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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經過整日發表後，委員進行資料審查，並針
對各圈隊在主題選定與特性衡量、前期活動效
果追蹤、真因驗證的客觀性等進行講評。簡禎
富認為，主題若要長期關注一項問題，必須有
系統性的分析，再去探討策略；除此之外，也
要交代過去持續性的成果。
　吳英志建議，目標訂定應是目前可能改善空
間乘以八成，為避免效率不彰，如果挑戰結果
僅達成50%，就是困難度太高；另外，在製作
魚骨圖可將「小骨」當成「因為」，「魚頭」
叫做「所以」，並針對「小骨」來解決問題。
　彭淑芸肯定多組圈隊善用歷史資料分析，建
議可再增加「層疊法」，以不同的層疊找出不
同的對策，也提醒圓餅圖應以虛、實線區隔，
避免黑白印刷無法辨視，簡報更不要用淺色及
28號以下的字級。
　本次競賽結果將於3月22日全面品質管理研
習會中揭曉並公開授獎。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7學
年度「第10屆淡江品管圈競賽活動」複審會
議於3月14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行，品管圈競
賽召集人、秘書長劉艾華表示，「品質是淡
江人的DNA，學校面對少子化、人力調整的
時刻，藉由競賽的推動，不忘堅守品質，增
進工作效率。感謝各團隊踴躍參加，大家表
現都非常好，持續為學校帶來進步。」
　此次競賽有蓋世無雙圈、文五合一、皇帝
大圈、會快圈、台北蛋黃圈、錢錢圈、業障
圈、五虎圈、救火圈、套圈圈、鋼彈淡江盪
單槓等11圈隊參與複審，各圈隊卯足全力帶
來簡報分享。會議邀請到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院長林文燦、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經
營品質委員會主任委員吳英志、行政院勞動
力發展署正訓練師彭淑芸、國立清華大學講
座教授簡禎富、本校統計系副教授楊文及教
育學院秘書單文暄擔任評審。

演講看板

3版

　【記者李穎琪專訪】本校機械系校友，台灣
飛利浦董事長暨總經理陳百州於去年6月正式退
休，揮手告別飛利浦。他像一本傳記，也像一
本散文，更像是在書店午後偶爾挖到的好書，豐
富、精采卻又率性、自然。（攝影／施宥全）

陳百州創講堂提攜後輩
4版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日前變裝男進入
松濤館一事，學務處召開會議，釐清事件經過和
說明後續處理，包括全面偵測、緊急通報及強化
門禁管制。學務長林俊宏籲生保持警覺，若有恐
懼障礙可尋求諮商輔導。（圖／本報資料照）

學務處強化宿舍安全管理

高教深耕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19(二)
14:10

水環系
E805

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Dr. Diego Rosso
Water Reclamation, Reuse,and Recycling

3/20(三)
12:00

教發組
I501

中正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黃俊儒
以實踐研究為基礎的教學創新

3/21(四)
12:10

資訊處
E314

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鴻
(201E)iClass學習平台工作坊-教室管理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淡江音樂博覽
會來了！文錙藝術中心主辦3場音樂會，首先
在3月20日登場的是「思念」沐妮悠‧紗里蘭
樂團演唱會，第二場4月10日舉辦「耳朵帶我
去旅行」鋼琴詩人王俊傑音樂會，第三場5月7
日「放風箏跨界樂團」古箏與手風琴音樂會。
　文錙藝術中心組員壽華民表示，「今年音樂
博覽會邀師生從感官來領略不同文化，首場邀
請到來自屏東縣來義鄉的排灣族女孩沐妮悠，
她以原住民母語創作，將帶來優美的旋律和清
澈透亮的嗓音。第二場的王俊傑以盲人的視
角，從『黑暗』來談旅行對生活的意義；第三
場由古箏和手風琴來詮釋東、西方音樂，帶領
聽眾來一場精采的音樂饗宴。」索票請至文錙
藝術中心，每人限兩張，歡迎全校師生共賞。

淡江音樂博覽會開放索票

　【記者馮子煊淡水校園報導】台灣傅爾布
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一行8人於3月14日來校參
訪，並與本校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校內教學單
位一級主管、師生代表在驚聲國際廳座談。何
啟東致詞表示，「很高興參加此次國際交流活
動，歡迎傅爾布萊特基金會來訪，淡江大學是
臺灣第一所私立大學，也是第一所引進全面品
質管理的學校，我們今日的成果離不開國家和
社會支持，期待與基金會建立研究領域的學術

合作與分享。」
　會中，雙方就臺美兩地學生交流和教師研究
領域合作展開對話，該基金會教育主管介紹國
際間高教環境與表現，希望了解淡江國際化、
英語教學及校務發展等現況。教育學院院長潘
慧玲介紹淡江總體發展概況，全發院院長包正
豪解說蘭陽校園全英語授課、大三出國現況；
工學院院長李宗翰、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均介
紹學院發展和全英語學位學程。會議尾聲，該
基金會計畫主任Lisa Lin說明雙方合作之流程步
驟後，會議在歡快的氣氛中結束。
　曾參與該計畫的公行系黃一峯副教授表示，
執行計畫和研究主題可以認識更多美國學者並
建立起人際網路，獲得更多的合作機會，實現
研究資源共享；在教學方面，可以參考美國教
師的教科書、教學方法及最新資訊，有助於擴
大教研視野，創造更多的合作交流。

▲台灣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一行8人來
校參訪，並與本校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校內教
學單位一級主管座談。（攝影／馮子煊）

台灣傅爾布萊特學術基金會訪校

　看不見的國力，來自奉公守法和自

我要求高的國民。形成良好的國際形

象和國家競爭力時，其他國家自然願

意和我們交往。同時，所有人也應該

培養包容心尊重他人，形成和諧的社

會，才能得到國際間的尊敬和友誼。

－時任歐洲司司長徐勉生

　【記者吳婕淩淡水校園報導】為了節能
減碳，本校財務處公告自108學年度起，不
再寄發紙本學雜費繳費單，請多利用中國
信託學費代收網頁（網址：https://school.
ctbcbank.com），透過信用卡、ATM轉帳；
亦可至線上列印繳費單至郵局、中國信託銀
行臨櫃及四大超商繳款。詳情請至財務處網
站（http://www.finance.tku.edu.tw）查閱。

108學年繳費單無紙化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於
本學期舉辦「行政人員職能培訓課程」，5月8
日邀請到中原大學產業學院院長熊震寰蒞校，
為本校一級主管班開講「打造21世紀人才」課
程；二級主管班和基層行政人員班於4月25日
邀請澄意文創志業有限公司專任講師張凱翔主
講「行為模式分析與溝通技巧（人際風格談溝
通）」、5月21日由救國團「張老師」推廣教
育訓練講師朱士炘主講「情緒管理與壓力調
適」，將與蘭陽、臺北校園同步視訊。
　職能福利組組員蔡金蓮表示，曾經前往中原
大學參訪，有感於熊震寰院長取才和打造人才
有方，特此邀請他來校分享。另根據校內職能
調查，職員在溝通方面較為欠缺，且工作、生
活壓力大，期待這兩門課程能幫助大家調適。
培訓課即日起至4月8日開放報名，詳情見「活
動報名系統」（http://enroll.tku.edu.tw/）。

職能培訓課開放報名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
中教學意見調查」開跑了！填答請至教學意
見調查系統（網址：https://survey.tku.edu.tw/
tas/），系統開放自3月18日上午10時至4月8日
上午10時截止，每位同學填寫的內容將作為教
師改善教學的參考（不含個人識別資料），填
答完成還可參加抽獎，請踴躍上網填寫。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開跑

　【記者王怡雯淡水校園報導】通識與核心課
程中心主辦2019音樂X現代詩劇比賽開始報名
了！「現代詩劇比賽」邀請本校大學部學生組
隊，即日起開放報名，比賽時間預定在5月9日
晚間6時進行。參賽團隊可選擇一首現代詩，
以戲劇或任何表演型態呈現，預計選出創意
獎和表演獎各3名。「音樂比賽」開放本校學
生，於5月30日、31日晚間6時舉行，分成弦樂
組、管樂組、鋼琴組，自選曲一首巴洛克至現
代樂派期間的曲目，預計各組選出前3名。更
多詳情請至通核中心網站（http://www.core.
tku.edu.tw/app/news.php?Sn=207）查閱。

快來報名音樂現代詩劇賽

　第165次行政會議中，校
長葛煥昭說明，110學年度
全發院與國際事務學院整
併，第一考量學生受教權，
並顧及教職員工。（文／李
穎琪、攝影／蔡依絨）

165行政會議談學院整併

　化學系3月9日舉辦鍾靈
化學創意競賽，今年實作競
試題目為「酪蛋白質的萃
取」，創最高紀錄有72校、
逾650人競逐冠軍。（文／
李穎琪、攝影／蔡依絨）

650高中生創意化學賽

經濟電腦科學擠進QS學科排名

　英國QS日前公布2019年世
界大學學科排名，本校經濟
和計量經濟全球第401-450
名、私校第1名；電腦科學
與資訊系統全球第551-600
名，國內第14名。（文／楊
惠晴、製表／淡江時報社）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18(一)
10:10

水環系
E787

北科大環工與管研所教授胡憲倫
生命週期評估

3/18(一)
13:10

化材系
E819

化材系退休校友羅培貽
由實驗室到化學工廠

3/18(一)
14:00

未來學所
ED601

德文系助理教授鄭慧君
未來小說

3/18(一)
14:10

產經系
Q305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員賴孚權
A Selective Review on Location Theory

3/18(一)
14:10

化學系
Q409

成功大學化學系鄭沐政
Applic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 to Study 
Catalysis and High-Energy Density Materials

3/19(二)
14:10

物理系
S215

Hiroshima University 研究員吳俊毅
Operational evaluation of accessible 
entanglement in multi-particle systems

3/19(二)
14:10

產經系
C423

尚澄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蔡昆洲
區塊鏈於商業應用的法律相關問題

3/20(三)
10:00

財金系
B712

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董事長林修銘
證券業概論

3/20(三)
10:00

遠距組
T211

學悅科技講師張誌閔
讓教學動起來-課堂教學即時互動
工具：Zuvio講習_場次2

3/20(三)
10:10

資訊處
B217

教學支援組組長林東毅
淡江軟體雲應用與操作

3/20(三)
13:10

化材系
E787

化材系教授林國賡
CPAS職業性向與工作能力測驗

3/20(三)
14:10

物理系
S314

中研院物理所研究員吳孟真
Surprises from the nano world：
Large thermoelectric powerfactor 
enhancement in lnAs nanowire

3/20(三)
18:10

資訊處
B217

統計系副教授陳景祥
R軟體快速入門

3/21(四)
14:00

機械系
E787

104資訊董事阮劍安
創業炯很大

臺北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3/23(六)
14:00

文錙藝術中心
D305

文錙藝術中心暨書法研究室主任張炳煌
數位e筆書畫系統簡介及基本應用

圖書館性平會合作 助生養出情感高EQ
【記者周浩豐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提高校園性
別平等意識，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與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合作，於3月8日至31日在總館5
樓非書資料室舉辦2019性別平等教育特展，以
「情感EQ大人學」為主題，與本校師生一同
在多重又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檢視並展望更美
好的未來。
　本次影音展以法國為主題，透過15冊圖書、
15件影片，包括《今晚，我們死而後生》、

《小王子》、《異鄉人》等書籍，帶領同學
認識人生路上複雜的情感關係。另於週一到週
五的中午12時、晚間6時，在總館五樓「小聚
院」播放的「逆轉人生」、「星光雲寂」、
「艾蜜莉的異想世界」等影片，吸引眾多師生
前往觀片。
　歷史三盧耀崧說：「這次展出的圖書與電影
都很棒！尤其電影的部分，劇情和腳本都引人
入勝，期待下次主題影音展推薦的電影。」

　圖書館攜手性平會舉辦2019性別平等教育特展－情感EQ大人學，在總館5樓非書資料室規劃
電影欣賞與影音圖書主題展，邀師生一同尋找美好的人際關係。（攝影／黃柏耀）

▲

▲研發處研究暨產學組在達文西樂創基地舉辦
安全木工體驗－製作原創木造型筆活動，利用
微型工具機教導學員們手工切割出原創作品。
（攝影／黃柏耀）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研究發
展處研究暨產學組於3月12日、14日達文西樂
創基地舉行「安全木工體驗－製作原創木造型
筆」活動，邀請首羿國際股份公司產品經理、
專案講師黃振樑，他以幽默、風趣的口吻解說
現場準備的安全工具機和操作方法，總計4小
時的活動吸引了25名學生參加。
　樂創基地近期添購4款安全、小型的木工體
驗機：車床、磨床、鋸床與鑽床，黃振樑現場
示範操作這些微型工具機，指導學員們使用車
床，手工切割出自己原創的木頭造型筆。每位
學員仔細聽講和觀察講師施作步驟，深怕錯過
任何一個環節。黃振樑也分享許多小技巧，例
如平整、不留毛邊的切割木片，他笑說：「這
些技巧都是多年來熟悉機器得到的，要來上課
才學得到。」

　這批安全工具機是從奧地利進口，具有鋸材
料不傷手的特點，使講師授課能兼具專業性和
安全性，學員也可以輕鬆地製作各式創客作
品。研究暨產學組專案經理陳立德表示，「本
學期開設8到9個課程，例如雷切、3D列印及
樂高機器人，每3個月循環開講，每次推出課
程也會藉由同學的反應和回饋來評估修正方
向，或是引進新課程。我們培育創意思考、做
中學的創新人才，也歡迎上過課的老師和同學
來借用樂創基地的機器，期待對相關技術有興
趣的同學更進一步發揮想像和創造力。」
　學員之一的中文三鄭雅心說：「安全木工的
課程真的非常有趣！我們利用木車床製作木頭
鉛筆，嘗試在木頭上刻出不同的紋路，也學會
操作不同機具及了解其注意事項。此外，我還
報名了下次3D列印動手做的建模實作體驗課

達文西樂創基地添新機 學生體驗安全木工

程，期待能再體驗到更新奇的創作課程。」

11圈隊複審鍛造高品質

會快圈發表精進「期中」深耕計畫經費核銷執
行主題。（攝影／廖國融）

錢錢圈發表「如何降低捐款收據開立逾時比
率？」主題。（攝影／廖國融）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境外生輔導組
於3月13日至5月29日的每週三晚間6時至8時，
在驚聲大樓10樓交誼廳舉辦「國際文化萬花
筒」10場分享會。首場13日晚間邀請到法文三
賈天擇、產經四鐘曉惠和袁子裕，以及法文碩
二林仲文、吳沚盈、陳子巧前來分享，吸引逾
30位觀眾參與。
　交換到上海清華大學的鐘曉慧、袁子裕以
「邁出一步就做到」為題分享學習和實習歷
程，介紹清大校園景色和校園活動，並解說當
地流行語，「『酸菜魚』是指人又酸、又菜、
又是鹹魚，暗指人一無所長；『知”男”而
退』是說參加校園活動，發現都是男生就可以
離開了，也正是因為該校男女比例是7比3。」
同時給予現場同學留學建議和勉勵。

　賈天擇以「當一個局外人」為題分享走訪上
海、臺北、港澳及新加坡的經驗，分析其文
化、生活、消費等差異，「建議遊覽一個城市
或國家，不要帶著個人情緒和印象，以開放、
包容態度去理解，相信有更加豐富的收穫。」
　林仲文、吳沚盈、陳子巧以「亞維儂藝術節
實習分享」為題暢談為期一個月的所見所聞，
例如平常休閒是購票看劇，實習採訪觀眾，以
及感受當地熱鬧的遊行活動和路上隨處可見的
海報宣傳單等有趣事物。
　聽眾英文一廖奕婷說：「分享會中，印象最
深刻的是清大學習的內容，講者口條好，還穿
插互動小遊戲，實習經驗也相當吸引我，會繼
續參加分享會。」系列分享會詳情請到「活動
報名系統」（http://enroll.tku.edu.tw/）查閱。

▲境輔組於3月13日晚間6時在驚聲大樓10樓交
誼廳舉辦「國際文化萬花筒」分享會，邀請學
生分享海外見聞。（攝影／周舒安）

國際文化萬花筒 6生經驗分享海外見聞

3分鐘重點新聞回顧

　【記者丁孟暄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品質保
證稽核處舉辦107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
會」將於3月22日上午9時在守謙會議中心有蓮
國際廳登場，今年主題為「璀璨第五波．品質
再躍升」，校長葛煥昭、四位副校長、一、二
級主管及行政人員代表皆出席。研習會首先由
葛校長頒發第10屆淡江品管圈競賽得獎圈隊，
並由第31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自強組銀塔獎
得主：蘭陽校園「三全圈」分享參賽歷程；接
續由淡江品質獎－品質卓越獎的第11屆得主學
生事務處、第12屆商管學院經驗分享。
　在專題演講部份，邀請玉山商業銀行總經
理黃男州以「打造不一樣的組織競爭優勢～
全面卓越品質經營」為題發表演說。玉山商業
銀行曾獲第12、18、25屆國家品質獎，落實卓
越經營文化，首創「科技儲備幹部」，培育
FinTech數位人才，設置績效管理小組掌握營
運管理資訊，提升決策效率，並於流程採顧客
導向設計，強調風險紀律與全面品管，以自動
化系統提升流程管理效率。
　品保處說明，在《The Banker》雜誌公布
2018年全球銀行品牌價值排行榜中，玉山銀行
進入全球品牌價值前兩百名銀行，品牌價值評
等AA，為臺灣銀行業最高評級。希望本校同
仁藉由研習會互相觀摩、強化全面品質管理的
認識，期以瞭解品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全品管22日登場

專題演講
　玉山銀行總經理黃男州

淡品獎－品質卓越獎經驗分享
　學生事務處、商管學院

全國團結圈獻獎、發表示範
　蘭陽校園「三全圈」

第10屆淡江品管圈
　競賽活動影片與頒獎

107學年TQM研習會議程。（圖表／淡江時報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