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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獲 全台首所 企業環保獎大學
首推心靈環保

【記者林俞兒、李又如、楊蕙綾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推動環境保護及各項教育宣導不遺餘
力，今年更榮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企業推動環
境保護的最高榮譽獎項－第20屆企業環保獎，
成為全台灣第一所通過企業環保獎的大學，並
將於10月28日在公務人力發展中心接受頒獎。
訪評委員對本校的複審意見中，共有13項優
點，如：落實全面參與及推動環保工作、從花
園化校園轉型至生態化校園；環境保護工作推
行上，蘭陽校園的整體開發獲內政部頒發綠建
築標章；實施各項節電及節水措施，如建置節
能監控管理系統、感應式水龍頭等。另外，在
環保觀念推行與教育宣導方面，包括規劃及落
實綠色採購流程、協助淡水社區環境清潔、推
廣教育部開設環保課程，培育專業人才等。訪

演講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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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晃二也特別針對評選委員給予本校建議之
一的「綠色大學願景」說明，目前校園永續小
組的主要工作是校內節能的推動，以及溫室氣
體排放減量等。未來除了期許提高作業層級，
將小組提升為委員會外，也希望推動及規畫更
詳盡的計畫，與校內服務性社團共同合作，一
起為邁向綠色大學的目標努力邁進。
另外，總務處長期與關懷動物社共同關懷流
浪狗。關懷動物社社長公行四歐連昇表示，之
前學校有流浪狗問題，他們提出了TNR（捕
捉、結紮、釋放）計畫，目前學校有5隻已結
紮的流浪狗，因為狗狗有地盤性，所以不會有
外面來的流浪狗侵犯牠們的地盤、進入校園，
也進而保障了校園安全。另外，每學期也定期
開會，歐連昇表示，計畫實施後，流浪狗問題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9/26(一)
8:00
9/26(一)
10:10
9/26(一)
10:10

明顯得到改善。「而總務處也很尊重我們的計
畫，並放手讓我們去做。」
另外，師生們得知獲獎訊息，都與有榮焉。
中文系副教授古苔光說：「節能減碳的落實，
除了來自校園的推動外，每個人也應具備環保
的概念，平時只要從小地方做起，每個人都可
以為節能減碳盡一份心力，像是平常可多走
路，或利用校內的接駁公車來代替開車或騎
車。」公行三簡妤娟表示，在淡江只要上廁
所，就能讓人收到最新的政策消息，真的很方
便。但除了標語之外，希望學校能進一步解釋
標語內涵，讓學生能牢記標語，也能徹底地了
解意涵以及環保的重要性。

63資深優良教師獲教育部獎勵

【記者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教育部為了感謝辛苦作育英才的
教師們，對服務滿10年至40年的
教師，頒發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金，今年本校有63位教師獲獎。
服務滿40年的教師為國企系副
教授潘玉葉；服務滿30年資深優
良教師有7位，為蕭淑芬、胡宜
仁、陳瑞貴、徐錠基、嚴雨田、
王啟銘及譚必信。
服務滿40年的教師國企系副教
授潘玉葉（專訪請見3版），所
授課程為財務管理、國際財務管

理及企業併購管理科目，她認
為，現在的社會發展正逐漸改
變，由傳統導向漸漸轉變為創意
導向，因此，除了具備自我調適
的能力以外，應該要透過不斷的
學習來充實自我，加強社會競爭
力。國企三吳翊菱說：「老師教
學認真，上課內容有深度，也會
關心學生的學習狀況，並提供有
用的升學資訊。」
未來學所副教授陳瑞貴（專
訪請見3版），談到對未來的期
許，他謙虛地表示：「淡江擁有

優質的教學環境，因此也孕育出
很多學識淵博的學者。」他希望
淡江學子們可於學習外，充分把
握各類教學資源。
體育事務處教授也是體育長蕭
淑芬（專訪請見3版），其專長
為高爾夫、桌球、網球等，上課
幽默風趣，總是活力十足，歐研
所碩一謝孟席表示：「蕭老師
教學很認真，脾氣也很好，學
生都很樂意親近她。」（詳細
獲獎名單請見本報網頁，http://
tkutimes.tku.edu.tw/）

學術經費提升 各院集中火力打底拔尖

校長張家宜（左一）、教育學院院長也是女聯會理事長高熏芳
（左二）及學務長柯志恩（右一），與參加同仁一起邁開步伐
在校園中健走。（攝影／羅廣群）

的教職員測量其「身高、體重、腰圍、體脂肪、BMI」。活動期間，計步器也借給
參加的同仁，讓大家得知當日所消耗的卡路里。
體育事務處體育長兼女聯會副理事長蕭淑芬解釋，跑步膝蓋容易受傷，球類運
動又需準備器具，故選擇以健走的方式，以每次一萬步為目標，不僅輕鬆上手，
效果也不亞於跑步。此外，透過校園健走，也可欣賞校園內的美景。她鼓勵大家
走出辦公室，不管是學生或老師，都來一起享受流汗的美好！她快樂地笑說：
「班上學生聽到有教職員的健走活動，都喊著要來參加！」
一路上與大家說說笑笑的校長張家宜，誇讚女聯會此次舉辦的活動，從策畫到
執行不僅有組織，且配合學校「一人一運動」的政策，並承諾，未來每週二若沒
有校外會議，一定都會來參加健走活動，也期許能看到越來越多人參加。

職能培訓陸續開課 職員積極充電

【記者王雅蕾、楊蕙綾淡水校園報導】
由人力資源處規劃的「行政人員職能培訓
課程」已於本月陸續開課囉！系列課程邀
請多位知名專家來為大家精進專業領域，
今年更新增壓力管理、組織領導及行動力
等課程，要全校行政同仁一起成長！
上學期進修時數達30小時的總務處組員
張文馨表示，「很感謝學校提供這麼好
的資源，讓我們可免費參加職能培訓課
程」，參加的課程中讓他印象最深刻是賴
世雄老師的英語能力課程，對於老師有組
織性的英語自學方法感到很佩服。她也說
明，從去年開始新增網路同步視訊，改善
了舟車勞頓的困擾，也因此提高行政人員

的參與意願。
典藏閱覽組組長方碧玲表示，這學期所
上的知識管理課程，讓同仁了解到，利用
適當的工具，把各種檔案或文件，加以組
織整理，使所有資料「取之容易，用之方
便」，也是一種知識管理。參與本課程，
除了期望增長知識外，也希望藉由老師們
在課堂上所分享的工作經驗和人生歷練，
讓自己的待人處事更加圓融。另外，本學
期「行動力」這門課因很少接觸，所以很
期待該課程內容。
人力資源處職能福利組表示，部分課程
尚未開課，仍歡迎同仁報名參加，有意願
者可電洽職能福利組校內分機2184。

【記者劉昱余、黃宛真、黃致遠、陳昭岑淡水
校園報導】100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教學單位之經
費3千萬元，已依經費分配原則挹注各院。學術副
校長虞國興表示，這次經費挹注的目標在於形塑
本校特色學系，以期在激烈競爭中脫穎而出。
虞國興指出，資源挹注分三個層次，首先是從
研究與教學面向「打底」，改善教學與研究環
境。第二層則以目標、策略性來集中火力推動特
色系所，讓各學院籌組特色學系規劃小組；最
後，再將特色系所「拔尖」為頂尖研究領域，讓
外界一談到某個領域就會聯想到淡江的學生。
本校特色系所為中文系、物理系、電機系、產
經系、資管系、英文系、大陸所、教科系、國際
觀光管理系。在教學面向中，編列最多經費的
是外語學院，計畫中除了打造優質的英語授課環
境，也加強即時口譯的訓練，另外，也逐步規劃
外語學院各系皆能取得全國檢定考試資格，如俄
文系已獲得授權辦理「俄語檢定考試」。
而教學及研究面向補助最多的是管理學院，虞
國興認為，管理學院在計畫設計上相當嚴謹與務
實，因此在經費的編列上較具優勢；不過，學校
是站在輔導與協助的角色，期許讓各系所能更了
解自己，進而發揮優勢，因此只要認真執行特色
計畫，學校都會持續鼓勵與協助。同時，也確立
各院重點發展領域，再推動系所特色並強化研究
設備。目標在102學年讓理工學院論文發表數量增
加15％，其他學院10%；產學合作計畫數量增加
10％。
虞國興補充，過去在加強產學合作的部分，廠
商和教師的合作較傾向「點」的做法，今
年透過計畫的推動，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
成中心將會持續與廠商接洽，並透過定期
的會議與長期的媒合，讓學校能了解廠商
和市場的需求，而廠商也能了解師生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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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堂，場面溫馨。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學校能有目前的名
氣及佳績，校友在外的成就與貢獻功不可
沒，也希望校友能經常返校輔導學弟妹，
分享外界的知識與經驗。
賴友仁和余繁兩人熱情地分享在學校服
務的點點滴滴，身體相當硬朗的余繁雖已
達退休年齡，仍在學校執教，在致詞中笑
說要教書到99歲，全場響起如雷的掌聲，
反應熱烈。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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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除3位目前任職於不同領域的系友
簡志誠、林成蔭及江啟誠分享電子電機專
業、財經專業及醫學方面相關內容外，當
天更請到本校啦啦隊大秀舞技，以及幾位
資深系友上台獻唱「朋友」、「流浪到淡
水」，表達對電機系及淡江濃厚的情感，
活動中心瞬間變成大型KTV，台下掌聲四
起，將氣氛帶到最高點，現場還有義賣歷
屆紀念海報，所得將全數捐給電機系系友
會。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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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杏靈醫學基金會講師郭宏碁
「捍衛身體自主」-性騷擾性侵害防治班
級講座
公行系 六合法律事務所律師阮皇運
B701
現代網路環境下的智慧財產權問題
德霖技術學院電腦與工程系助理教授曾
電機所
憲威
E819
第四代行動通訊規格技術現況分析
Visiting Scholar at the Shanghai Academy
歐洲聯盟
of Social Sciences Mr. Raffaelo PANTUCCI
中心
China Program Associate at the European
T306
Council
中興大學醫工系副教授張健忠
化學系
Bi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fluorescent
Q409
organic nanoparticles
諮輔組
L401

諮輔組
I201

杏靈醫學基金會講師郭宏碁
「捍衛身體自主」-性騷擾性侵害防治班
級講座

種子課輔
中華康輔教育推廣協會秘書李柏賢
社
教育心理學
E305

9/27(二)
10:10

資圖系
L302

台東大學圖書館館長吳錦範
出版的行動閱讀時代與產業

9/27(二)
11:00

經濟系
B302A

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國際推廣專員
Ms.Serena Yeo
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QUT）4+1雙學位
交流計畫說明會

9/27(二)
13:10

物理系
S215

9/27(二)
14:10

物理系
S215

9/27(二)
15:20

俄文系
V101

物理系教授陳偉正
物理與生活：一些有趣的問題與示範說
明
台師大物理系助理教授林文欽
Template Defects Induced canted
magnetization in Feand Co/HOPG thin
films
俄文系第12屆校友劉伊心
態度決定一切

9/29(四)
10:00

會計系
B616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風控長游萬淵
審計品質與專業判斷

9/29(四)
14:10

機電系
E830

台灣師大機電系副教授陳順同
桌上型雙主軸超精微CNC工具機開發與
細胞鏡檢模仁製作研究

9/29(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文化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林豐澤
Cloud Computing : Services, Layered
Architectures and Applications

9/29(四)
16:00

法文系 法國在台協會學術合作與文化處處長金
驚聲國際 默言
會議廳 Le francais, pourquoi pas?（現場口譯）

9/29(四)
16:00

大陸所
T505

寶德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許文輔先生
全球綠能產業之發展

9/29(四)
17:10

國企系
B505

元培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助理教授陳盈秀
應用共同邊界函數探討OECD與APEC諸國
總體生產效率

諮輔組
B708

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陳莉榛
「捍衛身體自主」－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班級講座

數學系
S433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HKUST教授李志光
Completely positive linear maps and
quantum operations

產經系
B511

台北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所助
理教授錢玉蘭
台灣地區住宅電力需求研究

諮輔組
B617

大華技術學院學輔中心主任王素闌
「捍衛身體自主」－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班級講座

力，藉由長時間的互動達到「面」的綜效。
9/30(五)
理學院院長王伯昌表示，將辦理物理知識競賽
08:00
等來打造學院教學特色，並舉辦「淡江大學理學
院科學營」營隊活動來提高學校知名度等方式，
9/30(五)
10:00
此外，將初步規劃與神隆製藥等廠商合作，並開
設產學合作專班、建立學生實習制度，並辦理熊
9/30(五)
貓級教授系列專題演講。
14:00
商學院院長胡宜仁表示，教學上將以強化英語
授課，因此針對教學助理開設英語授課培訓，100
9/30(五)
年開設「國際商務」、101年開設「財經資料分
15:00
析」、102年開設「國際貿易與行銷」3個英語授
課學分學程；另持續和浙江大學經濟學院進行院交換生、
國企系和廈門大學國際貿易與經營學系進行系交換生，預
計將擴大至碩博士生。
管理學院院長王居卿表示，教學特色以中小企業管理為
導向，各系增加中小企業管理課程，並將與華碩、南山人
壽、淡水區公所等單位進行產學合作。特色學系則以資訊
管理系為主，規劃雲端服務及相關課程與研究。
虞國興指出，此特色計畫預計有3期，從100學年至108學
年，第一期為100學年至102學年，在教學與研究面向區分7
大類，有打造各學院教學特色、延聘業師與大師、發展學
分學程、強化英語授課發展、深化姊妹校交流、提升生源
多元化和改善教學環境計畫；而研究面向則是打造頂尖研
究領域、延聘熊貓級教授、提升產學合作計畫、形塑特色
學系、加強國內外校際研究合作、推動五年一貫學碩士學
位和改善研究環境計畫。期望在108學年本校至少有兩個研
究中心或領域達到一流水準，並建立9個特色學系，以及產
學合作成果排名私立大學前3名。

陳慧翎等校友入圍金鐘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淡
江校友可望敲響金鐘！已出爐的第
46屆金鐘獎入圍名單中，大傳系校
友陳慧翎以「大愛長情劇展－你的
眼我的手」入圍迷你劇集電視電影
導演獎；英文系校友高伊玲，以
「世界正美麗」入圍行腳節目主持
人獎；演活《犀利人妻》「小三」
的法文系校友朱芯儀，則以「黎薇
恩」角色入圍戲劇節目女配角獎。
此外，大傳系校友，現任三立電
視行銷公關部副總經理張正芬所參
與行銷的《犀利人妻》與《醉後決
定愛上你》，皆入圍節目行銷獎，
張正芬表示，感謝新聞局，肯定我
們在戲劇上的行銷，「我們當然希
望能夠得獎，不過能夠入圍就是給
我們團隊很大的鼓勵了。」

國際美食 謝師恩

電機系慶250人共襄盛舉 陳文熙盧崑瑞各捐百萬
【記者余曉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
系於18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電子與電
機系成立40週年慶祝大會」，校長張家宜
與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到場致詞，前系主任
賴友仁、榮譽教授余繁也前來共襄盛舉，
另以視訊與南、北加州系友代表同步慶
祝。會中，矽統科技公司董事長陳文熙和
瑩端科技公司創辦人盧崑瑞各捐100萬成立
獎學金；現場系友及在校生約250位參與，
其中不少系友攜家帶眷前來，老中青三代

█台北

淡水校園

以全品管邁向綠色大學願景

評委員在7月至本校實地訪評時，特別指出淡
江是首先提出環保不侷限在環境層面，「心靈
環保」也是重要的面向，學校透過展覽、表演
等方式，將環保擴及學生的心靈。
總務長鄭晃二表示，本校透過全品管持續改
善與全員參與兩大精神落實環保工作，這些年
來已經獲得具體成效，「這次能獲得訪評委員
的肯定，過程中有驚喜也有踏實感。」並進一
步補充，環保工作相關的問題，都是老生常
談，所以總務處與環安中心的同仁，只有以
「不斷地創新，創新，再創新」的最佳策略來
面對這些挑戰，並持續內造，培養創新的能
力，面對下一個挑戰，「期許未來能更加提升
全校3萬師生對環保政策的認同度，這些都是
我們持續努力的目標。」

校園健走逗陣行！
【記者張莘
慈淡水校園報
導 】 上 週 二
（20日）中午
12時20分，你
很難不注意到
有一群興奮的
師長，快速走
遍整個淡江校
園，吸引許多
學生好奇的目
光，到底是什
麼活動讓老師
們如此開心？
答案是由女教
職員聯誼會首
度舉辦的「校
園健走活動」
開走啦！
自上週起至
12月20日止，
每週二皆舉辦
健走活動，此
外，明日（27
日）將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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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系友賀系慶，齊聲說「讚！」（圖／電機系提供）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女聯會舉辦的「慶祝教師節-國
際美食饗宴」，將於28日（週三）
教師節中午1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
舉行。
今年有墨西哥商務簽證文件暨文
化駐台辦事處處長慕東明及夫人，
提供3道道地的墨西哥美食，將配合
現場的影片、音樂播放，讓與會者
親身體驗墨西哥風情。
另外，有來自日本、埃及、泰
國、印度、越南等約10國的世界各
地美食齊聚，要讓學校教職員體驗
不同異國風情，與教師們同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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