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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高度滿意本校教育品質
101年畢業生就業率提升 畢業1個月內47％就業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之「101年（100學年度）畢業生滿意
度與就業概況調查報告」結果出爐。問卷回收

率達67.1％，畢業生對本校整體教育品質滿意
度以六分量表評價，對學校、系所、教師整體
感覺均達4.7分以上，其中對「在接受本校教
育之後，對學校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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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競賽

前行者
T.C隊

1

跨系合作奪冠

【記者張琬柔淡水校園報導】16日，研究發展處舉辦「2014創新創業
紮根競賽」進行決賽，冠軍由商管與教育學院4系組成的「前行者T.C
隊」奪下。研發處產學合作組經理王峻騰表示，「今年有9隊進入決
賽，財務規劃和創業計劃表現傑出，且各組創意發想都很好，競爭激
烈下，估計分數相當接近，未來出勝隊伍有可
能參加校外競賽。」
活動邀請有奇多比行動軟體（股）公司董事
長莊英俊、瀚荃（股）公司總經理特助蕭博文
蒞校評審，針對創新創業表現，計畫可行性，
及預期效益等專業做為評比項目。
今年獲勝隊伍除了贏得獎金外，研發處亦提
供補助金、推薦及輔導參加教育部舉辦的「大
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
「前行者T.C隊」創新創業團隊，以高中生
為企劃對象，建置網路平臺，除了概述大學中
「各學系的特色」外，另提供體驗課程、線上
學習及諮詢。前行者T.C隊的專案經理企管四
李盈萱表示，「團員們共同選修企管系〈企劃
工作實務〉課程，學習撰寫企劃書，並依照每
個人的長才來進行分工合作。我們都認為跨領
域的團隊合作能激發出不同創新的想法，更是
成功的關鍵。」

【記者莊博鈞淡水
校園報導】8日，外
語學院召開「與英業
達公司產學合作座談
會」，會中達成與英
業達集團共同開發雙
品牌的外語學習服務
及商品。外語學院院

退學規定擬放寬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14日，教務
處召開「102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與臺
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教務會議決議通過
事項將在6月校務會議提請討論。本次會議中
決議於103學年度放寬二一制度規定，修正為
「連續2次」學期成績1/2或2/3不及格者應退
學的規定。
期末考的補考日，修正為依行事曆訂定。教
務處亦提出暑期開課要點，取消應屆畢業僑
生「1人亦得開班」之規定。「通識教育課程
施行細則」針對外國語文課程，新增規定「必
須選修同一語文8學分，並不得跨選其他語
言」。此外，商管學院新設「商管學院全球財
務管理英語」、理學院「尖端材料科技」學士
學位學程，將在104學年度開始招生。

會後，由行政副校長高柏園
右( 、) 文 錙 藝 術 中 心 主 任 張 炳 煌
（左）帶領片峰茂（中）一行人
參觀文錙藝術中心。（圖／文錙
中心提供）

該校新增「多文化社會學部」，為該校人文
中心，學習全球多面向學識及著眼於「全球
人文」，如增設荷蘭語學習系統。
長崎大學自2012年起，著手進行「通識教
育」改革，並開設「單元專題」學習系統，
授課教師與學生共同討論，並針對議題、專
題去找研究方向。片峰茂期待，「學生對社
會議題能跳脫單向學習，提出具體遠見。」
此外，該校配合改革、開設專屬自主學習教
室，希望同儕互相激勵。

日本姐妹校長崎大學校長片峰茂（左三）及教授
連清吉（左一）於14日蒞校參訪。在演講前，一行
人先拜會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右三），與國際長李
佩華（左二）、日文系系主任馬耀輝（右一），以
及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秘書羅國隆（右二）一
同合影。（攝影／姜智越）

資安防護 資訊處籲教職員重視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資訊處於12、
13日舉辦「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及檔案
加密」3梯次宣導，藉以提醒行政人員應留意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的防治及處變。另講習與臺
北、蘭陽校園同步視訊，總計逾470人參與。
課程分為電子社交工程與防護、檔案與USB
加密，及智慧手機防護3單元。網路管理組四
等技術師謝丞智表示，目前本校人員對惡意郵
件開啟率低於10%、網路惡意連結點擊率低於

6%標準，期待課後資安測試能有更好表現。
會中，謝丞智說明，若遇系統管理者要求連
結網頁的電子郵件，必須再三查證。另建議公
務與私務使用不同電子信箱，並使用純文字格
式讀取郵件，以避免受到非法存取、破壞。
資訊處教學支援組技士劉育辰表示，美國網
路安全軟體公司於上月底發現IE瀏覽器存在重
大漏洞，目前微軟已提供修正程式，僅須進行
Windows Update即可維護網路安全。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長吳錫德說：「此次合作極具前瞻性，兼具未
來化、資訊化及國際化，亦是結合產學及學用
合一計畫，期待透過組成外語支援團隊，提升
外語學院的教學及研究能量。」
英業達預計6月完成web版校園辭典系統，
免費提供外語學院網站測試使用。另由英文
系、日文系成立外語改寫團隊，透過雲端置於
英業達SaaS平臺，提供人工外語改寫、校正服

部分配合。對此彭春陽回應，現今職場不僅注
重專業科目，還考量其他能力，故本校為此增
加「社團學分化」制度，並鼓勵學生修外系課
程，藉此培養多元競爭力。畢業生希望學校能
開辦證照、檢定或證書等課程，或是提供相關
諮詢服務比例最高為「電腦類」，如Office、
多媒體設計，電腦軟體設計、開發等項目。畢
業生針對系所應加強的課程或訓練，認為「實
務操作與訓練」、「與企業建教合作」都佔
19.7%。
公行系100學年度畢業生林奕宏表示，現今
學校推動產學合作的美意很好，但建議學校從
大一開始，即可提供就業輔導機制，儘早釐清
自我方向、充分準備面對未來。

務，並協助開發《淡水觀光景點口譯教材》轉
為「淡水景點外語導覽」APP，推廣到全球。
對於雲端外語入門課程，英業達優先考慮與
外語學院、遠距組共同開發日語入門數位課
程。吳錫德說：「本院預計6月底將完成16種
外語入門數位課程。」英業達也希望外語學院
協助開發英文多益，及其他外語檢定模考服
務。另雙方同意規劃相關實務、實習課程。

2014歐盟週Europe Day

琴演奏家陳謙光演奏《美歌妙
音》、《鱒魚》等曲目，最後邀
本屆歐盟週於8日在文錙音樂廳舉辦「歐洲日慶祝音樂 請與會者合唱歐盟盟歌《快樂
頌》，現場氣氛歡樂。
會」，現場氣氛歡樂。（攝影／黃國恩）
會中另頒發歐盟獎學金－舒曼宣言朗誦優勝
【記者卓琦、陳羿郿、王心妤淡水校園報
獎，英語組第一名李怡潔、李旻姿，德語組第
導】由歐研所、歐盟中心等合辦「2014第六
一名楊彥璞，法語組第一名蘇韋妘，西語組
屆歐盟週Europe Day」，於8日由「歐洲日慶
第一名蔡佳儒，各獲頒獎金2,000元。法文二
祝音樂會」率先登場，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蘇韋妘說，「賽期接近期中考，只好看影片自
欽、歐洲經貿辦事處副處長婁薇琦等人與會
學，也謝謝同學陪我練習。」
出席。戴萬欽表示，本校是東亞國家唯一設
13日，名人講座邀請作家謝哲青，以「歐
有歐盟博班的大學，培養出多位傑出外交官
洲藝術地圖」為題演講，吸引逾150人前來參
及學者，他們的成就讓我們感到驕傲，未來
與。日文二黃馨平說，「自己很喜歡旅行，但
會繼續提供歐盟研究資源，並與他校合作。
也許歷練仍不夠豐富。聽完演講才發現，其實
歐盟中心主任郭秋慶提到，很開心看到學
旅行的意義在尋找自己。」
生語言能力進步，期許中心未來更契合舒曼
宣言的喻意。音樂會邀請聲樂家劉玲淑、鋼

境外生.障礙生70人
職前準備 蓄勢待發
【記者盧一彎、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12
日，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舉辦境外生職業生涯發
展座談會，邀請臺北市校友會理事長董煥新出
席，吸引近50位境外生參加。國際長李佩華表
示，針對境外生實習及就業機會，特別邀請校
友會一同出席，期以提供境外生更多豐富的業
界資訊。
會中境外同學踴躍提問，如希望向對岸引薦
臺灣文創、馬來西亞同學爭取在家鄉的實習機
會。董煥新旋即承諾安排參訪文創園區，並表
示會積極聯繫馬來西亞校友會協助。來自復旦
大學的亞洲碩一楊小霞說，「從校友會的介紹
看到向心力，相信未來就業實習的配套措施會
逐漸完善。」
13日，盲生資源中心舉辦「身心障礙學生職
前準備工作坊」，特別邀請育成社會福利基金
會職業評估員王若旆分享職前準備，吸引近20
人參加。輔導員張閎霖說：「為了強化身心障
礙學生的個人競爭優勢、減低就職阻力，且為
提高就業意識，提早為畢業做充分準備。」
職前準備工作可分為履歷表、自傳及面試3
部分。王若旆說明，撰寫履歷表、自傳應以數
字化具體呈現、除冗言贅字，並認為應客製化
撰寫；其次，內容須簡明扼要；自傳重點則應
明示學習表現、人格特質等，且頁數不宜過
多。另外，王若旆分享面試技巧，「遲到是大
忌諱！」且態度應保持不卑不亢，完整回答提
問。歷史四劉柏芳說：「聽完解說，才發現自
傳經常出現贅詞，且老師的案例說明有助於增
加我們判斷，幫助很大。」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北國畫展21日開幕

【記者黃怡玲、劉蕙萍淡水校園報導】文錙
藝術中心策劃「北國風光畫展」於20日展開為
期近1個半月的展覽。文錙中心主任張炳煌提
到，本次展出中國遼寧、東北地區及黑龍江地
區的畫家作品，畫作的用色、布局、造景皆與
臺灣畫家取材不盡相同，是一場少見且富涵北
國特色的展覽。21日上午，另舉辦有開幕式。
本檔展覽共有95件作品參展，內容多為山
水、花鳥及人物描寫等創作，手法有寫生、工
筆，更有難得一見的「指畫」，呈現北國大地
特有的人文風情。詳情至文錙中心網站（網
址：http://www.finearts.tku.edu.tw/）查詢。
另外，26日，通核中心副教授干詠穎、李
珮瑜，以及曾入圍美國葛萊美獎的馬里蘭大
學終身教授Mark Hill、專擅中提琴的副教授
Katherine Murdock與長榮交響樂團中提琴首席
蕭雨沛，將在文錙音樂廳共同演出「聯合音樂
會～詩、意 雙簧管，中提琴與鋼琴之夜」。

公保修正 私校可領年金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於
14日、16日舉辦「公教人員保險法修正案暨實
務作業」2場說明會，藉以讓校內各公保被保
險人了解修正後各項給付等相關權益，現場亦
有多位已退休人員參加。人資長鄭東文表示，
「公保法修正案開了3場說明會，我們將會中
訊息分享給教職員工，期以保障大家權益。」
公保修正重點包括增列私校被保險人適用公
保年金給付，調整公保費率範圍、修正重複
加保處理機制，刪除要保機關補助參加公保30
年以上的公、健保費的規定，以及新增養老年
金、遺囑年金、生育給付制度化等相關變革。
詳情請逕洽職福組，分機2170。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教 學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卓 越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5/19(一)
10:10
5/20(二)
14:20

外語學院與英業達 雙品牌打造學習商品

長崎大學校長蒞校演講參訪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日本姐妹
校長崎大學校長片峰茂於14日蒞校、參訪，
並以「長崎大學的教育改革」為題演講，3
位副校長皆與會。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致詞表
示，「能與長崎大學交流教育理念的機會很
難得，希望從他校教育制度學習。」
片峰茂從日本高教改革談起，指出「現今
學子除了吸收課堂知識外，應具備語言、溝
通技巧，始能活用各種管道汲取國際知能，
進而學習社會責任及創新精神。」另提到，

中，以攻讀碩、博士考試為主。校服暨資發處
執行長彭春陽表示，相較於去年畢業生就業率
為54.7%，提升近6%，校友認為本校近年推動
產學合作，安排企業參訪與實習，對其就業有
助益，因此就業率提升。根據教育部建議，今
年問卷特別增加調查「畢業後花多久時間找到
第一份工作」，彭春陽表示，結果顯示，除在
職專班畢業校友外，近4成7的畢業生在畢業後
（或退伍）立即或一個月內即投入職場。
工作收入方面，除在職專班畢業校友外之
已就業校友，工作月收入多集中在2萬5千元
至3萬5千元間，大學部平均收入約3.14萬；碩
士、博士分別約為3.86萬及6萬元。
有4成5校友表示目前工作與在校所學僅有小

演講看板

5/20(二)
15:00
5/21(三)
10:10
5/22(四)
13:00
5/22(四)
13:10
5/22(四)
14:00
5/23(五)
13:00
5/23(五)
15:1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中華電信研究院雲端運算研
資工系 究所所長梁冠雄
T310
雲端服務下的創新商業模式
與技術挑戰
緯創資通股份有限公司技術
資工系
長鄭鳳生
驚聲國際廳
IT變局與專業定位
職輔組、 御風管理整合有限公司負責
會計系 人張美娟
B429 中小企業會計實務
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兼任
歷史系
講師何政哲
L205
清末臺灣後山開發與古道
古意墩文物公司學術顧問
職輔組、
尤家瑋
歷史系
以玉比德，以玉競富-兩周玉
L205
器賞析
Elaine and Vicky工作室
觀光系
打工度假：讓世界改變你、
CL404
讓你改變世界
職輔組、 豪紳纖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管系 業務管理專員黃齡瑤等8人
Q305 求職的實務經驗與模擬面談
資傳系 淡水文化基金會董事姚莉亭
Q206 在地設計實務評鑑
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兼任助理
歷史系 教授張繼瑩
L201
戰爭記憶與歷史改寫：「甲
申之變」的重建與統合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Career就業情報職涯學院職涯
5/19(一)
人資處
顧問張力仁
9:10
驚聲國際廳
團隊凝聚力
5/19(一)
歐研所 波蘭華沙大學Alojzy Zbigniew Nowak
14:00
T306
Fiscal Crisis in Eurozone
中研院化學所助研究員郭俊宏
5/19(一)
化學系 A t o m i c L e v e l M o d u l a t i o n o f
14:10
Q409 Heterostructured Interfaces in Nanoparticles
for Enhancing Catalytic Properties
學學文創前副總經理詹偉雄
5/19(一)
大傳系
臺灣電影產業需要哪些創意
16:10
Q306
元素？
就業情報資訊公司平面媒體
職輔組
5/19(一)
事業總編輯臧聲遠
驚生國際
18:30
職場風向球－2014就業市場
廳
趨勢分析
政大歐洲語文學系教授張台麟
5/20(二)
公行系
法國第五共和憲政發展之特
10:00
B312
色：理論與實際
5/20(二)
戰略所 中正大學戰略所教授林泰和
10:10
T201
淺談恐怖主義
INDIA-TAIPEI ASSOCIATION副
5/20(二)
亞洲所
會長夏孟安
10:10
T506
Th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高師大資訊教育研究所教授楊中皇
5/20(二)
資工系
基於SCAP與數位鑑識的行動
11:10
G315
裝置隱私保護
交通大學財金所教授李漢星
Have domestic institutional
5/20(二)
財金系
investors become as market savvy
14:00
L206
as foreign investors? Evidence
from the Taiwan options market
清華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唐述中
5/20(二)
物理系 S t u d y o f p h y s i s o r p t i o n a n d
14:10
S215
chemisorption of organic molecules
on quantum-well metal thin films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and Applied
Probabilit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5/20(二)
數學系 Singapore教授Zehua Chen
14:10
S433 Feature selection with big data：
sequential penalized likelihood
procedure and EBIC
財團法人張老師基金會臺北分
5/20(二) 師培中心
事務所諮商心理師郭美吟
15:10
ED305
如何進行青少年輔導工作
英文系口譯課程講師、口譯
5/20(二)
英文系
專員魏慶瑜
16:10
T605
與諾貝爾獎大師尤努斯最近的距離
國立中央大學語言中心專案
5/20(二)
學發組
英文講師陳若盈
16:00
I501
打造你的專屬英語自學計畫
5/20(二) 動新聞社 壹電視台節目製作人劉孋瑩
19:00
C013
節目製作幕後祕辛
宜安保險經紀人事務所負責
5/21(三)
財金系
人張家宏
10:10
B712
保經保代概論
5/21(三) 師培中心 聖心女中歷史科老師宋文惠
13:30
ED201 口述歷史-特色課程的發展與實踐
竹圍高中老師李映彣
5/21(三) 師培中心
Learn with iEARN - iEARN 專案
16:10
B218
的教學現場實踐
5/21(三)
禪學社 泰山國中美術老師盧玫竹
19:00
E680
超幽默，不寂寞
國內新生代知名爵士鋼琴家
5/22(四) 文錙中心
與作曲家曾增譯
10:10 文錙音樂廳
淺談爵士－以樂手觀點
5/22(四)
大傳系 滾石文化董事長段鍾沂
12:00
O504 故事行銷實作
5/22(四)
西語系 西語系助理教授戴毓芬
14:00
圖館2樓 作者。譯者
和椿科技(股)公司董事長張永昌
5/22(四)
機電系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策略－和
14:10
E830
椿科技經驗分享
5/22(四)
產經系 立法委員林岱樺
14:10
B605 環視全球、踏實迎接
方略管理顧問總監王克禮
5/23(五) 創育中心
商業模式九宮格─整合圖像思考及
12:00
R103
經營策略之創新商業模式分析圖
廈門大學嘉庚學院管理學院
5/23(五)
職輔組
副教授王國彥
12:00
Q409
發現職場新大陸－決勝移動力
5/23(五)
經濟系 榮電(股)公司清算執行秘書吳金山
13:10
B613
安倍經濟學意涵
龍華科大國企系副教授吳芝文
5/23(五)
產經系
Discourage advertising to
14:10
B511
encourage R&D
國票期貨法人研究部專業經
5/23(五)
保險系
理翁維駿
15:10
B503
懂得選擇，你才大勝
5/23(五)
成教部 金鐘旅遊節目主持人Janet
17:30
B713
Janet瘋人生，夢想不設限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5/20(二)
19:20

財金系
D223
國企系在
職專班
D325
保險系
D303

金融研訓院院長鄭貞茂
中國大陸經濟暨金融風險分析
國企系教授黃志文
藝術品行銷策略剖析-大千世
界看世界大千
中國輸出入銀行總經理林水永
出口商的危險管理

5/23(五)
19:30
5/24(六)
9:10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