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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標竿企業觀摩 9企業高校來校

█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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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樂見各大學參與國家品質獎，一同為高等教育的品質努
力。」經濟部工業局技正何長勳代表出席且致詞中表示，淡江
獲得第19屆國家品質獎，並舉辦品管圈、淡江品質獎等活動持
續推動品質管理，因此選擇淡江進行企業觀摩活動，希望藉此
機會，吸取淡江全面品質管理的實務經驗。
接著聽取品保處稽核長白滌清說明本校推廣品質管理和執行
成果簡報後，隨即參觀淡江品質獎獲獎單位：覺生紀念圖書館
和文錙藝術中心，了解圖書館經營概況、展示本校研發之e筆
書畫系統，並至盲生資源中心觀摩盲用電腦與行動裝置。
綜合座談會中，張校長分享國品獎申請與困難突破的經驗；
與會者皆對乾淨整潔、綠意盎然的校園印象深
刻；銀田金屬公司總經理陳文鑫提問淡江品質
屋的運作方式、學生如何參與，以及如何持
續推動全員參與等，張校長對此回應本校推行
5S、服務學習等方式管理校園清潔，且各單位
會依據淡江品質屋主架構研擬屬於該單位的品
質屋後並加以執行，也就能持續讓全員參與。
白滌清補充說明，本校品管圈活動和淡江品
質獎亦是持續推動的方式之一，本學年度起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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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經濟部工業局企業經營品質躍升計畫標竿企業
觀摩活動中，校長張家宜（左三）分享國品獎申請與困難
突破的經驗。（攝影／謝佩穎）
學生參加品管圈活動，以加強學生參與淡江品質管理。
中國生產力中心管理師郭如璞表示，淡江獲得第19屆國家品
質獎，身為校友感到與有榮焉，對資訊科技的發展印象深刻，
更對盲用電腦、ｅ筆書畫系統感到驚艷。邦特生物科技公司人
資助理楊小姐認為，本校能將品質管理、產銷發展的手法運用
在大學經營上並獲得國家品質獎，十分了不起，也對於閱活區
的設計感到印象深刻，「很有在誠品書店閱讀的感覺！」

資工林恭弘人臉辨識

獲獎

會破壞人臉結構，甚至改變他們的
導林恭弘所發表「二維混合模型應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資
原貌；使用二維混合模型就解決了
用於超解析人臉影像合成」論文，
工系雙喜臨門！在上月16日，助理
這個問題，同時也能維持低演算
其概念以凃瀞珽於2006年發表針對
教授凃瀞珽和指導學生資工碩一林
量。」換言之，在短時間內解析影
人臉辨識混合模型研究為基礎，在
恭弘，於成功大學舉行的「2012第
像的同時，不會使影像「變臉」。
當時獲得微軟學者肯定，故建議林
17屆人工智慧與應用研討會」，榮
凃瀞珽表示現有警察機關主動接
恭弘在這基礎上深入研究，利用數
獲「國內議程」的最佳論文獎。另
洽，討論使用技術事宜。
學演算法把低解析人臉影像轉換成
外，助理教授陳俊豪指導今年畢業
陳俊豪指導李艾芳論文，長達2
高解析影像的同時，又能巧妙維持
資工系校友李艾芳，獲「101年度
年進行「具一致性模糊資料探勘方
人臉幾何架構與細部紋理特徵。
中華民國模糊學會碩士論文獎」管
法之研究」。陳俊豪表示，研究模
凃瀞珽指出，現有很多關於人臉
理類特優獎。
糊一致性規則（FCR）及高一致性
辨識的研究，而林恭弘研究的創新
TAAI由中華民國人工智慧學會
利潤模糊商品集（HCUFI）2套演
處在於用二維矩陣演算取代傳統的
主辦，是臺灣人工智慧年度學術會
算法，有助零售商進一步分析商品
一維向量演算，「以前使用一維獨
議，堪稱是國內最具將人工智慧科
利潤。
立模型解析影像，雖然演算量少卻
技成功研發後應用產業界以全面提
昇產品系統智
能研討會。凃
瀞珽、中研院
教授劉庭祿指
行國際化訪視，今年是第二
束，將參觀本校覺生紀念圖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
次實地參訪，希望藉由訪視
書館、宮燈道、紹謨游泳
導】教育部於4日（週二）
委員提出的指教，進而了解
館、麗澤國際學舍、紹謨體
上午9時50分，有6位訪視委
本校國際化的成效。
育館、學生事務處；下午將
員來校，進行「101年大專校
國際長李佩華說道：「若訪
進行教職員、學生訪談，接
院國際化訪視計畫」實地訪
根據人資處資料，本校依照身心障礙者權益 視，由本校校長張家宜主持
視委員視察後，對於本校給
著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保障法之規定，積極進用身心障礙者成為本校 並進行簡報。
予肯定，將有助於招生。」
主持綜合座談。戴萬欽表
職員，負責授課、行政業務及清潔等工作內
示，繼2008年教育部蒞校進
6位委員於張校長簡報結
容；同時為減緩身心障礙同仁健康退化及增加
其工作效率，本校持續積極與新北市政府勞工
主管機關申請購置像是點字機、語音軟體等，
並改裝及修繕相關器材設備及其他協助進用身
社團合作、素養奠基、國際教育5大方向來推
【本報訊】本校即將與高中學校攜手合作，
心障礙者之必要設備。
展合作內容，「希望能在民國105年能達到5所
將於5日（週三）與國立三重高中（即將更名
高中學校締盟的目標，以促進招生。」
為新北市立新北高級中學）進行策略聯盟簽約
儀式，教務長葛煥昭表示，這是首度與高中策
略聯盟，藉由這樣合作簽訂，達到教育資源垂
直整合，成就育才優質化的目標。
【本報訊】本校已實施全面禁菸，並積極
葛煥昭說明，本校長期與該校有相當密切的
念外，並分享其人生觀：「生命的意義是參與
宣導和加強巡查勸導，總務長暨環安中心主
合作與推廣協助：商管學院前進高中的招生合
改革。」即便剩下自己一個人，仍要撐下去。
任羅孝賢表示，自本學年起分為3階段落實
他期勉在場聽眾，只要覺得自身認為是該做之 作、美洲所副教授柯大衛等指導該校英文教師
無菸校園政策：一是宣導期，從開學至今的
以提升英語教學能力、借用場地辦理大學入
事，就要去做。來自山東大學的交換生大傳系
宣導活動、二是勸導期，至12月中旬前提
季覺蘇認為，兩岸未來發展是明朗的，希望可 學考試中心「學科能力測驗」、「指定考試科
醒同學戒掉校園吸菸習慣、三是執法期，自
12月中旬後將有校外執法人員進入校園，
以多方面交流，以減少兩岸民眾對彼此的誤 目」及「高中英語聽力測驗」之分區試場學校
依菸害防制法開罰，違規者罰新台幣3千元
解。戰略所碩二鄧傑漢表示，在政治層面，兩 等，加上100學年度的入學新生資料分析中，
到1萬元不等，可連續開罰。羅孝賢呼籲，
岸或許還沒有共同的想法，但在教育、文化等 該校是本校新生入學來源第3高；因此選擇該
請同學不要以身試法，尊重他人勿以二手菸
方面，兩岸的交流是很積極的。透過和陸生交 校為首度簽訂策略聯盟的高中學校。葛煥昭強
迫害，且菸蒂不落地維護校園環境整潔。
調，本次策略聯盟將以課程支持、教師成長、
流、互動，彼此了解自身想法，對於下一代的
未來是有無限可能的。
（圖／台北金馬影展執
行委員會提供）

金馬奪影后 淡江人風光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中國信託人壽保險公司、邦特
生物科技公司、清華大學、文化大學等9個單位約47人，於上
月27日來校參加中國生產力中心舉辦的「經濟部工業局企業經
營品質躍升計畫標竿企業觀摩活動」了解本校國家品質獎獲獎
經驗和品質管理執行情形，並參觀淡江品質獎獲獎單位，校長
張家宜率秘書處、品保處、覺生紀念圖書館、文錙藝術中心等
單位主管接待。會中，中國生產力中心說明國家品質獎計畫，
並於參觀後進行綜合座談。
張校長致詞中歡迎各位蒞校交流淡江的國品獎申請和執行情
形，並提到將產業品管經營精神和運作手法能在高等教育中實

教育部4日訪視

進用身心障礙本校再獲績優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二度榮獲
新北市政府評薦為「新北市進用身心障礙者績
優單位」，並於上月30日由人力資源處職能福
利組組長彭梓玲代表本校接受新北市市長朱立
倫頒獎。人資長鄭東文表示，很高興能連續2
年獲得肯定，本校進用身心障礙員工的比例達
4.4%，且長期關懷身心障礙同仁及同學，與總
務處持續規劃無障礙校園環境，「未來將持續
改善校園環境，提供更優質的無障礙空間。」

謝長廷演講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大陸所於上月
2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開展未來－臺灣
維新校園講座」，邀請前行政院院長謝長廷蒞
校，以「青年‧兩岸‧未來」為題進行演講，
吸引陸生、外校等2百餘人聆聽講座。國際事
務副校長戴萬欽、大陸所所長張五岳、副教授
郭建中皆出席。對於學生踴躍提問，謝長廷亦
給予回應。
謝長廷針對臺灣政治、社會層面提出看法，
他認為臺灣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是民生內政及兩
岸外交。對於如何達到臺灣共識，要先做好臺
灣價值的界定，並穩定臺灣內部的共識。他強
調，「共識不是100%才叫共識，沒有一件事
可以完全的100%，但仍希望比率越高越好，
提升其認同度。」他主張兩岸政策需具備以
下4點：臺灣多數人民的支持、可獲得國際支
持、不犧牲臺灣價值、不引起兩岸緊張。他也
說道：「理想很美麗，改革很痛苦。」改革最
難之處在於賭上一切、付出代價。所有企業、
國家、政府在改革前都得通盤考慮各個面向，
才能決定是否要改革，政黨也不外乎如此。
講座中，謝長廷除了提出政治議題的相關理
更正啟事：本報於877期刊登「創意創業與
教學 澳洲QUT經驗分享」一文中，澳洲昆
士蘭科技大學英文簡稱為QUT，標題誤植為
OUT，特此更正。

大手攜小手 首度與高中學校締結策略聯盟

參與踴躍

弦絲綺舞音樂會 免費索票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文錙
音樂廳啟用十週年系列音樂會中，
6日（週四）下午7時30分邀請世界
軌跡樂團Orbit Folks演出「弦絲綺舞
Chordophones」。該樂團曾獲2項第
22屆傳藝類金曲獎，其特色主要是傳
統民族風格結合歐洲各地音樂和爵士
搖滾譜出悠揚異國樂聲。即日起開
放索票，請至文錙藝術中心展覽廳領
取，每人限取2張，數量有限，詳情
請見文錙藝術中心網站（http://www.
finearts.tku.edu.tw/c_index.htm）。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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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SAS過關 ISO換證通過

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今年是本校ISO14001每3年
換證期間，同時也是推動實驗室OHSAS18001認
證，感謝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及總務長羅孝賢的帶
領，讓本校環境安全衛生有更明確的指標，並希望
稽核員提供建議，「讓我們有更多的進步空間。此
外淡江推動任何認證都強調全員參與，將來也要擴
大至文、商管等各學院，以符合全面品質管理精
11月27日至29日稽核小組主任評審員黃延榮（左二） 神。」
為期3天的稽核，臺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本校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攝影／羅廣群）
（SGS）稽核小組主任稽核員黃延榮表示，稽核過
程中，可看出落實PDCA精神。高柏園表示，透過
【【記者王雅蕾、黃宛真、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
稽核方式讓我們有改善方向，羅孝賢感謝各位同仁
經由上月27日至29日的ISO和OHSAS稽核認證作
的協助，讓ISO和OHSAS能順利通過，並持續改善
業，本校再次通過ISO14001之2012年度稽核，並順
與精進。
利取得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演講看板

█臺北

█蘭陽

█網路

淡水校園

張校長主持分享國家品質獎申請經驗

淡江人狠掃金馬，影后風光留
臺！第49屆金馬獎，本校法文系
校友桂綸鎂（右圖）憑著〈女朋
友。男朋友〉中的林美寶一角拿
下金馬獎「最佳女主角」，導演
大傳系校友楊雅喆（下圖中）亦
藉本片獲選金馬獎「觀眾票選最
佳影片」。法文系專任副教授孟
尼亞表示，桂綸鎂在學期間態度
都很親切、沒有架子，上課認真
從不翹課，獲知得獎消息老師們
都很高興，「希望桂綸鎂可以回
學校和學弟妹作經驗分享！」此
外，由大傳系校友陳寶旭所擔任
製片的〈逆光飛翔〉則獲「最
佳新導演獎」，陳寶旭
說，當初看到導演
張榮吉獲台北電
影獎最佳劇情
短片之作〈天
黑〉時，深
受感動，因
此和導演王
家衛一同鼓
勵催生〈逆光
飛翔〉，「本
沒想到會獲獎，
受到肯定十分高
興！」（文／歐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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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四)
10:10
12/6(四)
14:10
12/6(四)
14:10
12/6(四)
14:10
12/6(四)
16:00
12/7(五)
10:00
12/7(五)
14:10

12/7(五)
15:10
12/8(六)
14: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電機系 工研院資通所正研究員葉建宏
特殊數位信號處理技術於LED
E819
可見光通訊系統
國立體育大學競技與教練科
體育事務處 學研究所教授湯文慈
鍾靈中正堂 解密！高爾夫球打出300碼的
生物力學
創育中心 經濟部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
驚聲國際 金專員廖灼霖
會議廳 青年築夢創業研習營
化材系 核能研究所化學組副組長黃文松
核研所纖維酒精量產技術開發與
E830
未來發展

臺灣大學高分子研究所所長林江珍
關鍵材料開發-黏土與無機粒子
之奈米化與多元應用
保險系 國泰產險火險部經理何子健
C010
火險核保及理賠實務案例分析
法文系 臺灣文創一號股份有限公司副總
SG506 經理李良玉
影視相關筆譯及口譯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雲端系統
國企系 軟體研究所雲端平台研發中心正工
B504 程師陳仲軒
雲端產業現況及對企業發展之影響
戰略所 國防部副部長楊念祖
鍾靈中正堂 國家安全戰略實務分享
管科系 臺灣宅配通營運本部部長徐慶懿
B508 臺灣宅配業之行銷策略
西語系 富士通株式會社顧問武田春仁
T310
經營自我 經營未來
師培中心 諮商心理師、學校社工員郭美吟
L305
Hold住孩子-輔導工作總動員
數學系 數學系教授胡守仁
S433 密碼學簡介
Professor, Institute of
Biophotonics, NYMU CEO &
Scientist, Neopola Optical
物理系 Chief
Analysis, Inc.倪祖偉
S215
生醫物質的偏極光學性質
Polarimetric Optical Property of
Bio-Medical Materials
水環系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水利及海洋
工程部經理劉建邦
E830
臺灣水庫安全評估
化學系
Q409

D e p a r t m e n t o f
Accountancy,National Cheng
Kung U., Taiwan 701 and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Professor Emeritus, U. of GA,
2003-教授陳占平
數學系 USA
S433 相關母體最佳與最劣均數之
信賴區域及其在股票基金之
應用An Optimal Confidence
Region for the Best and the
Worst Correlated Populations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utual
Funds
中央大學企管系教授張東生
管科系 A N o v e l A p p r o a c h f o r
U604 e v a l u a t i n g t h e R i s k o f
Healthcare Failure Models
職輔組 考選部參事兼法規會執行秘
Q409 書李震洲
國家考試講座
生輔組 臺灣著作權保護基金會法務
驚聲國際 顧問陳中正
會議廳 網路著作權
中央研究院院士刁錦寰
產經系 Some aspects of nonlinear
B302A t i m e s e r i e s m o d e l s w i t h
applications
國際學院 主持人國際學院院長戴萬欽
驚聲國際會 淡江論壇-國際爭議之協商案例
議廳
成大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
教授、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
歐研所 專案助理研究員許菁芸
T501
俄羅斯聯邦「競爭性威權」混
和體制下普金「歸位」、公民
社會「管理」和民主發展
師範大學企業管理學士學位
產經系 學程教授印永翔
Do political parties create
B918
business cycles - a case of
OECD countries
德文系 自由筆譯者周全
T705
三大洲三十年筆譯經驗甘苦談
傑眾公共關係顧問股份有限
英文系 公司董事總經理朱善慧
「從英文系到公關業」的
T311
路怎麼走？- 聽學姊「倒帶
三十」的經驗分享
資工系 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驚聲國際 教授陳振炎
促進軟體
會議廳 跨校推動敏捷方法
產業升級
機電系 永杰工程總經理黃昰富
機電理論與產業實務之整合
E830
應用
大陸所 臺灣銀行貴金屬部副理楊天立
黃金市場趨勢及發展
T701
大傳系 希嘉文化CAMPOBAG執行長顏瑋志
O202 創意市集的品牌之路
清華大學經濟學系助理教授
余朝恩
產經系 Public Good Inputs,Housing
B511
Quality, and Locational
Stratification-公共財投入、居
住品質與區域分級
雄獅旅行社經理林俊良、雄
法文系 獅旅行社企劃專員王爵
L201

旅遊產業-主題旅遊

管科系
D408

中興大學副教授王世澤
行銷理論與實務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12/4(二)
19:2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國企系
D404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雲端系統
軟體研究所雲端平台研發中心 正
工程師陳仲軒
雲端技術對企業管理的變革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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