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
報導】為宣傳本校各系
特色及提高本校能見度
效益，在大學甄選入學
面試4月6日當天上午10
時，教務處招生組將在
海報街舉辦「2013淡江
大學系博覽會-淡江書卷
節」，35學系現場將提
供諮詢和經驗分享，舞
臺上進行各社團動態表
演，預計將4千人參與。
　博覽會中除各學系擺
攤 宣 傳 學 系 特 色 外 ，
還 有 魔 術 社 、 西 洋 音
樂社、舞蹈研習社等社
團現場演出，首度推出
「宮燈姐姐」和「蛋捲
王子」吉祥物遊行發送
氣球，並有闖關抽獎、

人氣系學會投票、臉書
打卡好禮送、折鏡繪畫
DIY等活動，還安排全
方位服務臺、家長及陪
考人員休息區、覺生紀
念圖書館定時導覽、海
博館自由參觀等，展現
校園豐富的生活風貌。
　另外抽獎活動於當日
下 午 3 時 3 0 分 將 抽
出3大獎「iPhone5 
1 6 G 」 、 A S U S 
NEXUS7平板和創
見 行 動 硬 碟 ， 另
外還有紀念福袋獎
項。招生組陳宛伶
表示，希望透過豐
富活動，讓大家看
到淡江活力熱情。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化材系於21日
熱情招待來自日本千葉縣船橋高校的科學研究
班，師生共15人至本校進行交流。船橋高校領
隊老師秋本行治指稱，本校是唯一在臺參訪的
大學，致詞時稱讚本校是十分理想的校園。
　此次參訪由化材系系主任林國賡親自接待，

帶領船橋高校一行人參觀化材系的物化實驗課
程，並與化材系20餘名學生進行互動，讓船橋
高校生體驗大學實驗課。下午則遊覽校園並參
加文化週活動，船橋高校生陶山航說：「感覺
上淡江是所十分有朝氣的大學，尤其文化週中
介紹人員積極以英文介紹臺灣名產，讓我十分

感動。」
　化材系並安排船
橋高校在SG317，以
英文發表專題研究
成果。最後秋本行
治再次感謝本校，
並對本校學生交流
時積極提問感到高
興。該校高二生表
示，將來有機會出
國會選擇在本校留
學。而化材二鍾承
諺與黃姵瑜則欣賞
該校學生的態度謙
虛 且 十 分 禮 貌 ，
「希望日後可以多
舉辦類似的交流活
動。」

　【記者王雅蕾淡水校園報導】由人
力資源處規劃的「行政人員職能培訓
課程」已於本月陸續開課，首發課程
由知名作家褚士瑩，於15日在驚聲國
際會議廳主講「語言學習-英文、讓
我環遊世界工作」，本次課程參與對
象為基層行政人員，且與臺北校區和
蘭陽校區同步視訊，近2百人參與。
　褚士瑩分享自16歲離家獨立後的工
作經歷，以及遊覽世界和學習各國語

言的歷程。他認為臺灣的工作觀
和婚姻觀與外國不同，因此我們都應
該要學習在社會上扮演不同的角色；
同時更應該利用機會，接觸不同的生
活方式及學習不同文化。在語言學習
上，他的訣竅就是，「在所有接觸到
的生活與環境，充滿著自己所學習的
語言！因此生活經驗和學校教育就是
學習的環境，語言的投資報酬率高，
不應害怕語言學習。」經濟系專員許

雅涵表示，聽完這些工作經驗分享後
感到震撼，會鼓勵小孩多了解世界。
　101學年度第2學期「行政人員職能
培訓課程」中，基層行政人員班尚有
「行政價值與倫理」及「職場情緒管
理」課程；二級主管班將有「行政價
值與倫理」和「 工作DNA」2門課
程；一級主管班則開設「組織管理」
及「溝通力」課程。

TQM傳達感動 普龍宮圈QCC奪冠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學測結
束後，本校陸續接獲邀請，協助高中
學校進行大學甄選入學模擬面試。根
據招生組至21日止統計，本學年度共
有國立中和高中、臺北市立育成高
中、臺北市復興高中、臺北市華江高
中、臺北市明倫高中、臺北市華興中
學、臺北市祐德高中、新北市新北高

中、新北市林口高中、臺北市
百齡高中、臺北市永春高中，
以及新北市淡水商工12所，邀
請本校各系所教師前往指導。
　招生組組長陳惠娟表示，模
擬面試的重點是學系認知、學
涯規劃、服裝儀容，以及談吐

風格等，「許多高中生因是第一次參
加面試，希望藉此活動讓他們了解本
校特色外，並在面試表現上能獲得佳
績。」
　日前，中文系助理教授普義南受邀
至國立中和高中協助模擬面試，中文
系系主任殷善培表示，參與此活動有
助於與高中端的雙向互動，累積高中
生面試的體驗，亦可藉機宣揚本校及
學系特色，殷善培強調，在面試時，
除口語表達能力外，個人的內在特質
與對申請科系的認識亦相當重要。近
來本校系所陸續受邀至各高中協助學
生模擬面試，以利同學輕鬆應戰。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全面品質管理研習
會於22日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舉行，以「挹注卓越品
德，提升服務品質」為題，校長張家宜、3位副校長及教職
員近6百人參與，且邀請名作家王文華，以「感動服務的五
大祕訣」進行專題演講。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本校全面品質管理自82年開始至
今，經歷導入、札根、發展以及精進4個階段，從單一場次
到跨校區與臺北校園、蘭陽校園連線辦理研習會，今年因
有同仁建議增加臨場感，因此改為全體同仁在此參與；張
校長以領導承諾、全員參與、全程管理、事實依據、顧客
滿意和持續改善品管6精神與大家共勉，張校長說，「18日
的品德年活動宣誓淡江9品，希望能大家以自身出發，深耕
校園品德文化。」
　活動一開始，公布第四屆品管圈競賽前三名，由教務處
註冊組的普龍宮圈奪冠、第二名為蘭陽校園的圈夢圈、第
三名是企管系學生的卡卡圈，並分享獲獎成果。接著第七
屆淡江品質獎得主學務處，學務長柯志恩以「啟幕前」、
「幕起」、「落幕後」和「幕起後」說明學務處淡品獎參
與歷程。

　專題演講中，王文華用實例貫穿感動服務五大秘訣，並
以獎品鼓勵與會者自由發言，藉由發言的內容引導大家思
考感動五大服務秘訣的應用。王文華指出，「用眼，先從
觀察開始，預期客戶需求；用耳，來耐心聆聽真誠應對；
用嘴，讓客戶談有興趣的話題，藉此了解深層需求；用
腦，打聽和熟記，並主動出擊，以出奇制勝；最後是用
心，為客戶量身打造，讓他們超越期待，以創造驚喜。」
王文華說：「希望藉由實例說明，各位佐以工作上的例
證，將這五大祕訣內化在行政工作中。」
　張校長以「感動、精彩」作為總結，表示本校的工作精
神就是要感動顧客，淡江是全臺人數第二的高校，在這為
數近3萬人的工作場域中，更要享受和樂活在工作中，這
場演講中是最佳的教學，是鼓勵同仁的互動示範。演講中
同仁們提問踴躍且多次提到「持續改善」等品質管理專有
名詞，張校長對此感到欣慰，顯示淡江品質管理的成效，
「因此給大家功課，請教學及行政單位以分組方式，將這
五大秘訣提出讓顧客感動服務的舉例和故事。」（TQM特
刊請期待淡江時報89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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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 春之饗宴張校長頒傑出系友獎

2版 解密日常生活 發明家陳幹男

4版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26(二)
19:00

公行系
D501

德記洋行總經理劉俊北
專業經理人的經營分享

3/27(三)
17:20

商管碩士
在職專班

D404

富邦金控總經理梁培華
富邦金控消費金融經驗分享

3/27(三)
19:20

財金系
D223

中國人造纖維董事長王貴賢
中小型商業銀行之發展近況

3/29(五)
19:20

國企系
D404

資深國際行銷業務顧問詹千慧
消費者行為與行銷策略個案剖析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25(一)
12:00

經濟系
B713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
市場發展基金會測驗中心副主
任陳曉珮
金融證照與職涯發展

3/25(一)
13:10

化材系
E830

勝一化工研發部企劃專員李柏齊
溶劑產業與高值化學品

3/25(一)
14:00

覺生紀念
圖書館
U203

IOP期刊中國區總編呂銘方
How to get published in IOP 
Journals（如何在IOP期刊發
表文章？）

3/25(一)
14:10

化學系
Q409

中山大學化學系副教授李志聰
Ni t rox ide  Po l ymer  B rush 
Electrodes for Organic Radical 
Batteries

3/25(一)
14:10

中文系女
性研究室

L201

導演侯季然
我的城市備忘錄

3/25(一)
19:00

多元領袖
人才交流
研習會

L412

House123股份有限公司行銷
公關專員唐瑋
蝦米？！24歲買房子！讓小資
女孩告訴你

3/26(二)
11:00

國企系
 C423

增你強電子公司經理廖麗惠
半導體通路商經營概況與新進
人員應有之態度-以增你強為例

3/26(二)
12:20

體育事務處
N202

美國加州國際醫藥大學太極學
院院長翁啟修
太極氣功與醫療

3/26(二)
13:30

西語系
覺生紀念
圖書館二
樓閱活區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張淑英
雙語的謬思：談西詩中譯與
中詩西譯幾個實例

3/26(二)
13:30

西語系
覺生紀念
圖書館二
樓閱活區

國立臺灣大學大學外文系專
案計畫講師張雯媛
一部小說譯作的誕生

3/26(二)
14:10

水環所
E830

水利署顧問李鐵民
看水壩的門道及工程倫理的第
四象限

3/26(二)
14:10

物理系
S215

Beamline Scientist, Canadian 
Light Source Dr. Yongfeng Hu
Study of energy materials at 
the medium energy beamline

3/26(二)
14:20

覺生紀念
圖書館
U301

覺生紀念圖書館參考服務組
組員盧巧樺
參考文獻輕鬆列

3/26(二)
15:10

保險系
B505

未來所副教授陳國華
社會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3/26(二)
15:30

數學系
S433

Humboldt-Universitat zu 
Berlin, Germany Prof. Wolfgang 
Karl Hardle
Functional Data Analysis 
of Generalized Quantile 
Regressions

3/27(三)
18:30

中文系女
性研究室

L528

中文系博士生黃素卿
從「易簡」論《周易》經傳
的異同－以乾坤二掛為例

3/27(三)
19:30

新聞研習
社

Q306

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副教
授陳順孝
網路新聞串聯世界 社區報與
公民記者的連結

3/28(四)
9:30

國際研究
學院
T306

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系副
教授Prof. Lim Tai Wei 
香港當前的政治與經濟情勢

3/28(四)
10:10

法文系
B120

百事興工程有限公司暨久立
琺瑯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長林旭庭、華語導遊黃益謙
職場面面觀

3/28(四)
14:00

西語系
覺生紀念
圖書館二
樓閱活區

詩人陳黎
詩人遇見詩人：與聶魯達、
帕斯的下午茶

3/28(四)
14:10

機電系
E830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
系教授蕭俊祥
智慧型機械人、機電整合、
控制、震動、噪音、視覺與
影像處理

3/28(四)
16:10

大陸所
T701

85度C中國區執行副總邱志宏
85度C今年的全球新策略

3/28(四)
14:10

統計系
B302A

陽明大學校長梁賡義
Biostatistics: History and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3/28(四)
15:00

英文系
SG317

LTTC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助理
研究員潘智亭
英文能力測驗(一)說明會系
列：全民英檢中級聽力/閱讀
測驗題型說明與答題技巧視
訊講座

3/28(四)
18:30

未來所
滴咖啡

新頭殼新聞資訊平臺總製作
莊豐嘉
看不見的黑手：迎接新媒體時代

3/29(五)
13:30

西語系
覺生紀念
圖書館二
樓閱活區

文藻外語學院西文系副教授
林震宇
西語電影字幕翻譯實務經驗
談

3/29(五)
13:30

西語系
覺生紀念
圖書館二
樓閱活區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助
理教授陳正芳
向山林喊話：翻譯與創作

3/29(五)
14:10

產經系
B511

經濟系副教授艾德榮
重新定義工業革命：宋代與英國

本校協助北區12高中職模擬面試
　【本報訊】日前公布102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
生，本校共錄取254人，錄取者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
百分比佔前10%者有143位，企管系招生錄取名額最多
有13名。
　20日公告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第一階段篩選名
單，篩選人數計5601名，不含外加名額162名。
　自102學年度年度起，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試辦
「書面審查電子化作業」，本校為24所試辦學校之

一，採行網路上傳方式繳交審查資料，同時開放電腦
教室以利申請上傳備審資料。
　除建築系於4月6日加考設計術科筆試外，各學系均
分別於4月6日、7日辦理面試。面試地點除蘭陽校園
各學系於蘭陽校園舉行外，其餘學系均於淡水校園舉
行，請密切注意本校招生資訊網站（http://www.acad.
tku.edu.tw/AS/news/news.php?class=104）。

繁星推薦錄取  本校試辦線上書審

日本高校生參訪化材系 體驗

馬國雙威大學 諦盟第121姊妹校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
馬 來 西 亞 雙 威 大 學 校 長 P r o f . 
Graeme Wilkinson及學術副校長
潘永忠於18日蒞校參訪座談、簽
訂學術交流協議書，成為本校第
121所國際姊妹校！由校長張家
宜主持，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文學院院長邱炯友、工學院
院長何啟東、教育學院院長張
鈿富等人亦到場參與。戴萬欽表
示，潘永忠原為姊妹校新紀元學
院校長，與本校交情深厚，且雙
威大學辦學積極因而促成姊妹校
案簽署，「藉由簽訂姊妹校，希
望在推動雙學位、增加交換生

名額等實質交流，以加強本校
在馬國招生。」Prof.Wilkinson
和潘永忠參觀校園，首次來臺
Prof. Wilkinson讚譽校園景觀和
校園氛圍令人印象深刻。雙威
大學成立1987年（原為雙威學
院），為雙威教育集團之一。該
校提供超過20種學位和專業文憑
課程，可轉移學分至英美澳加等
國繼續深造，並在馬國等教育
機構學科基礎級別評估制度」
（D-SETARA）的觀光及旅館
管理部分被評等第五級（共六
級），其教學品質深獲肯定。

美維諾那州立大學座談
　【記者李亞庭、莊靜淡水校園
報導】本校美國姊妹校維諾那州
立大學學術副校長Dr. Nancy O. 
Jannik等人於18日上午10時蒞校訪
問。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後，在
T306舉行簡報及座談，國際事務
副校長戴萬欽、商管學院院長邱
建良、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國
企系系主任鮑世亨、英文系系主
任蔡振興、商管AACSB認證辦公

室執行長林谷峻到場參與，座談
中亦有同學參加。
　戴萬欽表示，今年將有國企系
11位學生赴該校進行大三出國留
學，希望兩校未來能在學術上有
更進一步的交流。鮑世亨表示，
近年來各姊妹校提高交換學生語
文能力的門檻，他鼓勵學生規劃
大三出國留學要及早作準備，才
不虛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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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英俊捐贈奇多比APP 促產學合作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管科所校友
暨第19屆金鷹獎得主莊英俊，現為奇多比行
動軟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為回饋母校以
因應行動化發展趨勢，於16日「春之饗宴」
與校長張家宜共同簽署「捐贈暨產學合作同
意書」，提供本校該公司研發的「多媒體互
動APP製作平臺」，並協助後續相關培訓工
作。
　促成本次合作案建邦創新育成中心主任蕭
瑞祥表示，奇多比公司為臺灣APP互動教學
學習的領先開發廠商，協助客戶導入多媒體
互動APP有顯著成果，曾獲臺灣經濟部新創
事業金質獎及中小企業創新研究獎肯定，因
此去年行政副校長高柏園曾邀集相關單位，
研討引進本套平臺的可能性和未來性，以促
進教育與學習的能量。
　蕭瑞祥提到，「莊英俊強烈希望要將第一
次的產學合作機會留給母校，藉由這樣的合
作引領學生掌握行動學習的產業趨勢，進而
在臺灣發展出APP產業一條龍的
服務模式。」也就是透過校園創
新力量，結合快速便利的工具和
多元互動素材，發展出APP互動
閱讀形式，為產業、校園、學生
三方創造出3贏成果。
　蕭瑞祥說明，此套軟體引進後
將由文學院院長邱炯友帶領製作
電子書需求相關科系進行種子師
資培訓，運用於教學或引導學生

製作畢業
專題等，
以滿足教
學需求。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文
錙藝術中心推出「傳美輝藝─淡
江大學文錙藝術中心諮詢委員創
作作品展」，邀請歷任諮詢委員
及曾賜贈文錙藝術中心典藏作品
的藝術家，如李奇茂、何肇衢、
梁秀中等17位創作者的書法、國

畫、西畫、雕塑等作品，且今日
（25日）上午10時30分在文錙藝
術中心展覽廳舉辦開幕式，並邀
請校長張家宜主持，歡迎前來共
襄盛舉。

職能培訓陸續開課 褚士瑩分享語言學習

蕭淑芬新任女聯會理事長
　【記者林妤蘋淡水校園報導】女聯會第10屆理監事名單
日前出爐，於20日召開第一次理監事聯誼會，會中由體育
長蕭淑芬接任理事長、副理事長為財務長陳睿智，監事長
為學務長柯志恩。蕭淑芬說：「當選雖感榮幸，但也忐忑
不安，不過相信憑藉著女聯會中好姊妹們強大的向心力，
以及幹事部們有力的經驗，必能將女聯會的傳統繼續延續
及推展。」對於未來兩年的方向，蕭淑芬希望能融合自身
的專長，增加體育相關活動，帶動女聯會朝更加「活潑、
健康」目標邁進。

　22日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邀請名作家王文華（左一）以「感
動服務的五大祕訣」進行專題演講。他以實例說明貫穿全場和與
會者互動交流。（攝影／蔡昀儒）

　 淡 江 書 卷 節
中，各學系擺攤
現場提供諮詢，
讓大學甄選入學
面試高中生了解
本 校 的 學 系 特
色。（圖／本報
資料照片）

　管科所校友暨第19屆金鷹獎得主、奇多比行動
軟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莊英俊（左）與校長張
家宜（右）簽署「捐贈暨產學合作同意書」，促
進多媒體互動APP製作教學。（攝影／鄧翔）

傳美輝藝創作展 今開幕

淡江書卷節 社團系所逗陣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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