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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品獎得獎觀摩 張校長23日經驗分享

【記者孫筱婷、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艷紅的鳳凰花綻
放在校園各處，今年包括蘭陽校園在內的7千多名畢業生，
帶著全校師生的祝福，在驪歌聲中即將展翅高飛。97學年
度畢業典禮將於今天（13日）上午10時在紹謨紀念體育館
舉行，以「淡江最正 品質保證」為主題，期待畢業生帶著
學校甫獲國家品質獎的肯定，昂首闊步，踏上新的人生旅
程。

活動由早上9時的「校園巡禮」揭開序幕，由學生常舉辦
活動的學生活動中心出發，沿途行經最多社團擺攤的海報
街、同學慶生最愛的福園，最後踏上五虎坡階梯，由創辦
人張建邦、校長張家宜及師長們，在體育館前列隊歡迎畢
業生。

畢業典禮則由張校長主持，張創辦人、中華民國淡江
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陳慶男致詞，並由畢業生大傳四陳貝
宇、資傳四趙心華及鄭欣怡代表致詞，引領師生一同回味

大學四年的點點滴滴。當＜驪歌＞響起時，合唱團將帶領
畢業生，承載滿滿的祝福一同高唱。

會場共有700個席次，供家長觀禮，自早上8時50分至9時
50分開放進場，自由入席，額滿為止。未能進場之家長，
亦可於體育館1樓、3樓的家長休息區及7間教室，賽博頻
道與網路皆同步直播，觀看典禮實況。為加強對家長的服
務，體育館3樓左側入口處設置家長服務台，提供家長完整
的諮詢服務，並備有學校平面位置圖，即使是首次蒞校的
家長，也不用擔心迷路的問題。亦提供各院系自辦畢業典
禮的時間及地點，省去家長四處詢問的不便。

今年的畢業生中，畢業於英文系的陳俊卿擁有4個不同領
域的學位，除淡江統計、英文、新埔資管學士學位外，另
有政大會計學、碩士。他表示，再度回到母校唸書，感受
到淡江師資及軟硬體建設不斷進步，也感謝助理教授王慧
娟及王緒鼎嚴格的課業要求，對學習助益極大。

校友餛飩饗客 相約榕樹下香氣四溢

蘭陽首屆畢典 創辦人頒青出於蘭傑出獎

淡江最正 畢業生品質保證
 七千餘名畢業生今登五虎坡 典禮10時舉行

【記者呂佳叡蘭陽校園報導】專屬於蘭
陽首屆畢業生的畢業典禮，6日在蘭陽校
園建邦國際會議廳舉行，以「意圖不軌~
一鳴驚人」為主題，祝福126位畢業生帶
著全球化的宏觀視野及旺盛的企圖心，以
全然創新的理念進入職場一鳴驚人。典禮
以英語進行，並仿奧斯卡頒獎典禮方式，
頒發蘭陽畢業生「青出於蘭獎」。宜蘭縣
縣長呂國華、創辦人張建邦及校長張家宜
均蒞臨祝賀。

張創辦人細數蘭陽校園創立之後的點
點滴滴，並勉勵畢業生，期許他們經過大
三留學的國外歷練，無論將來遇到任何挑
戰都可以迎刃而解，成為一位成功的人。
張校長除了祝福大家鵬程萬里外，也提醒
畢業生要對一路支持他們的家人說聲「謝
謝」。

一系列活動包括「畢業大聲公」，學
生個個把握機會，把內心話大聲「喊」出
來，還有人趁機表白，讓活動high到最高
點。另有「植栽希望之樹」，讓每一位畢
業生在智慧花園親手種下樹木回贈母校；

「畢業話塗牆」活動，由駐校藝術家周澄
指導，畢業生事先彩繪瓷磚拼貼成「龜山
日出」，於典禮當日揭幕，他日返校時，
可以找尋當年足跡。蘭陽校園主任林志
鴻帶領畢業生進行校園巡禮，走訪陪伴他
們成長的一景一物，學弟妹則夾道相迎贈
花，場面溫馨感人。

典禮的重頭戲是頒發「青出於蘭」獎，
獲獎者包括成長獎資通系張莉君、勤學獎
資軟系馮必豪、開卷獎政經系王仁成、國
際獎語言系徐樺儀、才藝獎語言系陳怡
伶、創新獎資軟系謝怡庭、學分獎政經系
李函潔，另頒發傑出獎2名，分別為政經
系王仁成、資軟系劉興昌。其中王仁成品
學兼優，加上至圖書館借書次數最多，獨
得兩個獎項，是這次典禮的最大贏家。

此外，蘭陽126位畢業生一一上台，由
各系系主任為畢業生撥穗，由張校長親手
頒發畢業證書。資通系顏紹帆形容拿到畢
業證書剎那的心情：「終於要展開另一個
新旅程，畢業以後又是個挑戰，相信未來
將有更多美好的事情發生。」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經濟部工業局及財團法人中衛發展
中心等機關團體將於本月23日蒞校，參加本校於上午9時30分，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的「第19屆國家品質獎得獎觀摩活動」，由校長張
家宜主持，分享本校推動TQM的經驗及成果，並參訪圖書館及文錙
藝術中心二個複審單位。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發展組組長白滌
清表示，希望成為其他大學的學習標竿，並期望企業界藉此更了解
淡江的努力，使本校學生的就業之路更為寬廣。

觀摩活動由張校長簡介學校，針對本校「領導與經營理念」構面
進行簡報；主任秘書徐錠基將分享本校推動TQM多年的經驗；針對
「研發與創新」、「資訊策略、應用與管理」、「經營績效」三大
構面進行報告。白滌清表示，本校著名的風工程、機器人及盲生資
源中心是「研發與創新」的代表，而本校實施資訊化多年，更能展
現「資訊策略、應用與管理」的特色，加上本校連續12年獲得天下
Cheers雜誌評為企業私校最愛，是「經營績效」的完美呈現。簡報後
則開放「Q&A」時間，供參訪者提問。

【記者陳依萱、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蘭陽校園
主任林志鴻日前在第61次校務會議中，以「蘭陽校
園四年回顧與展望」為題進行專題報告，他表示新
生報到率逐年穩定成長，及蘭陽校園自98學年度起
由學季制改為學期制等，未來他也期望淡水校園的
教師能到蘭陽校園授課。

林志鴻指出，教育部對學季制尚未認同，且學
生較習慣學期制，基於尊重，所以將學季制改為學
期制。至於學生轉系至淡水校園的人數，呈現微幅
增加趨勢，林志鴻說：「未來將針對學生轉系的原
因，進行調查分析及輔導，並主動與家長聯繫，解
決相關問題。」未來，林志鴻希望爭取招收外籍
生及聘任外籍教師，讓蘭陽校園成為具有50%外籍
生、50%外藉教師的台灣精緻優質住宿標竿學院，
打造國際環境，讓新生一入學便能開始適應國際環
境。

另外，主任秘書徐錠基也於會上專題報告「60週
年校慶慶祝活動」，他表示，本校自1950年建校，
至2010年滿一甲子，為慶祝本校60週年校慶，成立
慶祝活動籌備委員會，由創辦人張建邦擔任榮譽主
任委員、校長張家宜任主任委員，將於民國99年10
月1日至12月31日展開一系列慶典活動，另外，為
展現本校研究活力，學術性活動於民國99年10月1
日至100年5月31日舉辦。

姐妹校再添匈牙利科維努思大學 未來預計交換學生 

Ms. Q答：That’s right！為了幫助所有學生順利完成大學學業，
本校依PDCA流程執行二一預警制度如下：

P（Plan）--相關單位規劃預警機制、輔導機制、追蹤機制；D
（Do）--教務處篩選出「前學期期末」及「當學期期中考」成績
二一不及格之同學，寄發預警函給家長、學系、導師、學務處、學
教中心。由導師進行個別約談，各學系提供專業課程補救教學等；
C（Check）--統計、分析學期末二一不及格人數及退學人數，
並廣納學生、教師及家長之意見。去年5月，本校首度執行二一預
警，教務處給導師的二一預警學生名單採紙本作業方式，較不方
便；此外，學生反應，希望在成績單上加註班平均及成績的比例；
A（Action）--相關單位檢討後，去年12月，預警學生名單改採網
路平台作業，導師只要登入即可知預警名單及學生成績。成績單上
也加註學生各科成績的班排名、班平均，讓家長更全面了解同學的
學習狀況。

你認為這套方法還有未盡之處嗎？別擔心，學校會依PDCA不斷
發現、解決問題，你也可以適時向相關單位提出意見以供參考喔！

 Ms. Q       二一預警的品質管理
收到學校寄來的二一預警函心驚驚嗎？其實，這是

為了避免學生因學業成績不及格而遭退學，用來提醒
該加把勁、多用功的方法喔！

問：學校自96學年度開始執行預警制度後，根據教務處統計，
97學年度第1學期大學日間部因學業退學人數為189人，較96學年
第2學期的251人下降62人，退學率也由1.3％降至0.94％。這樣的
好成效，難道也是執行全面品質管理的成果嗎？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演講看板
█淡水    █台北    █蘭陽    █網路

保險系與新光人壽產學合作 培育人才

創辦人張建邦頒發傑出獎給政經系畢業生王仁
成，表揚其在校的優異表現。（攝影／凃嘉翔）

【記者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校長張家
宜及歐洲匈牙利科維努思大學（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校長Prof. TAMÁS 
MÉSZÁROS於8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簽訂
兩校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科維努思大學成
為本校第104所姐妹校。

科維努思大學是本校第1所位於匈牙利的
姐妹校，TAMÁS MÉSZÁROS校長表示，
張校長曾拜訪過該校，對本校留下深刻印
象，此次來台，特別蒞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
協議書。張校長指出，兩校交流頻繁，未來

期望與該校進行實質交流，開放更多交換生
或留學生名額，或進行雙學位及兩校之間教
師交流，以創造學術聲望，提升國際競爭
力。

匈牙利科維努思大學（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創立於1920年，前身為匈牙利
皇家經濟學院，目前學生約18031位，共有7
個學院，包括商業、公共行政及園藝等相關
領域。該校座落於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在
西班牙網路大學（Webometrics ranking）調
查，學校排名在匈牙利列為13。

教務處、圖書館通過ISO9001認證 品質管理接軌國際
【記者陳思蓓、吳家彤淡水校園報導】繼

獲國家品質獎後，教務處及圖書館日前通過
ISO9001認證，本校品質管理再獲肯定！ 

教務長葛煥昭表示，教務處通過ISO9001
認證，藉由國際標準的檢視，提高組織效率
及效能，全校師生都是受益者，以成績單申
請為例，將作業時間由三天縮減至一天，減
少等待時間。圖書館館長黃鴻珠也指出，圖

書館以「顧客至上」為圭臬，通過ISO9001，
代表圖書館的品質管理機制受到國際標準的
認證，依據這套標準去執行，可使工作更精
確，把服務品質達到最好，比如圖書館公告
新訊息時，若沒有達到全校都知道的標準，
就必須尋找其他有效方式告知，以維護師生
權益。

為了符合ISO9001要求的規範，教務處及

圖書館自去年6月開始進行各項準備工作，並
將資料整理、改進，以符合其標準。通過認
證後，每3年一次的固定稽核，將考驗本校是
否能落實ISO9001。對於實踐品質管理系統與
持續改善，教務長及圖書館館長將藉由各項
會議傳達符合法令與規章及顧客的重要性、
建立運作之相關品質目標、執行管理審查
等，持續改善服務品質。

【記者王妍方淡水校園報導】本月10日鍾靈化學
館中庭好熱鬧！由理學院主辦、化學系承辦的「相
約榕樹下」，午後的陽光、新鮮的美食，加上熱情
的佛拉門哥吉他演奏，吸引不少教職員參加。

活動當天，化學系校友、淡水百葉溫州大餛飩老
闆葉鶴齡熱情贊助，並現場烹調鮮美的餛飩湯，教
職員直呼：「好好喝！」學術副校長陳幹男也共襄
盛舉，他表示，大家聚在一起的感覺很溫馨，希望
大家能多利用這個空間舉辦活動，聯繫感情。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繼上月與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簽定「產學合作協議」，保險系又於本月9日，由校長張
家宜代表與新光人壽總經理潘柏錚簽定建教合作合約書，計劃培養
優秀保險人才，共創雙贏。

張校長表示，學生尚未畢業，就可以到這麼好的環境實習，相信
對學習成效及未來就業助益很大。潘柏錚則指出，新光在2004年獲
得國家品質獎，而淡江也於今年通過國品獎的考驗，相信兩者的結
合，絕對是品質保證。

合約期效自簽約日起共2年，由新光人壽提供學術研究所需要之資
料、優秀學生獎助學金、輔導學生考取壽險相關專業證照、提供在
校生參觀、實習及畢業生就業機會等。雙方亦將合作辦理教育訓練
課程及學術研討會等。保險一江富笙聽到這個好消息，開心地說：
「在學期間就能到企業參觀、實習，有助於提早了解職場狀況，如
果有機會，我會積極爭取。」

之

台灣與世界關係研討會 國際學院18日舉辦

3

6/16 (二)

13:10~16:00

保險系

L527

永豐金控保險代理人公司董事長吳家懷

Solvency 二

台北校園
6/19(五)

18:30

企管系

中正紀念堂

日鑫創投董事長盧瑞彥

職場倫理

【記者林世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預計於98學
年度開辦退休福利儲金制度，委由中國人壽保險公
司管理專戶，下週一（15日）下午2時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舉辦第1次說明會，蘭陽校園CL506同步視
訊，歡迎教職員工踴躍參加。

說明會將由人事長暨退休福儲會執行秘書陳海鳴
說明本校退休福利儲金制度及進度、開辦緣由、實
施辦法，及廠商簽約等相關事項。中國人壽也將派
員於會中，針對儲金的管理與操作，提供解說及諮
詢。

【記者林世君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共有物理系
教授顏三和等7名教師、3名教官及5名職員退休，
本校將於下週五（19日）下午2時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辦榮退同仁歡送茶會，當天將邀請校長張家
宜致詞，並贈送紀念品，退休同仁也將在會上分享
生活小故事及合影留念。

此次退休人員中，在本校服務滿40年以上共2
位，服務滿30年以上共8位，他們將多年的青春歲
月奉獻給淡江。其中，曾擔任過管理學院、技術學
院院長等職務的會計系教授蔡信夫，民國56年即在
本校任職，為本次在校服務最久的退休人員。他表
示，民國51年進淡江唸書，在淡江的日子共47年，
「在淡江過得多采多姿，很高興完成人生的一個階
段，但喜悅中摻雜不捨，畢竟淡江就像我的第二個
家。」 

蔡信夫等人榮退 19日茶會歡送

退休福儲說明會 15日召開

《淡江評論》獲國科會肯定 評為年度核心期刊
【記者陳維信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外語學

院英文系所出版的學術期刊--《淡江評論》
（Tamkang Review），日前與台大、師大及中
央研究院等學術機構的國際期刊，一同獲得國
科會人文研究中心，評選為年度「台灣人文學
引文索引核心」（THCI Core）期刊。

外語學院院長暨《淡江評論》主編宋美璍
表示，該期刊於59年4月由朱立民、顏元叔等
教授創辦，為國內歷史最悠久的英文出版學術
刊物，在比較文學及外國文學研究領域貢獻卓
著。這次評比肯定《淡江評論》的審稿制度，
在質的掌握具有相當水準，強化期刊的續航
力，「重新進入國際A&HCI檢索資料庫，將是
我們最終的目標。」

蘭陽校園目標增收外籍生 打造國際環境

畢業生致詞，由語言系徐樺儀、政經系王仁成
代表全發院；資通系張心盈、資軟系鄭相宜代表
創發院致詞，其中，學生致詞時一再感謝資軟系
系主任林銀河，台下同學也高聲歡呼，讓林銀河
感動不已、泣不成聲。最後，熄燈高唱著蘭陽之歌
「proud of you」（揮著翅膀的女孩），並一同觀賞
畢業生校園生活點滴MV，為這場別開生面的畢業
典禮劃下完美的句點。

【記者林世君淡水校園報導】國際
研究學院將於下週四（18日）上午9
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2009年台
灣與世界關係」研討會，共發表15篇
論文，研討台灣經濟、戰略等議題，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研討會將邀請學術副校長陳幹男開
幕致詞，由本校西語系榮譽教授陳雅
鴻、美研所榮譽教授李本京等擔任主
持人。探討「台灣與菲律賓之間的海
疆衝突」、「馬英九總統開放與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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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省思」等相關議題，並於會後正式出版論文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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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帶著學校甫獲國家
品質獎的肯定，踏上新的人
生旅程。（攝影／凃嘉翔）

校長張家宜與匈牙利科維努思大學校長
（右）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

（攝影／馮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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