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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國際品管研討會 品管專家齊聚本校

█淡水

17日本校與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共同舉辦「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四十八屆年會
暨2012國際品質管理研討會」。校長張家宜（左三）與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理
事長楊錦洲（右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局長陳介山（左一）、美國國家品質
獎得主Dr. Philip Lyons伉儷（右四右三）、昇恒昌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吳錫顯
（左二）、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品質獎主任委員高辛陽（右一）合影。（攝影／
林俊耀）

創育中心輔導有成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創育中心輔導的聯瑞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和靜美學股份有限公司，17日獲頒經濟部
中小企業處「101年度婦女創業菁英賽」獎項：聯瑞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獲菁英組第三名、保障投資金額新台幣100
萬元；靜美學股份有限公司獲菁英組特別獎，頒發獎狀1
面。聯瑞科技和靜美學公司均表示，感謝創育中心的輔導
協助，才能在眾多婦女企業創業選拔賽中脫穎而出。
創育中心主任蕭瑞祥表示，對於所輔導的廠商能獲獎感
到與有榮焉，並敬佩她們的創業精神，「本校創育中心是
支持青年創業的諮商輔導平台，提供產官學相關資訊，並
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希望藉由各界的專業和核心思想，為
欲投入創業行業者提供更多想法。」蕭瑞祥鼓勵明年即將
畢業的同學，「只要有創業夢想就勇敢地踏進育成中心，
中心的門永遠敞開等著大家！」
創育中心專任經理詹健中表示，這2家獲獎廠商屬於不同
產業，因此在輔導時先定位各廠商優勢並發展其亮點後，
再進行細部規劃訓練，如文書輔導及簡報口試模擬等，

獲婦女菁英獎100萬

「很高興聯瑞和靜美學公司獲獎，藉此輔導競賽經驗，成
功地為企業創造更多產業媒合的機會，將會繼續開發輔導
企業。」
本次參賽負責人聯瑞科技研發處產品經理鄭如劭，肯定
本校創育中心的專業，並表示聯瑞科技經營電信與網路系
統整合業務，是公司鼓勵內部創業後以新通訊服務產品參
賽，最大的困難點是必須讓評審委員了解新產品的商業模
式，但透過創育中心的輔導，找出本產品利基並凸顯特色
以提昇獲獎亮點，「感謝創育中心詹經理協助我們並提供
相關的市場趨勢講座資訊，增加異業結盟的交流與投資媒
合機會，未來會和創育中心合作。」
靜美學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婚禮顧問李美蘭，則感謝創育
中心詹經理的輔導，並表示該公司經營婚禮顧問公司，經
由創育中心的協助整合現有資源，轉化為明確性、全面發
展性的規劃內容，在參賽文件上能清楚呈現公司的營運發
展方向，「我首度創業並獲得獎項十分開心，會和創育中
心持續配合，以挑戰其他更多獎項。」

服務新北市企業 康尚文領團搭產學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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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新北
市政府經發局日前籌組「新北市中小
企業服務團」，本校研發長康尚文受
邀擔任「新北市中小企業服務團」之
電子光電分團長，且為分領域中大專
院校擔任分團長代表之一。康尚文表
示，藉由服務團的成立，本校共有32
位來自各學院不同專業領域學者專家
的加入。除增加教師與企業的交流、

提供研發創新協助外，還能建立起企
業與學生的溝通橋梁，將來可安排學
生到企業內實習增加實務經驗；企業
也能到校內尋找合適的人才，邁向產
學合作、創造雙贏局面。
康尚文說明，該團由9個法人團體
及轄內15所大專院校組成，結合335
位專家學者，將服務範圍區分資訊通
訊、電子光電、金屬機械、民生綠

日本臺灣教育中心 法政大學揭幕
【本報訊】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設立「日本臺灣教育中心」在日辦公
室，21日在日本姊妹校法政大學舉行揭幕儀式。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與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執行長陳惠美赴日主持，並邀請臺
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羅坤燦、法政大學增田壽男校長（Toshio
MASUDA）等人共同揭幕。揭幕儀式後於法政大學舉行慶祝茶會，戴萬
欽致詞時感謝法政大學對日本臺灣教育中心的全力支持與協助，並藉由
該中心的成立，可強化臺日學術合作與交流。

公車亭有智慧 增加動態系統

【記者呂柏賢、仲葳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大忠街校門口公車候車
區、校內淡水客運紅28線候車處將
建置智慧型候車亭，結合公車動態
資訊系統，顯示紅27、紅28公車路
線及預估到站時間，校內師生可透
過網路或淡江i生活APP隨時隨地查
詢公車資訊；該候車亭內還有賽博
頻道，提供本校訊息交流平台。
總務長羅孝賢表示，因紅27候車
處翻修後受到好評，以及紅28使用
量增多，為打造舒適大眾運輸環
境，新北市政府近期至本校會勘

後，將研擬完整的公車動態資訊
系統，以掌握紅27、紅28的公車資
訊，預計於今年年底完工。羅孝賢
指出，紅28候車處將加蓋候車亭，
規劃設置座椅、照明設備等，不再
讓候車者日曬雨淋，還能鼓勵多使
用大眾運輸工具，以力行節能減
碳，「感謝秘書長徐錠基、教務長
葛煥昭、人資長鄭東文讓出車位，
便利候車亭的規劃與設置。」羅孝
賢更呼籲，請同學愛護環境、避免
製造髒亂，共同創造安全舒適的候
車空間。

e筆繪畫賽 林彥婷宮燈拔頭籌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海事博物館舉辦的e畫淡江之美繪畫賽，
由法文三林彥婷以「宮燈」拔得頭籌，獲得4千元獎金及e筆神功一套。
首次使用e筆即獲得冠軍的她表示，因有繪畫基礎所以想挑戰不一樣作畫
方式，「e筆的使用和一般畫筆很像，且可修正不滿意的地方，跟真的繪
圖比起來有更多變化。」8件得獎作品將在文錙藝術中心展出，請至海事
博物館網站（http://www2.tku.edu.tw/~finearts/d1.htm）查詢。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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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材料化工、生物醫材及文創服務
7項領域進行企業輔導服務，其中只
有電子光電及文創服務領域的分團長
是由大專院校的學者擔任，「本校是
綜合大學，可結合各學院專業領域，
提供新北市企業技術、經營上的諮詢
服務。關於實質服務內容將與經發局
開會研議。」本校擔任服務團顧問32
位教師，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本校獲企業環保獎
9日副總統吳敦義接見「第21屆
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獲獎事業暨
101年模範環境保護專責人員」，
本校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應邀代表
出席，會中吳敦義肯定獲獎單位及
環保專業人士對於環境保育的貢
獻。高柏園於接見時向副總統表
達，希望有機會能與得獎企業單位
交流、分享環境永續推動策略和成果，以達到環保永續的理念。
高柏園強調，本校不僅推動環境管理，還加強落實安全校園規劃與
建置，本學年度起進行「OHSAS 1800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
證」，持續改善校園安全衛生管理方針，與校內師生共創良好學習環
境。（文／呂柏賢、圖／總統府提供）

推動OHSAS認證 稽核員來校

【記者李蕙如、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文化創意產業
中心、資傳系和大傳系於22、23兩日舉辦「2012文化創
意產業國際論壇」，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擔任開幕致
辭，姊妹校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助理院長Professor Helen
Klaebe率Dr. John Banks、Dr. Ruth Bridgstock和Dr. Jared
Donovan等具有數位說故事、互動與視覺設計，以及線
上遊戲共創體驗的研究專長和產業經驗豐富的專家，以
該校的文創經驗與澳洲的文創趨勢進行專題演講，另外
安排2場產學座談。

體驗品茶香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14001環境管理基礎，藉由此認
證進一步提升校園安全衛生自主
性管理水準，未來會再推動至全
校。」
環安中心執行秘書曾瑞光表
示，這次除稽核淡水校園實驗室
的OHSAS作業外，還針對淡水校
園、台北校園和蘭陽校園檢視ISO
14001內容，藉此以促進本校環安
品質。

經驗分享

Banks以「Course Design for Creative Industries Program:
QUT Experience」為題，說明該校文創課程設計的核
心包含建立人脈經營、培養應變能力等核心價值，並鼓
勵學生勇於創新，不要害怕失敗；Bridgstock則說明澳
洲文創產業趨勢和創意的重要性；Donovan以「Design
for Interactive Media」為題，介紹互動媒體設計方向；
Klaebe以「Co-creative Media: Digital Storytelling」為題，
說明如何結合社區和工作坊，運用科技技術鼓勵人們開
發創造性活動。
產學座談中，由資傳系系主任孫蒨鈺主持的「文化創
意產業在地經驗與人才培育」座談會中，邀請到藝拓國
際執行長曾國源、特一國際設計創辦人吳珮涵、桔禾創
意總監張漢寧，與迷母國際創意總監趙彥傑，說明藝術
設計與產業結合的經驗分享，並鼓勵同學應努力求學，
建立自己的價值。
而大傳系系主任王慰慈主持的「影視娛樂產業在地經
驗與人才培育」座談會中，友松製作總經理薛聖棻、大
傳系校友：紀錄片和劇情片導演曾文珍、電視導演陳慧
翎，與資深製片暨導演陳希聖分享在影視圈做中學的工
作經驗，均認為目前影視娛樂的環境不佳，同學更應把
握在校學習和練習的機會，在自己有興趣領域上多充
實。
資傳二丁人琳表示，聽了業界專家的說法後，更加了
解文創產業的現況，「發現這一行除了重視創意，理論
基礎也很重要。理論是創意發想的背景，也能在創意遇
到瓶頸時給予方向。 」

日前，
盲生資源
中心由輔
導老師張
閎霖等人
帶領27名
身心障礙
學生、4
名陪同家
屬及志工
，至苗栗
頭份鎮的天仁茶文化館參訪，藉此讓同學了解茶葉製程
以及體驗品茶樂趣。日文二巫癸樟表示，透過本次參訪
了解製茶過程，且經由盲生資源中心舉辦的
企業模擬參訪活動，可了解企業狀況，對就
業上有幫助。（文／盧逸峰、圖／盲資中心
提供）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
工學院於20日在覺軒花園舉辦
「工學院教師精進成長社群茶
會」，邀請學術副校長虞國興、
工學院院長何啟東、學習與教學
中心執行長游家政、教師教學發
展組組長宋鴻燕、人資長鄭東文
與工學院各系精進社群計劃參與
教師約50多位蒞臨與會。虞國興
致詞時表示，期望教師同仁能互
相切磋交流，並且讓新老師們能
增進彼此情誼。
茶會主辦人電機系教授李揚漢
說明：「精進社群的參與夥伴首
次擴展到全院，因此聯合舉辦茶
會。」與會者共同餐敘，並且輪
流上台介紹年度計畫與發展目
標，何啟東指出：「希望透過這

11/26(一)
10:10
11/26(一)
10:10
11/26(一)
13:00
11/26(一)
13:10
11/26(一)
13:10
11/26(一)
14:10
11/26(一)
14:10
11/26(一)
15:10
11/26(一)
18:00

副總統接見

創意創業與教學

身心障礙生參訪

品質專家蒞臨本校，盛況難得，「面對激烈的競爭環境，
將永續、服務與創新思維納入經營，是追求持續卓越的企
業重要課題。希望藉此研討會各專家的研究發表、意見交
流，提供企業實務面上的參考與建議。」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局長陳介山以「品質與標準」為題，
說明品質和管理的重要，呼籲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
進而達到標準全球化的目標。Dr. Philip Lyons，以「UWStout's Planning Process-Creating a Culture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為題，將推動美國品質獎的經驗，講述如
何建立持續改善的文化。吳錫顯以「品質與社會責任」為
題，以企業角度敘明結合社會責任的創新經營模式。
會中舉行頒獎和授證儀式，下午則以「品質管理」、
「服務品質」、「過程管理」、「品質獎實務與兩岸品
質」，以及「供應鏈品質與六標準差」等主題進行9個場
次的48篇論文發表，展現各領域的成果。

【記者仲葳淡水校園報導】27
日（週二）至29日（週四），台
灣檢驗科技有限股份公司（SGS）
稽核員將至本校進行「OHSAS
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認
證」稽核作業。總務長暨環安中
心主任羅孝賢表示，本次認證作
業主要是針對淡江實驗室的安全
衛生管理，以全員參與、預防職
災、符合法規和持續改善的4大承
諾來推動，「本校已有推動ISO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美國國家品質獎得主 昇恒昌專題演講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中華民國品質管理
學會合辦的「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第48屆年會暨2012國際品
質管理研討會（2012ISQM）」，於17日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圓滿落幕，當天現場座無虛席，約2百餘人參加。本次
大會主題為「永續卓越與服務創新」，由中華民國品質學
會理事長楊錦洲、校長張家宜共同主持開幕，並邀請威斯
康辛大學斯托特分校，為美國國家品質獎得主，其校副校
長Dr. Philip Lyons、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局長陳介山、昇恒
昌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吳錫顯進行專題演講。
楊錦洲致詞表示，淡江是在品質管理上追求卓越、永續
創新的大學，因應主題在淡江舉辦年會和研討會，希望能
樹立各大學的品管典範。張校長為本次研討會主席，於致
詞中表示，本校很榮幸舉辦本次的年會與研討會，並感
佩中華民國品質學會能持續48年不間斷舉辦年會活動；自
實行全面品質管理與榮獲第19屆國家品質獎殊榮後，眾多

演講看板

█臺北

工學院8系教師社群茶會 心得交流促情誼

樣的聚會讓各系老師互動，以跨
系交流分享心得，拉開各系視
野，進而帶動整個工學院的教學
氣氛。」電機系助理教授施鴻源
表示：「首次參與教師精進社
群，藉由此聚會讓不同領域的老
師彼此觀摩，讓教學激盪出更多
火花！」

11/26(一)
19:00
11/27(二)
13:10
11/27(二)
14:10
11/27(二)
14:10
11/27(二)
14:30

11/27(二)
15:10
11/27(二)
16:00
11/27(二)
18:30
11/27(二)
18:30
11/28(三)
10:10
11/28(三)
12:10
11/28(三)
13:10
11/28(三)
15:10
11/28(三)
18:30
11/28(三)
19:00
11/29(四)
10:00
11/29(四)
12:30
11/29(四)
13:30

11/29(四)
14:10
11/29(四)
14:10
11/29(四)
15:10
11/29(四)
16: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資圖系 佳能企業公司財務長兼人資
O306 長王思懿
贏在人才，決勝未來
資圖系 佳能企業公司營運中心資深
O306 處長李進江
職涯諮詢
台北科技大學電子系教授林丁丙
電機系 Introduction
of Power/Signal
E819
Integrity for PCB Layout
清華大學計量財金系教授謝佩芳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財金系 A
of Investor Sentiment and
L204
Misreaction in the Taiwan
Options Market
師培中心 願景企管顧問公司訓練總監陳志勇
ED201 自信魅力-溝通表達講座
清華大學生醫工程與環境科
化材系 學系教授邱信程
Development of Multifunctional
E830
Anticancer Theranotic Delivery
Systems
管科系 E-gogogo總經理李文民
B512
創業？闖業：網路創業面面觀
化學系 中央大學化學系教授吳春桂
Process to high efficiency low
C013
cost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保險系 前工程協進會理事長吳川
C010
地震災害與居家風險管理
西語系 美洲所所長陳小雀
圖書館閱活 窺探馬雅玉米文化：神話、
區
文學與美食三重奏
文錙盃e筆書法比賽優選作品
中文系 得獎人莊棋誠
書法e下就會-e筆神功使用說
B218
明會
文錙藝術中心 生祥樂團主唱/運管系校友林生祥
文錙音樂廳 音樂人的基本功
德文系 德國班貝格大學博士梁雅貞
T705
中德筆譯實務指導
物理系 輔仁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兼系
主任林更青
S215
從電漿球談起
友達光電環安整合部副理李唐
友達光電企業永續發展經驗分享
—從綠建築到能源管理策略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沈仲維
odel Selection for
數學系 M
eneralized Estimating
S433 G
Equations Accommodating
Dropout Missingness
美洲所教授賈派希
西語系 R e f l e x i o n e s s o b r e
圖書館閱 e l p e n s a m i e n t o d e
活區
Netzahualcóyotl,el rey de
Texcoco,en su obra poética.
管科系 世平興業股份有限公司業務
工程師賈中行
B513
漫談實務上之管理操作
資傳系 小典藏雜誌主編王鐘銘
SG318 茶店仔與市井生活
圖書館 覺生圖書館參考組編纂石秋霞
Ｕ301 探索知識寶典-電子百科與數
位悅讀
永豐金控新北一區執行秘書
企管系 李山田
B702 金融業、消費者與詐騙集團
的溝通面面觀
歐研所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副主委戴豪君
T503
我的學思歷程
軍訓室 臺安醫院及董氏基金會講師蔡梅英
菸菸一熄健康升級
E514
西語系 靜宜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副教
圖書館閱 授何國世
馬雅文明的禮俗與禁忌
活區
Career就業情報顧問/全球知
職輔組 名外商公司人力資源部協理
Q409 陳凱蒂
拒當職場小白-你一定要知道
的職場潛規則
文錙藝術中心 生祥樂團主唱/運管系校友林生祥
文錙音樂廳 吉他社、詞創社聯辦演唱會
光泉牧場股份有限公司特販
企管系 部經理何煥廷
B704 通路商與供應商是肝膽相照
還是爾虞我詐
教發組 樂山療養院主任宋法南
ED201 性別與身心障礙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
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林彥宇
資工系 Visual Knowledge Transfer
E819
among Multiple Cameras
for People Counting with
Occlusion Handling
東吳大學數學系助理教授林惠文
Simultaneously adjusted
統計系 for the bias of population
B302A stratification and unobserved
confounders: 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
機電系 吉榮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顧問
副總經理賴正謨
E830
工程倫理
西語系 通核中心助理教授曾長生
圖書館閱 拉丁美洲的原始美學-從野性
活區
思維到魔幻現實主義
大陸所 前行政院院長謝長廷
驚聲國際 青年‧兩岸‧未來
會議廳
水環系
E830

AFA樂活芳療協會芳療講師張
11/29(四) 衛保組、膳
食督導團 禕洳
18:10
L417
通體舒暢，打通任督二脈
政大金融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1/30(五) 產經系 黃台心
Estimation of the Lerner
10:00
B302G Joint
Index and Cost Efficiency
UsingCopula Methods
11/30(五) 大傳系 奧美公關總經理/淡江大傳同
10:00
O202 學會理事長謝馨慧
國際創意品牌的故事
法國在臺協會主任室專員林
淑滿、法國教育中心教育專
員陳冠妤
翻譯經驗談
西語系 西語系系主任林盛彬
11/30(五) 圖書館閱
從聶魯達《Machu Picchu高
15:10
活區
峰》到帕斯的《太陽石》
11/30(五)
10:10

法文系
E415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12/1(六)
14:10

管科系
D408

演講人/講題

臺灣休閒漁業協會秘書長何立德
臺灣休閒產業概況

歐洲常識王 歐研陳永忻奪冠

【記者謝孟席淡水校園報導】第3屆
歐盟獎學金「百問大學堂‧歐洲常識
王」結果出爐：冠軍為歐研二陳永忻、
第二名是歐研一楊志偉和公行四江啟
義的「黑覺醒」隊、第三名2隊並列，
由歐研一李祥毓和「歐盟小神童」獲
得，詳細得獎名單請見歐盟中心網站
（http://w3.tku.edu.tw/eurc/）。
本屆競賽題型與上屆相比，較以生活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面向為主題目，並在答題設計中增設圖
片和音樂辨識，如從「藍色多瑙河」音
樂中指出該河流的地理位置等。首次參
賽即奪冠的陳永忻表示，因平時就關注
歐洲時事及閱讀相關書籍，在答題上還
算順利，將利用這獎金到英國進行短期
研究。而連續參賽2屆的楊志偉表示，
題型很廣泛且題目很活用，本次參賽後
更增加對歐洲文化、地理上的認識。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2012/11/26 下午 12:54: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