也計劃組成研發團隊，一同
研發、討論、交流意見，加速研究效果，也感
謝永光此次的熱情接待。」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前排右四）、臺灣永光
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譽董事長陳定川（前
排右三）、理學院院長王伯昌（前排右二）、
化學系系主任林志興（前排右一），與6位化
學系教授等人，進行產學研究交流，一同合影
留念。（圖／化學系提供）

身心障生暨家長百人座談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上月25日，
盲生資源中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召開「102學
年度第二學期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
會」，共計115人參與。教務長、兼任盲資中
心主任葛煥昭表示，「本校為全國最早招收身
心障礙學生，且每年招生人數為全國最多，今

生潛在天賦外，並肯定他們能邁向獨立自主
的生活。
會中邀請臺北市立體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
助理教授韓福榮進行專題報告，她同時呼籲
同學在大學教育中，應充分參與學習活動，
養成獨立自主的學習態度。
最後，綜合座談會中，中文四巫文傑提出
教師臨時更換上課地點的困擾，而校方則回
應會透過學校信箱，及時通知學生。公行二
陳琦翰感謝學校的協助，也希望校園的無障
礙空間能更趨於
完善。

年有173位學生。而盲資中心研發、推廣
使用中文盲用軟、硬體電腦設備，且為提
供身心障礙生學習和接洽就業機會，校方
致力於完善各項無障礙環境，期待透過本
次座談，面對面溝通，直接給予幫助。」
教務處課務組組長許秀凰提醒，目前視障
生的課程教室已安排在文館，及設
置有無障礙設施的教學大樓；而課
程上提供代選服務，且每學期初會
函請任課教師關照特殊學生。
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表
示，圖書館總館2樓的無障礙資源室
與電子化資料庫，提供全面無障礙
的空間與學習資源。
盲資中心執行秘書洪錫銘提到，
感謝師長支持與同學參與，目前成
上月25日，盲生資源中心舉辦本學期「輔導身心障學
立特殊教育資源委員會，而本中心 生暨家長座談會」，由教務長、兼任盲資中心主任葛煥
也盡力輔導學生，除了持續發掘學 昭（立者）主持、逾百人與會。（攝影／羅廣群）

國科會計畫案申請率68%
【本報訊】依據研究發展處統計，本校教師
103年度國科會計畫案，截至上月21日止，申
請總件數506件，申請率68%。與去年相較申
請率略降；其中，工學院的申請率達93%，且
為申請件數最多。
研究推動組組長李玫欣表示，「今年申請教
師人數增加，雖然總件數下降，但與去年相
較，申請率大致平穩。」而為鼓勵教師多申請
研究計畫，及協助專任助理教授提高計畫書品
質，「研發處於每年11、12月陸續舉辦多場說
明會，且提供申請國科會計畫案的相關協助；
若教育部來函徵求特殊計畫案，研發處也會發
文通知教師，歡迎多加利用。」
各學院在申請率方面，第一名是工學院
93%，全創院87%位居第二，第三名則是理學
院82%；其餘各院分別為：文學院42%、商管
學院72%、外語學院42%、國際學院53%、教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育學院67%及體育處24%。更有8系申請率超
過百分百：化學系110%、土木系100%、化材
系111%、電機系112%、機電系113%、管科系
107%、師培中心100%、資創系111%。

安全組呼籲學生保護個資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近日發現有不
明校外人士在商館、文館及體育館旁，兜售語
言、藝術類套書，或是推銷補習班課程。校方
陸續接獲同學反應，總務處安全組組長曾瑞光
呼籲，「在校內如遇不明人士，請向校方回
報，同學們切勿隨意留下個人資料。」
對於有意購買套書和課程的同學，曾瑞光提
醒「在簽下任何購買契約時，應詳閱內容物、
須知及退費流程，以確保自身權益。」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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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法文系
T704

演講人/講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
與觀光研究所所長、法語教
學中心主任劉以德
法國文化觀光導覽

淡水校園

理學院與永光化工產學合作
【記者呂柏賢、黃
怡玲淡水校園報導】
上月26日，行政副校
長高柏園率理學院院
長王伯昌、化學系系
主任林志興及6位化學
系教授至永光二廠電
子化學事業處參訪，

甄試報名表

日期/時間

3/3(一)
9:0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開幕式主持人：淡江大學前
國際研究
校長陳雅鴻
學院
「當前世界和平與民主的發
驚聲國際
展：大學生應有的認識」研
會議廳
討會

3/3(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清華大學化學系教授蔡易州
Parallels Between Inorganic
and Organic Chemistry

3/3(一)
15:10

德文系
V201

作家陳思宏
面對歷史的幽魂－德國的轉
型正義

3/3(一)
16:10

大傳系
O306

CAMPOBAG希嘉文化執行長
顏瑋志
文創裡的當代文化現象

3/4(二)
10:00

戰略所
T502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石之瑜
治理、治理性、可治理性：
循環史觀下的中國全球治理
風格

3/4(二)
10:10

文錙藝術
版畫家鐘有輝
中心
版畫好好玩
展覽廳

3/4(二)
12:00

員福會、
女聯會、 讀思會主持人校長張家宜
性平會、 2014國際婦女節「《挺身而
淡江時報 進》讀思會」
Q409

3/4(二)
13:10

未來所
B713

3/4(二)
14:00

財金系
L206

3/4(二)
14:10

物理系
S215

3/4(二)
16:10

德文系
I201

3/4(二)
18:00

103級
畢籌會、
職輔組
驚聲國際
會議廳

3/5(三)
10:10

財金系
B712

3/6(四)
14:10

資工系
E819

3/6(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3/6(四)
14:10

產經系
B605

3/6(四)
16:10

財金系
B609

3/7(五)
10:10

歷史系
L308

臺灣環境資訊協會講師劉欣
維
從環境保護到反核運動
臺北科技大學資訊與財金管
理系教授丁秀儀
Rewarding Future Performance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分子
科學小組副研究員李英裕
T w o -c o l o r E xperi m en t by
Using
Synchrotron Radiation and
Lasers
臺大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德文外語能力測驗B1
聯合報採訪中心副主任郭錦
萍
畢業不等於失業－暢談未來
職場
臺灣金融研訓院所長王儷容
金融服務業與經濟發展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陳祝嵩
Fast Detection of A Distinctive
Combination of Colors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
系特聘教授張士傑
Asset Allocation, Early Intervention
and Capital Forbearance on
the Fair Premium of Ex Ante Life
Insurance Guaranty Schemes
凱基證券研究部資深副理翁
筱雯
兩岸高科技產業的競合
凱基證券研究部資深副理翁
筱雯
為自己的人生著色／Color up
your life！
近代史學專家阮大仁
蔣中正日記在近代歷史的價
值觀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3/3(一)
19: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財金系
D223

臺灣期交所總經理邱文昌、
臺灣銀行祕書處祕書許素珠
、彰化銀行國際金融業務分
行經理陳毓珊
傑出校友生涯分享（工作經
驗分享）

女聯會6日邁步健走
【記者陳騫靜淡水校園報導】原來健走好
簡單！女教職員聯誼會於6日在紹謨紀念體育
館4樓排球場展開本學期「塑身健身、活力校
園」活動的開幕式及第一次開幕健走。體育事
務處表示，為提升同仁的健康體能，本學期新
增水中有氧課程，透過塑身、健身運動，期待
培養規律運動習慣，進而塑造活力校園。
活動為期13週，邀請體育教學組專任助理
教授李俞麟、專任講師陳文和、專任講師郭
馥滋，開設〈塑身活力操〉、〈健身運動
趣〉、〈皮拉提斯運動〉、〈水中氧樂多〉等
課程。開幕健走前將進行體脂檢測，預計13週
閉幕式將進行體脂後測，經前後對照，下降值
最高的前20名，可獲得衛保組提供獎品。凡參
加活動達10次，即可領回保證金200元，並獲
得體育處提供精美禮品；而全程參與者，女聯
會將致贈全勤獎禮品。
此外，女聯會會員大會將於7日舉行，除了
例行報告外，另邀請國際長李佩華主持接待家
庭的分享活動，以及進行趣味遊戲。
啟事：本報於921期刊登「課程加退選開
放」新聞，內容依據消息來源所提供之資
料，教務處表示本學期將不再接受報載理由申
請退選，謹此說明。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