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道地馬卡龍的滋味，不必
遠赴法國就能在淡江吃得到！上月29日法文系在鍾靈中正堂
舉辦「介紹法式點心」講座，邀請雅培米堤食品有限公司負
責人也是本校法文系校友戴永昌，分享他在法國學做糕點的
經驗，並簡單地介紹法式點心的歷史及其作法，更帶來可麗
露、千層派與馬卡龍等3樣甜點供與會者品嘗，吸引近百位師
生熱情參與。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表示，戴永昌曾於法國藍
帶研習取得認證，並曾在巴黎最受推崇的精緻糕點店實習，
因此不只教大家品嚐，還能教同學在家中手製美味點心。
  戴 永 昌 表 示 ， 素 有 「 法 式 甜 點 之 父 」 稱 呼 的 卡 漢 姆

（Antonin Carême）於19世紀法國料理的黃金時代，將建築
知識巧妙地運用於糕點製作上， 如此精緻繁複的手藝使法式
點心知名度大開，並開始流傳於世界各地。
  戴永昌提到，即使在同一個國家，

名稱一樣的點心在各地區還是會有不
同的做法，並簡單地介紹了可麗露、
千層派等糕點的製作方式；而同學看
著台上生動的手勢解說，搭配手中的
小點心一口咬下，連連發出滿足的驚
嘆聲，更爭相品嚐五顏六色、滋味銷

魂的馬卡龍！法文三洪郁寧開心說道：「除了進一步了
解 各 地 點 心 之外，還能直接吃到，真是太幸福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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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管圈競賽ECO招才圈奪冠　張校長：將本校經驗集結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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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余曉艷、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核處
於上月30日在覺生、驚聲國際會議廳，並與蘭陽和臺北校園

同步舉行「100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校長張家宜
於開幕致詞談到，本校推行全面品質管理已長達20年，而28

日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專家來訪，特別表示十分佩
服本校教學行政單位能同時推行全面品質管理，
並長期累積全品管相關經驗；近日商管學院申
請AACSB，申請到通過需時5年，從本校長期推
行全品管，申請國家品質獎、環境、資訊安全到
安全大學等各種挑戰都曾面對，過程中的努力在
前幾年不易看到成效，但仍希望大家努力持續進
步。而本校在全面品質管理中的2項重要指標，為
淡品獎及品管圈，淡品獎是單位與單位的競爭，
品管圈是跨單位提升工作效率集思廣義的具體成
果，未來規劃將淡品獎及品管圈獲獎單位的工作
推動經驗及心得集結成書，以傳承分享。張校長
頒發品管圈圈隊得獎名次，ECO招才圈奪冠、五

虎圈第2、集資圈第3；她也獎勵各圈輔導員的辛勞，特頒獎
慰勞。
  另外，歷屆淡品獎單位代表：財務處財務長顏信輝、資訊

處資訊長黃明達、以及本屆得主總務處總務長鄭晃二，也分
享獲獎經驗。另安排專題演講，由欣興電子公司董事長曾子
章及副總經理陳冠富，進行「欣興電子TQM推展及戴明獎獲
獎經歷」，陳冠富於會中分享自1996年開始以TQM為經營目
標，並於2009年成為世界排名第1電子大廠的過程，陳冠富表
示，成功的原因除了管理階層的努力外，全體同仁的付出也
不可或缺。
  閉幕致詞時，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表示，欣興電子公司TQM

的運作及推展值得學習，希望淡江全體教職員以此作為目標
帶來正面的效益。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建議，未來規劃品管研
習會的內容時，可按職員對於品質管理的熟悉程度分級，有
助於研習內容更深入的探討。

陽光沐浴--楊靜宜的押花
為押花界譽為「光影詩人」的楊靜宜，致力

深耕押花創作已逾25年，畫齡更逾40年。除了

精擅於繪畫外，她更是位植物達人，擅長透析植

種肌理與屬性特質，任何植物入其手，全株均能

成為畫作元素。楊靜宜始終著力於作品的空間氣

韻與光影節奏的調度，創作個性鮮明，其細緻度

與深廣度均令人印象深刻。這件充滿春天氛圍的

作品，其創作過程曾為僑務委員會攝影紀錄，並

作為介紹臺灣藝術家之文宣。

道地馬卡龍法式點心　學生爭嚐：滋味銷魂！

期中考16日開始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中考

為16日至22日，而101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
大學大專院校甄試，將使用E館工學大樓，因
此校內考試週安排同學至他館應試。本次期中
考修習「中國語文能力表達」者應參加「中文
能力測驗」，修習「資訊概論」者應參加「資
訊能力測驗」；修習「英文（一）」者應參加
「英文能力測驗（一）」；以上請依期中考試
小表所安排之時間應試。修習「英文（二）」
者應參加「英文能力測驗（二）」，另於期中
考後第2週隨班舉行。
  教務處提醒同學，應考時務必攜帶學生證

（或身分證、健保卡、駕照等），並遵守考場
規則。學生證遺失者，請於考前攜帶身分證及
照片2張至教務處註冊組辦理補發；應考未帶證
件者，請提前申請臨時學生證。

百問大學堂競賽即起報名

我要試吃！

快樂兒童機械魚體驗　13日前報名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歐洲聯盟研究
中心舉辦「第2屆百問大學堂－歐洲常識王」競
賽，總獎金高達新臺幣5萬元！報名即日起至
16日止，比賽採個人與團體混合比賽，團體每
組不可超過4人，詳情參見歐盟中心網站http://
w3.tku.edu.tw/eurc/。

  【本報訊】由學術副校長室主辦、品質保證稽核處承
辦、教學單位及建邦創育中心協辦「100年度教學單位
計畫執行成果發表會」，將於13日舉行，該會以瞭解本
校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果與特色、瞭解教學單位執行計
畫成果、探討教學單位101年度工作計畫內容、並為經
費訪視做準備。

  在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與蘭陽校園CL506會議室
同步視訊，將由校長張家宜主持；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主
軸說明，蘭陽校園主任、教學一、二級單位主管等共同
參與，由文、理、工、商、管、外語、教育、全創等學
院及體育處、建邦創育中心成果發表，並報告執行成果
及未來規劃，最後由張校長進行綜合座談。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研發處建邦創新育成中
心於上月29日上午11時在創育中心R103舉辦促進產學
交流暨聯誼會，共有5家廠商出席，研發長康尚文、建
邦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瑞祥、經理詹健中、王竣騰、黎
汯洋、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慶山、副主任石田光義及銘
傳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經理傅大煜等20餘人出席與會。
  康尚文表示，淡江積極構築產官學研的合作橋樑，透

過建邦創新育成中心與廠商結合，加速提高產學合作質
量與效能。詹健中說明，共享成果與達成雙贏，為此聯
誼會的目的，同時也共同思量如何再提升產學合作空
間，並達到1加1大於2的效果。期待未來能提升產學合
作服務能量，展現合作效益。聯誼會中，廠商提出各種
意見，充份交換意見。胡慶山及石田光義也分享日本研

究中心近年來的產學合作心得及成果。
  蕭瑞祥表示，育成中心積極營造產學合作環境，提供

廠商更多服務平臺，更期望由此次聯誼活動，發揮觸媒
功能，讓進駐廠商之間互動更有效率。相信這樣的開始
將再深耕產學合作的種子，為產學合作創造更多機會。
  出席廠商：華得斯企業公司董事長曾榮華、五百戶科

技公司特助謝育琦、宇田國際貿易公司總經理鍾荃因、
專案經理蘇紋敏、福倈鷹航拍資訊公司總經理周宏達、
Ｅloisa公司工程師陳永頡、張鈞策等。
  另外，創育中心將於24日上午進行「促進產學合作育

成企業參訪活動」，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研發長康尚
文及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黃鴻珠等一行約10人，將前往
湛天創新科技公司及臺灣好創意發展公司參訪。

5家廠商創育中心聯誼 加值產學服務

創新與創業競賽開始報名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即日起報名至

5月12日止。在校學生不限科系或年級，3至8人
可跨系或跨校組隊。詳細資料及表單下載可至
研發處首頁之最新公告（http://www.research.
tku.edu.tw/），或洽產學合作組，校內分機
2561。

　上月28日中華民國品質學會22位專家參訪本校，
秘書處秘書長徐錠基（前右一）、稽核長白滌清迎
接並陪同參訪，校長張家宜（前左四）在覺生國際
會議廳主持簡報座談。張校長致詞時除表示歡迎
外，並幽默談到，本校杜鵑開花期應在上週，為了
各位來訪，特別情商杜鵑在這週繼續開，「連花朵
也全員參與！」中華民國品質學會主任委員吳英志
（前左三）致詞時指出，各個機關團體參與各項品
質相關活動中，淡江十分傑出，「我對淡江品質有
信心！因為我女兒就是淡江畢業的。」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前左二）簡報領導經營之理
念與績效時，生動舉出經營管理的貫徹已表現在日
常執行中，比如給獎勵金就想到寫KPI，「經營管
理的貫徹已內化為我們的DNA了！」徐錠基分享在
本校推動TQM及經驗分享時談到，因創辦人張建邦
博士之遠見，預期未來大學是競爭激烈的戰場，自
民國81年開始導入全面品質管理，成為全國最早推
動的學校，而校長張家宜於2002年出版《高等教
育行政全面品質管理－理論與實務》，為本校推行
全品管重要依據，將全品管20年的4個階段透徹說
明。接著由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黃鴻珠（前左二）
及資訊處資訊長黃明達分享國品獎及淡品獎經驗。  
綜合座談中，環球國際驗證公司董事長高辛陽（前

右三）提到，淡江品管圈和淡品獎的確提升學校教
育品質，但是什麼誘因讓各單位參加？張校長表
示，淡江有4個管理模式，其中官僚模式，同仁都
非常熟悉及奉行，因此得以順利推動各項校務。淡
品獎在單位間也相互觀摩，「因為越來越多單位得
獎，也慢慢形成文化。」佳威企管顧問項義順提
問，滿意度調查在持續改進精神上作用為何？資訊
長黃明達回覆，目前正研擬新「教師歷程系統」，
期待上線後能帶來更多便利；而選課系統滿意度提
升確實有困難，「有些課很熱門，選不到課的同學
就是不滿意。」
　SGS臺灣檢驗科技公司副總裁黃世忠提到，淡江
蟬聯企業最愛私校第1，在通識課程注重的8項核
心能力中，能否與時俱進，與企業需要的能力結
合。張校長回應，通識課程今年新增「社團學習與
實作」課程，企業愛用人才中，諸多能力都與其相
關。聯華電子公司資深經理劉正美建議，可讓管理
學院設計學校的活動，因為在學校很難得有企業實
習的磨鍊，也可以達到知識和實務的結合。一天的
參訪行程中，來訪貴賓都給予淡江相當高的肯定，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事蕭亞洲也表示，看著各單位
主管簡報時的熱情，「相信淡江的TQM的計畫必定
已深植人心！」（文／李又如、攝影／李鎮亞）

　張校長頒發品管圈圈隊
冠軍由ECO招才圈奪得。
（攝影／李鎮亞）
　欣興電子公司董事長曾
子章（右）及副總經理陳
冠富（左），分享欣興電
子TQM推展及戴明獎獲獎
經驗。（攝影／張峻銓）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推廣海
事教育與模型製作，海事博物館將於21日（週
六）在該館1樓舉辦「快樂兒童機械魚體驗
營」，讓國小三、四年級的學童參與機械魚製
作、命名和試航，希望藉此激起孩子對水下機
器人的興趣及熱忱。活動報名至13日（週五）
下午4時止，費用200元整，歡迎有興趣的人踴
躍參加，名額有限、報名要快！詳情請洽校內
分機2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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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特色成果13日發表

我要試吃！

節能減碳全員一起來

吃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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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自98年起推廣低碳便當，在100年時將訂購量加入ISO14001環境目
標，下半年較去年同期，銷售量成長37.6%，推行半年來成果顯著。總務
處近期更以「新菜色」吸引師生持續做環保，並於上個月26日舉辦「低
碳日式便當」試吃會。參與活動的衛保組營養師孫曉文表示，除了菜色
多樣性外，衛保組與膳食督導社共同執行的檢查食材來源機制，像是肉
類是否經過CAS認證，讓我們能在享用美味的餐點時，吃得更安心。（文
／林俞兒、攝影／林奕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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