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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衛生主管參訪本校健康安全校園
衛生署副署長陳再晉：值得分享
▲

知名畫家梁秀中作品「貴州長角苗族」，以豐富的色彩刻劃出髮髻及服裝特色，細膩
展現出獨特的民族風情。（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兩岸女畫家聯展 綽約多姿風采獨具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文錙藝術中心
主辦、台灣發展研究院協辦的「兩岸女畫家聯展」，
即日起至4月24日於文錙藝術中心舉行，特於在8日婦
女節前夕規劃舉辦，於本校性別平等的人文校風中別
具意義。
本展邀請兩岸當代知名女性畫家梁秀中、梁丹丰、
林淑女、葉君萍、劉娟等總計84位畫家參展。文錙藝
術中心組員張人方表示，本次參展畫家梁秀中除曾擔
任文錙藝術中心諮詢委員外，也曾參加2009年「兩岸
重彩畫交流展」獲得熱烈迴響，因此再次邀展，以豐
富此展藝術交流內容。
在展出百幅作品的內容包含國畫、油畫、水彩會、
膠彩畫四類，技法由工筆到寫意，呈現多元風格，充
分展現出女性畫家特有的細膩情感，藉以突顯女畫家
在藝術界卓越之才華。同時並於3月18日上午10時30
分在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舉行開幕儀式，歡迎共襄盛
舉，親身體驗女性畫家的靈氣與感情。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自通過全世界第一所
安全大學認證以來，持續推動健康安全校園作為，並融入
社區獲得佳評。18日下午在新北市衛生局主辦之「100年度
第一次衛生機關聯繫會議」，由衛生署副署長陳再晉帶領
全國各縣市衛生局局長、衛生署各單位之主管及附屬機關
首長等約60人，至本校參訪及進行安全校園標竿學習，本
校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帶領參觀。
本校健康安全校園的推動是公部門與學校共同合作成果
個案。陳再晉在會議中提到，本校與政府部門合作，共同
推動健康城市是特別且值得分享的個案。總務長鄭晃二
表示，淡水區是很特別的地方，有50%以上居民為學生族
群，因此與淡水區區公所成為合作夥伴關係，以落實校園
安全活動。而健康安全校園的成果成為全國首例，也是社
區和大學合作的模範。
高柏園在會中分享本校安全校園的推動過程和跨組織的
合作經驗。他表示，從最初的淡水區健康城市到本校健康
安全校園推動，「健康安全校園」的理念並非只有少數人
分享，應該成為所有人共同的資產，未來希望能達到全國
健康安全學校的推廣計畫。
參訪校園時，保管組組長翁麗珠說明，校內休憩文化區
規劃為人行徒步區，並設置多組木桌椅成為學生聚會專
區，且於「月亮咬一口」商家前設立「不要餵我」小狗立
牌，讓學生不要餵食流浪狗，以避免造成流浪狗群聚，影
響學生的安全。
一行人到大忠街校門區，營繕組組長姜宜山指出，大忠
街校門環境是本校與新北市水利局和淡水區區公所共同合
作，完成水溝加蓋工程，以增加公車迴車空間外，並規劃
公車候車區，提升學生搭乘公車上下學的安全性。
至於交安組組長曾瑞光引導各衛生主管們，介紹本校福

【記者段采伶淡水校園報導】位於商
管大樓的諮商輔導室因使用率提高，並
於99學年度第1學期之校務評鑑委員會中
的建議可再提供舒適的諮輔環境。因此
在原諮商輔導室旁邊，以溫馨明亮為主
軸，改建為更令人舒壓的場所，提供更
好的諮商輔導服務。
諮商輔導組組長胡延薇表示，原本的
諮商輔導室環境及硬體設備較為簡陋，
且輔導區域不易區分。因此在規劃改建
時，結合總務長鄭晃二的建築設計長
才，及學務長柯志恩的教育觀點，共同

星科金朋
鼎元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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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令人耳目一新的諮商輔導室，讓本
校的諮商輔導品質提升。胡延薇說：
「此次改建特別感謝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提撥經費，讓本校的諮商服務能夠更加
完善。」
全新的諮商室空間規劃分為心理測
驗、初步諮詢及接待室3個區域，並另設
4間獨立的諮商室，以完善的隔音設備和
舒適的環境，以確保學生的隱私和放鬆
感，以充分達到諮商效果。
預計3月底完工，屆時歡迎學生參觀使
用。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校友服務
暨資源發展處99年募款總金額創歷年來新高！
由於企業、校友及教職員工熱情參與「創校
60週年募款6千萬專案活動」，99年共募得
5,422萬934元。校友處主任彭春陽表示：「募
款金額雖未達目標，但和去年相比成長將近3
成！」
另外，彭春陽指出，99年度開始推動不限次
數的小額捐款，讓大家都能對學校盡一分自
己的心意。根據統計，累計捐款達12次有英
文系校友蔣鄭明珍、范瑞玲及英文系助理教
授游錫熙，而累積8次以上的捐款者有12位。
彭春陽表示，非常感謝校友們的大力相助，

捐贈精密儀器 機電系貼近業界實務應用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在機電
系系友、現任台灣星科金朋半導體股份

「β-胺基酯交替型共聚物之合
成方法」發明專利簡介
以含多元次乙亞胺(或多元環氮丙烷)或單元次乙
亞胺(或單元環氮丙烷)官能基之化合物與含雙鍵之
有機酸等單體進行配方調整，並利用pH值之控制
進行反應，可快速自行聚合成一種新型共聚物。本
發明利用反應單體配方，結合三階段且連續性的反
應，進行快速聚合反應。本發明的快速自行聚合合
成方法，選用單元次乙亞胺(或環氮丙烷)化合物單
體配方與丙烯酸，在常溫聚合製備直線型聚β－胺
基酯，可應用於基因轉植或藥物釋放等生技用途。
本發明的快速聚合成法，提供一種製備直線型聚
β－胺基酯的方便捷徑。(資料參考／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公報37卷30期)

有限公司董事長特助王維德的協助下，
台灣星科金朋半導體公司董事長翁志立
於上月21日捐贈本校總值約289萬元之儀
器設備。另外，鼎元光電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亦於日前，捐贈給機電系兩台鑽石
劃線機，供本校學生研究使用。
王維德的老師、研究發展處研發長康
尚文表示，機電系早在十年前就曾與台
灣星科金朋半導體公司進行產學合作，
近日因其公司設備更新，加上在這方面
的事業告一段落，透過黃維德的介紹，
將設備捐贈給本校供熱傳學等研究使
用。捐贈的設備包括鐘罩式高溫燒結

爐、全罩式氬氣焊接機等，待場地
及配電等問題處理完畢即可使用。
兩台鑽石劃線機則預計提供精密機
械、精密測量領域之研究生使用。
王維德表示，所捐的都是目前業
界生產線正在使用的儀器，能讓學
弟妹更進一步熟悉目前的產業型
態，對未來的就業很有幫助。機電
四林冠穎表示，業界提供系上這些
先進設備，勢必能帶給相關研究領
域的學生極大幫助，「得到這些設
備，相信也能更貼進業界實務上的
應用。」

行政單位將強化自評機制
【本報訊】上月21日由行政副校長高
柏園主持之三長會報中，針對行政單位
之預算與執行檢核，如何與校務發展計
畫更趨結合進行討論。未來將訂定行政
單位校務行政自我評鑑機制。
因前次會議已提及100學年度行政單位
預算將比照教學單位以計畫審核分配。
使預算制度及預算執行檢核與校務發展
計畫將更趨緊密結合，以強化管考功
能。高柏園表示，校長提供了他校作法
供大家參考。因此會中也請品質保證稽

核室主任白滌清對管考提供意見，
與會計室主管之預算制度結合。
經各行政主管交換意見，決議由
品質保證稽核室與會計室研議較能
相應本校發展之作法與表格範例。
且各行政單位依100-102學年度校
務發展計畫研擬行政特色，於週四
(3日)再度舉行「行政單位行政特色
訂定」會議，期使凸顯本校行政特
色。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補助申請 開跑囉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為了讓教
職員工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及提早發現並
預防疾病的發生，本次健康檢查補助申
請，除增加補助的項目外，另增加蘭陽校
園為新的補助校區。
本學年度合作檢查的醫院有啟新診所、
萬芳醫院、淡水馬偕醫院、台北醫院及羅
東聖母醫院共5所，其中檢查類別包括防癌
篩檢、血脂肪檢查及X光檢查等。不過羅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1(二)
14:10

保險系
B505

3/1(二)
14:10

水環所
E819

3/1(二)
14:10

物理系
S215

3/1(二)
14:30

數學系
S433

3/2(三)
14:10

園西側人行道原先的地磚在下雨天時易造成地面濕滑，因此全面改建為
防滑柏油路面，以保障校園內行走安全。
在參訪過程中，各衛生機關主管都聚精會神地聆聽，陳再晉頻頻和高
柏園相互討論，甚至校園裡櫻花盛開的美景，也讓參訪過程停留賞花，
留下深刻印象。鄭晃二表示，這次參訪除了經驗分享之外，也是對本校
的肯定及鼓勵。

█台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3/1(二)
19:10

▲本校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前排左5）陪同衛生署副署長陳再晉（前排
左6）及各衛生機關主管參訪本校健康安全校園，並於本校驚聲紀念大
樓前的合影。（攝影／林奕宏）

演講看板

演講人/講題

化學系教授陳曜鴻
醫療技術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台灣自來水公司副總經理胡
南澤
氣候變遷對台灣自來水公司
之挑戰與機會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律師宋
皇志
從薛丁格的貓到律師袍
中興大學統計學研究所教授
黃文瀚
Estimating Abundance from
Presence-Absence Maps

創業研習 昱訊電信總經理施宗輝
社
尋尋me me，改變自己
L417
商學院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副總經理
楊培宏
I501
台灣信用卡業務發展簡介

3/3(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3/3(四)
16:00

大陸所
T505

3/4(五)
14:10

財金系
B428

3/4(五)
14:10

財金系
B505

3/4(五)
14:10

產經系
B511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
究所主任廖俐毅
統計在核能發電廠熱流安全
分析之應用
遠通國際經營顧問公司總經
理蕭新永
大陸勞工以及勞工合同現況
分析
TKB(百官網)數位學堂館長張
健正、經濟學講師陳達
財金就業市場需要哪種人？
中原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王
功亮
Value at Risk (VaR) Estimation:
A New Extreme Approach for
Risk Managers
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林祖
嘉
中國大陸製造業中，台港澳
資本與外資直接投資技術外
溢效果之比較研究

促進校務發展
校友募款成長近3成
深化諮輔品質 改建全新諮商輔導室

化學系教授陳幹男獲專利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教授
陳幹男以「β-胺基酯交替型共聚物之合成
方法」取得發明專利。一向指導並鼓勵學生
申請專利的陳幹男說：「申請專利就像宣示
主權，學生通常成了專利發明人後在業界都
有良好的表現！」
陳幹男表示，原本計劃要製作水性高分子
材料的架橋劑，卻在實驗中意外發現，經
過酸鹼中和、開環反應及分子間或分子內
的麥可加成反應三階段後，可於常溫中快速
進行聚合反應，大量降低高分子間聚合所需
的能量，自行聚合成一種新型共聚物。藉由
「β-胺基酯交替型共聚物之合成方法」可
經由相關化合物等單體配方之選擇，產生出
具備網狀交聯結構之高分子材料，且不溶於
任何溶劑，可應用於快速接著劑或複合材料
之基材，如三秒膠等快速接著劑的製成過程
改善。
陳幹男指出，在研究過程中遇到材料取得
不易的難題，原本向美國購買的實驗材料因
該材料為國防工業之用途，屢受阻撓；但在
自己與學生棄而不捨下，頻頻調配試驗，終
至解決原料來源的困難。因此，陳幹男建議
學生：「Work Hard, Play Hard! 做研究要謹
慎以對，放鬆時也要盡情玩樂享受生活，並
同時動手和動腦，別讓教科書侷限自己的創
造力！更不要怕接受挑戰，在實驗的過程中
訓練思考的模式及解決問題的能力。」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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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平溪天燈主燈 ─
希
望台灣，由文錙藝術中心張
炳煌副主任所書寫，高達三
層樓，相當壯觀。張副主任
親自體驗這項熱烈的氣氛，
回來後趕緊將放天燈的景象
以ｅ筆呈現出來，只要使用
ｅ筆播放，就能感受天燈動
態的飛揚。（圖／文錙藝術
中心 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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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聖母醫院僅限任職於蘭陽校園的教職員
工參與，歡迎教職員工於7個工作天前，逕
以電話向健檢機構預約。
人事室人二組組長彭梓玲表示，本次健
康檢查補助申請，個人補助的金額比往年
高，同時補助項目也增多，歡迎大家多加
利用。體育室體育活動組技士王嘉瑋說：
「這個政策不錯，可以讓我更加了解自己
的身體狀況。」歷史系組員陳子璿指出：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學校提供這樣的服務，真是一件貼心
的事，不好好利用這項服務實在太可惜
了！」
藉由本校提供的教職員工健康檢查服
務，可以定期注意自己的健康，並隨時保
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以利提高生活品質。
詳細辦法請見「淡江大學教職員工健康檢
查實施要點」網址為：http://www2.tku.
edu.tw/~ap/rules/rule4-7.doc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未來希望能進一步提出明確的政策，如：
推動興建大型建設，屆時希望校友能繼續支
持及幫忙。」
99年單筆100萬以上捐款者：中華電信
（股）公司、財團法人陳水來文教基金會、
化學系系友會、淡江菁英會、沛斯可有限公
司等。99年捐款金額累計達百萬捐款者：中華
電信（股）公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理事長
陳慶男、友旺科技（股）公司董事長歐陽自
坤、淡江菁英會、化學系系友會、沛斯可有
限公司；及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
長羅森近百萬捐款。

節能管理 責任分區化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節能管理工作正式
進入責任分區管理方式。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表
示，歡迎大家一起來努力，並從生活中養成節能減碳的
好習慣。
本校於99學年度通過「淡江大學各單位節能管理員設
置要點」、「淡江大學節能管理分管要點」及「淡江大
學台北校園節能督導小組設置要點」相關辦法。環境保
護及安全衛生中心表示，節能管理工作主要是以樓館為
單位再由各一級單位監督、考核所屬單位及空間之節能
規劃與措施；而在公共空間方面，例如教室、走廊等，
則由總務處負責控管。節能管理員的方案會再詳細規劃
後，最快在今年5、6月時開始實施。並希望透過這樣的
節能管理方法能達到每季用電量負成長的目標。
此外，整體的能源監控管理系統則由總務處營繕組負
責，每月統計全校各樓館用電數據及比較分析表，進而
讓同仁們能更了解自己單位內的用電情況，進而達到節
約能源的成效。
在本校網站首頁下方的「用電」圖示中，可查詢各樓
館的用電情況，歡迎大家上網查詢並一起為節能減碳盡
一份心力！全校能資源管理網址：http://www2.tku.edu.
tw/~az/EMP/MPI93/MPI93.htm

大忠街等車更貼心
福園人行道減滑增安心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改善校園等候公車
的環境以及減少學生在福園人行道滑倒情形，總務處營
繕組已將大忠街校門區規劃候車區，及福園人行道改
建，增加校園行走安全 。
總務處營繕組在今年寒假，將原本大忠街校門的部分
警衛室區域改成候車亭，由本校建築系研究生設計，讓
全校師生擁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候車空間，並增加視覺上
的美感。
另外，過去福園西側的人行道，因為地面坡度陡，加
上下雨時容易使師生們滑倒，因此全面改鋪設成防滑指
數較高的瀝青，既能達到防滑效果，又能使路面視覺景
觀達成一致，在下雨天的校園時，讓大家也能「穿得美
美，走的安心」！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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