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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未來就是關心自己剩餘的生命，關心子孫；世界有
許多民族都曾經有光榮的過去，但我們今天所能為歷史負
責的卻只是未來。
－賴金男教授（「明日世界」前社長、前總編輯），《未來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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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安全衛生 本校特優
風險控管持續改善170項 首次參賽即獲獎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日前
參加教育部首度舉辦「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
績優選拔」，複評結果出爐，榮獲「首獎－
特優」。總務長兼環安中心主任羅孝賢表
示，本校致力於營造安心學習的校園環境，

在全球高教資源激烈競爭下，積極爭取外部
補助及投入必要資源。本校已於101年通過
OHSAS18001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及溫室氣體盤
查ISO14064-1認證，對於安全衛生教育工作
投入相當多的人力與經費，並將風險評估落
實在實驗室中，儘管經費連年減少，
但仍努力執行實驗室安全衛生的職業
災害防止計畫，期以PDCA（Plan、
Do、Check、Act）持續改善精神。

教育部於7日在逢甲大學舉辦大專校院校園
環境與安全管理綜合研討會暨「廢棄物減量暨
資源回收再利用」、「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
績優頒獎典禮，本校將由安全組組長曾瑞光代
表出席、領獎。會中，教育部藉由公開表揚與
本校同列首獎的逢甲大學及其他獲獎學校，期
待提升各校對資源永續利用、校園環境安全危
害及預防的重視，進而促進校園永續經營。
本校在19間參賽學校中脫穎而出，對於獲

獎，曾瑞光表示，「很開心首次參賽即獲獎，
本校一直以來努力執行OHSAS18001系統，並
獲得認證肯定。近3年來，針對實驗室環安進
行了170項改善工程，花費金額逾1,700萬，非
常感謝各系所配合進行系統的風險控管，這也
是獲獎的關鍵之一。」此外，在複評時，評委
曾建議加強人員訓練。曾瑞光據此回應，「我
們根據各系所的需求進行教育訓練，也希望同
學務必參與每學期的安全講習。」

因應少子衝擊 本校精實人力資源
本校於日前通過「學校實驗室安全衛生績優選拔」
初選後，4位評選委員於去年10月9日蒞校進行複評，
並親自訪視實驗室實況。（攝影／黃國恩）

獎」

會中，首先表揚「團隊研究績優獎」頒發水資源管
理與政策研究中心獎勵金150萬元、視障資源中心獎勵
金70萬元、風工程研究中心獎勵金30萬元。
專題報告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以「少子化與淡江
行政」為題，報告校內近期修繕工程、少子化衝擊下
的招生分析，並提出行政策略之因應，在組織精實、
生源多元、資產活化、校友凝聚及節流管控進行建議
統整。
人資長莊希豐以「本校人力現況分析」為題，對教
學與行政人力年齡結構分析。因應屆齡退休教師人數
上月26日，本校第140次行政會議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
變化，適度控制增聘教師；同時提出職員人力持續遇
行，校長張家宜（左）於會中表揚3研究中心獲得「團隊研
缺不補政策，以約聘人員替補；因此建議，在考慮縮
究績優獎」，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由工學院院長何
編下適時開放約聘人員轉任職員的名額，以期提升員
啟東代表受領獎勵金150萬元。（攝影／姜智越）
工向心力。
張校長指示，此專題報告主要讓同仁了解面臨少子化的未來人力
應：「篇篇有獎，篇篇等值。」張校長也呼
規劃，若依此報告發展，不會主動裁減專任人力。
應，此次修改是從「質」和「量」做考量，
會中通過「淡江大學數位微學程推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通
希望鼓勵教師踴躍在優質期刊上發表，未來
過有「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辦法」、「學術審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法規也會視狀況再修正。
在獎勵教師研究辦法中，新增產學研究計畫
獎勵、與國際學者共同發表2獎勵。在獎勵
修改討論部份，學術副校長葛煥昭對此回

北區33師齊聚 輔導障礙生經驗分享
位教師與會。視障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洪錫銘致詞時表示：「本活動以寓
教於樂的方式，期待以此活動為交流平臺，教師可以互相分享輔導學生
的經驗，紓解平日龐大的工作壓力。」

會中，由本校輔導教師鄭景仁以「身心障礙
特殊考場實作」為題，進行實務分享，本校依
據視障生需求客製化配套作業，如放大考卷比
例、提供盲用電腦應考等。會後安排教師們親
赴資源中心參訪EYE創新視障電話客服中心及
製作點字書，在路程中以矇眼行進，並由導盲
犬領路，一同體驗盲生在校生活。
下午活動移往滬尾砲台咖啡店，由臺北城市
科技大學輔導教師李國源以桌遊帶領學員們學
習與學生溝通技巧，會後決定於每學期由各校
輪流舉辦聯繫回報，增加教師交流機會。
參與教師之一、本校視障資源中心輔導教師
蘇慧敏說：「在輔導學生的過程中，有時會遭
視障資源中心於上月26日舉辦北區輔導聯繫會報，下午活動移往滬尾 遇挫折，藉由聯繫會報讓老師們齊聚一堂，透
砲台咖啡店，由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輔導老師李國源以桌遊方式，帶領學 過分享、交流，不僅得到實務上的收穫，我也
員們學習與生互動，增加教師交流機會。（圖／視障資源中心提供）
得到同儕支持的力量。」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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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諾芽有限公司技術長吳立偉
Robotics從學術研發到工業實踐與
產品設計
長沂國際實業服份有限公司人資
產經系 長蔡成昌
L417
淺談台灣連鎖通路產業人才職涯
現況
財金系 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趙揚清
B713
金融市場概述
昀珊國際創藝工作室負責人李昀珊
歷史系
藝術幫．幫忙：公共藝術的文創精
T212
神與產官學
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
會計系
師翁雅玲
B515
資本市場之神鬼交鋒
未來所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主任蔡政言
ED601
人才培育與產業創新
中華開發工業銀行人力資源處專
商管學院
案顧問闕小玲
B509
履歷表撰寫及面試注意事項
大陸所 檢察事務官陳中德
T701
兩岸詐騙實例解析
金馬獎紀錄片導演曾文珍
大傳系
我看318學運－一個紀錄片工作者
O202
的省思
奇多比行動軟體股份有限公司專
資工系
案經理林言彌
T212
數位行銷創新應用App
檔案管理局檔案典藏組專門委員
資圖系
兼副組長陳淑美
L307
檔案庫房的規劃與管理
電機系
E819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教科系
D303

美亞產物保險通路發展部副理金
文華
磨課師的發展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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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 企 【系 本校報友訊宋】達布明吉目納前法在索聯籍合的 國國

UN

「AFRICA PROGRESS PANEL」非
政府組織（NGO）擔任研究員，上
月26日返校演講「畢業後的深造與
經驗分享」，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
萬欽主持，共約20位境外生和本國
生頻頻舉手發問工作內容。
會中，他暢談學生時期的課業與
社團生活經驗表示，學校的課業深
化中文基礎，外籍生社團活動練習
領導技巧，他鼓勵學弟妹應兼顧課
業學習與社團活動，讓校園生活豐
富並拓展視野，最後，宋達明更以
「Service to humanity is the best work
of life.」座右銘與大家互勉。
宋達明於在校期間勤學6國語
言，且屢獲華語演講賽佳績，關
於他的專訪請見本報第816期（網
址http://tkutimes.tku.edu.tw/dtl.
aspx?no=23818）。（圖／國際處提
供）

服務志業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於近日陸續公布103學年度
專任教師研究獎助通過名單，包括學術性專書、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或
創作及展演印刷費，以及研發成果授權或移轉3項獎勵名單。「本校
出版學術期刊論文」及「學術期刊論文或學術性專書被引用次數」獎
助，因無人申請而從缺。
此次「學術性專書」獎助共16位教師通過，每件頒發獎助金5萬元。
其中，以《景德傳燈錄》語言探索專書獲獎的中文系副教授高婉瑜表
示，本書最大新意在於從「模因傳播」的視角一窺禪語堂奧，全書有
深入、亦有淺出，讓普羅大眾皆可瞭解平日習焉而不查的語言現象。
「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或創作及展演印刷費」獎助，共計14位教師獲
獎。企管系教授王居卿表示，「此一補助以教師須發表研究在知名期
刊為前提，不僅讓投稿者能更加謹慎，更鼓勵大家投稿到更加優質的
期刊論文。」
「研發成果授權或轉移」由電機系副教授蔡奇謚1人，以《影像的動
態範圍壓縮方法與影像處理裝置》通過，他表示，「此技術使影像更
加清晰，授權給華碩後，將與Intel合作應用在人臉辨識系統。」
103學年度研究獎助乃依本校「專任教師研究獎助辦法」規定辦理，
經審議通過之著作論文或展演資料將在圖書館陳列，通過名冊詳見人
資處網站（http://www.hr.tku.edu.tw/main.php）查詢。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此一系統已於101年9月在新工學大樓實行，
估計每年可節省約26萬度電，一度電平均10元
計算，大抵省下260萬元。
另外，教育館也有裝設無線射頻識別系統
（RFID節能系統），此一系統的特別之處在
於，由教育學院統一管理，透過插卡方式供
電，相對於文學館教室使用量，更適合實施在
以研究所課程居多的教育館。

中心獲得「團隊研究績優

1/5(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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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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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140次行政會議於上月26日在驚聲
國際會議廳舉行，並與蘭陽、臺北校園同步視訊。校長張家宜指示，未
來除了將八大素養及核心能力融入所有課程外，期待各系所在產學合作
中，能更進一步推動就業學程。

31師獲獎助 成果圖館展出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視障資源
中心於上月26日舉辦「103年大專校院北區資
源教室身心障礙學生輔導聯繫會報」，總計33

表揚３

日期/時間

宋達明分享

但適應一段時間後就會習慣，還望大家多加配
合、記得隨手關門。」
此一節能系統使每間教室於開課前十分鐘開
始供電，於課後十分鐘後自行斷電。若後續
接有不同課程，則中間休息時間維持送電。此
外，在夏季供應冷氣時，若教室門遲遲未關，
則冷氣機將停止壓縮機運作，僅保有送風功
能，期以節約能源。

█淡水

淡水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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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館導入雲端節能 估年省逾260萬
【記者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為落
實節能減碳，經營永續校園，總務處
預計於下學期在文學館啟動「教室排
課系統」，將根據教務處提供課表資
訊，以雲端操控節能設備、控制電
力。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山表示，
「安裝此系統最主要目的為節約用
電，初期可能會造成師生一些困擾，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逢甲來訪 汲取全品管經驗
上月29日，逢甲大
學秘書長楊明憲（右
一）帶領11人來校參
訪，學習本校的全面
品質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簡稱
TQM）。本校行政副校
長胡宜仁、秘書長徐錠
基皆與會出席，並由品
質保證稽核處稽核長白
滌清以「淡江大學TQM
推動經驗分享」為題，
概述本校推行全品管體系的現況，並說明TQM架構以學生為中心。在
綜合座談中，兩校積極交流執行手法，互動熱絡。
會後，一行人轉往覺生紀念圖書館、松濤館、文錙藝術中心等處
參觀。圖為楊明憲在總圖2樓參觀校史區，由本校圖書館秘書李靜君
（左二）、典藏閱覽組組長石秋霞（左一）等人導覽、解說館內資
源。（文／黃詩晴、攝影／吳國禎）

淡品獎初審出爐 ３強角逐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秘書處於上
月30日公布「第9屆淡江品質獎」初審通過名
單，由商管學院、學習與教學中心、蘭陽校園
主任室3個單位角逐，競爭激烈。
複審將於14日上午9時10分至下午4時10分在
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最終結果預計於2月6日
歲末聯歡會中揭曉，並由校長張家宜頒獎。詳
情逕洽品質保證稽核處專員劉靜慧（校內分機
2349）。

謝佩穎奪台灣體育新聞攝影獎冠軍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曾任本報攝影記
者的國企系校友謝佩穎，參加由臺灣攝影研究會
（TPPA）主辦的「2014台灣新聞攝影大賽」，
與許多專業新聞攝影工作者角逐中脫穎而出，獲
得體育新聞類第一名。
此競賽作品評選由紀實攝影師謝三泰、輔仁大
學新聞傳播學系講師黃建亮、壹周刊攝影記者姜
永年、大陸自由攝影師盧廣、中南民族大學副教
授魏紅鋼5位資深攝影師共同評審。
謝佩穎現在巴塞隆納主修西班牙文，首次參加
台灣新聞攝影大賽，作品優勢在於凝結瞬間，畫
面極富動作感，獲得評審青睞。她謙虛地說：
「只是運氣！感謝馬術社的邀請。」
謝佩穎勉勵對攝影有興趣的同學，「多嘗試拍不同的東西。」未
來她將修讀與攝影有關的學位，期待更精進。同為淡江時報記者的
中文四盧逸峰表示，曾看過學姊此作品，充分感受到畫面的張力。
得獎照片請到facebook社群網站搜尋「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國企系校友謝佩穎於日前參加「2014台灣
新聞攝影大賽」，以此作品贏得體育新聞類
第一名。（攝影／謝佩穎、圖／台灣新聞攝
影研究會提供）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