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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藝術
全品管20日研習 工作品質
「相聲瓦舍」宋少卿 欣興電子「安欣圈」分享
與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全
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於本週五（20日）在學生
活動中心登場，此次主題為「說話藝術與工
作品質」，預計校長張家宜、三位副校長、
一二級主管及行政人員皆出席、參與。

研習會首先由夢圈獻獎及分享歷程，接續有
淡江品管圈競賽頒獎及獲獎圈隊經驗分享。而
今年甫獲第九屆淡江品質獎的學習與教學中
心，將由執行長游家政進行經驗分享。今年專
題演講邀請到「第27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

本校畢業生逾85%專業能力與工作要求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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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參與QCC 評審讚譽
本學年度「品管圈競賽複審會議」於12日
在文錙音樂廳舉行，由五組圈隊進行簡報，
另有校內、外7位委員評審，預計將於20日全
面品質管理研習會中揭曉優勝圈隊。
五圈隊分別為三高圈、甜甜圈、夢圈、Miss
圈、皇帝大圈。「三高圈」試圖提升環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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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校友滿意度調查
【記者王心妤淡水校園報導】繼天下《Cheers》、《遠見》兩大
媒體在二月發布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本校同時囊獲私校第一。校友服務
暨資源發展處亦於11日在驚聲國際廳舉辦「102年度畢業生滿意度與就業概
況調查」結果簡報及經驗分享座談會。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致詞時表
示，「今年依教育部規定，較去年做了些題目上的修改，未來對畢業生也會
有持續5年的調查，期望能更了解畢業生狀況。」
座談會由統計調查研究中心主任溫博仕分析，他指出本校畢業生認為「在
學期間哪些『學習經驗』對於現在工作有所幫助」的複選題中，有50.5%
學生選擇「專業知識、知能傳授」，34.3%選擇「同學及老師人脈」，
顯示畢業生對本身的專業能力有相當的肯定，同時也認為在校時的師
生與同儕關係有助於職場發展。溫博仕也表示，往後蒐集方式將以電
話訪問為主，因此建議系所保留及更新畢業生常用的電郵、手機號碼。
會中邀請回收率較高的6系對問卷回收方式進行經驗分享。回收近八成的
化材系助教曾珅鎮說，在畢業前會全面更新學生網路信箱及電話。航太系助
教林子翔分享，研究所有許多學生來自大學部，藉此關係作橋梁可提高問卷
回收。資傳系組員陳淑玲則建議，多利用網路平臺發聲以加強校友間聯繫。
校服暨資發處亦示範操作校友通訊系統平臺，期望各系多加利用，讓「列車
長計畫」能順利推動。另本報特此製作「企業最愛專刊」，詳見二版。

【本報訊】因應2015年即將整合之「東協共同體」，本校國際
學院領先全國成立「東協研究中心」，將於18日（週三）上午舉
行開幕式，將邀請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印尼駐台代表Arief
Fadillah與前外交部次長高英茂等人參與。東協研究中心負責人
亞洲所副教授林若雩表示，本校1996年成立東南亞研究所，專以
東協會員10國為主要研究對象，該中心未來將對我國之「南向政
策」提供幫助，如協助政府分析東協的外交政策、促進東協雙邊
與多邊之合作、與東協個別國家簽訂FTA、進而加入亞太政經整
合的TPP、RCEP等，並進行跨國、跨院的產學合作，以提升本
校學術研究能量及加強亞洲所招生，歡迎全校師生參加。

13日，第141次行政會議由文學院院長林信成進行專題報告。
（攝影／吳重毅）

行政會議 文五合一共創多贏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13日在驚聲國際廳舉行
第141次行政會議，與臺北、蘭陽校園同步視
訊。校長張家宜揭示，105年度66週年校慶適
逢大順之年，將可開始著手規劃，另提醒下學
總務長羅孝賢提到，去年暑期完成11項無
期課程應適切融入八大基本素養、及三化核心
障礙改善，如外語大樓前方增設無障礙坡
能力，並持續追蹤產學合作的成效。
道、文學館增設視障點字牌等，今年則預計
會中，張校長讚許今年度科技部計畫案申
在美食廣場增設無障礙升降平台、改善商館
請率提高，其中的化材、電機系等10系皆超過
無障礙環境。視障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洪錫銘
100%。本場會議由文學院院長林信成以「文
說明有關身心障生的輔導、課業等事項，
五合一、共創多贏」為題，進行專題報告。他
「盼能協助學生邁向獨立自主的目標。」
分析文學院五系、一學程，且院務、校務發展
會中，大傳碩一楊郭玴提出，「諮輔組與衛
緊密結合，發展五項核心策略。
保組的入口大門不易開啟。」總務長羅孝賢
林信成表示，落實跨域培育的理念，以文創
回應，「樂意協助解決問題，將對此了解、
學程為核心，透過五系專業領域，精進學生多
改善。」公行三陳琦翰則肯定學校在營造無
元能力、強化實務經驗及提升職場競爭力。最
障礙學習環境的努力，「比起大一入學，硬
後，分享文學院各系多元課程的教學成果及重
體設備更加友善了。」
點研究計畫。
會中通過2項提案。其
中，「淡江大學歐洲聯盟
【本報訊】2月初學校接獲一則法文系校友的電郵，信中表
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明自己畢業於民國85年法文系，「常想何時有能力能夠回饋給
草案中，修改中心職掌與
我的母校？」電郵中誠懇的心意令校方十分感動，她是久保雅
圖書館為共同合作管理歐
司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黃惠玲，她希望能提供獎學金給學弟妹
盟資訊中心。
們，並表示，「希望實質回報，並感謝母校的栽培。」
在「淡江大學約聘僱人
經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法文系系主任鄭安
員聘僱及服務辦法」修正
群聯繫後，6日黃惠玲來校拜訪外語學院院長吳錫德，並決定將
在約聘（僱）期間除簽准
分10年捐款，每年20萬，共200萬給法文系，其中100萬作為該
者外，不得於校內、外兼
系獎學金，另100萬作為外語學院「加倍奉還」法文系專用獎助
職兼課及在職進修，期待
金的捐款。鄭安群表示，「除感恩黃惠玲校友捐款外，我們將
有助於本校行政與教學的
進一步與她洽談，規劃產學合作事宜。」（圖／黃惠玲提供）
運作。

萬感念母校

校友黃惠玲

回饋

200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而面對2015年全球政經發展趨勢，東協研究
中心與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於開幕式後，共同舉辦「2015年太平洋企業論
壇」，將以「東協經濟共同體對亞太區域發
展之影響」為主題，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參與
討論，希望藉此讓與會者瞭解現階段國際與
亞太區域政經情勢，以探討對我國的機會與
威脅。歡迎全校有興趣師生報名參加。（報
名活動網址：http://enroll.tku.edu.tw/course.
aspx?cid=tku20150318）

校友洪孟啟掌文化部

本校營造友善環境 護障礙生受教權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輔導
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於11日在驚聲國
際廳舉行，逾60人與會。教務長鄭東文致詞表
示，「今年有178位身心障生就讀於各系所，
為維護其權益，各處室皆有相關配備，且逐年
添購無障礙設施，期待透過本次座談溝通、直
接回應需求。」
教務處註冊組組長姜國芳提醒身心障生權
益，大學生修業年限可延至8年。課務組組長
蘇許秀凰說明，本校提供身心障生考場服務，
如電腦作答、製作點字用試題等。學務長柯志
恩則提醒身心障生，社團認證除可參加社團活
動，另可參加視障資源中心的活動來完成。

題影音資料的借閱率、「甜甜圈」希望提升
海報街的資訊傳遞率、「夢圈」以提高學生
使用學習歷程檔案為目標、「Miss圈」思考如
何降低企管學會財務疑慮的比例、「皇帝大
圈」以提升校內低碳便當零售量為志向。
簡報說明後，各評審進行總評。本校秘書
長徐錠基建議，數據說服應該要更具體，期
許能看到每位圈員皆能口述呈現、且訂定目
標須考慮時程設定。
日新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盧瑞彥
表揚各圈簡報皆流暢，但建議選擇目標應與
實況作連結。醫藥工業技術研究發展中心總
經理羅麗珠樂見學生主動參與，但議題設定
及分析須再強化。世曜國際品質專業顧問公
司總經理詹昭雄讚許學生跳脫本位，培養解
決複雜問題的能力。

東協研究中心18日開幕 太平洋企業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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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組金塔獎
得主—欣興電
子公司的「安
欣圈」進行主
題發表及經驗
分享，第二場
專題由「相聲
瓦舍」創辦人
宋少卿主講，
將以說話藝術
為核心演講。

品保處說明，為幫助校內同仁提升教學與
行政品質，特選定「說話藝術技巧」為主
題，而本次邀請到口才臺風俱佳的宋少卿先
生演說《良言、涼言、量諒言》，除了帶給
觀眾娛樂效果外，更期待提升同仁在工作交
談中，能活用擅長的語言，準確生動地表達
個人想法。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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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人
才輩出，校友表現優異今再添一筆。歷
史學系校友洪孟啟於1月26日從行政院政
務委員蔡玉玲手中接下任命，正式接任
行政院文化部部長。洪孟啟民國58年於本校
歷史系畢業，他表示：「接下來將大力推
動文化與科技的結合，關於古蹟活化等議
題也是施政重點，歡迎各界提供意見。」
洪孟啟先後擔任過清華大學講師兼課外
指導組主任、臺北縣政府秘書長、文化部
政務次長等職，在學界與行政體系皆擁有
豐富的歷練。他期許自己本著文化專業，
帶領文化部往前邁進，讓原有好的既定文
化政策不會因為首長更迭而中斷，並且更
精益求精。歷史系系主任林呈蓉說：「洪
孟啟出任文化部長讓歷史系全體師生都感
到與有榮焉，期勉他能秉持著淡江樸實剛
毅的精神，在推動政務上勇往向前。」

張炳煌迎春揮毫祈願
【記者呂瑩珍、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7
日，由中華民國書學會主辦、本校協辦「2015
乙未年新春開筆大會」在總統府前南廣場舉
行，現場近4千人共襄盛舉。本校文錙藝術中
心主任張炳煌、駐校藝術家李奇茂擔任開筆
官，與文化部主任秘書蕭宗煌等12人一同揮毫
「新歲迎春好運到，羊年獻福和風來」。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16(一)
14:00
3/17(二)
10:10

參考組
U301
戰略所
T505

3/17(二)
13:00
3/17(二)
14:10
3/17(二)
15:00
3/17(二)
16:00
3/17(二)
16:00
3/18(三)
10:00
3/18(三)
13:00
3/18(三)
16:10
3/19(四)
10:00
3/19(四)
10:00
3/19(四)
13:00
3/19(四)
18:30
3/20(五)
10:10
3/20(五)
12:00
3/20(五)
13:10

演講人/講題

講師許琇媛
學術論文撰寫之鑰
淡江大學未來學所助理教授紀舜傑
全球化之深度解析
悅智全球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顧
諮輔組
問劉素瑤
B116
從校園到職場的生涯規畫
交通大學材料系助理教授朱英豪
物理系
Controllable Complex Oxide
S215
Heterointerfaces
師培中心 華梵大學人文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吳嘉陵
ED201
美感教育
TAAZE讀冊生活網路書店商品部協
資圖系 理曾瑞慶
L305
「改變世界」是可能的嗎？把你的
展策出來！
職輔組 台灣勞動學會理事長吳慎宜
驚聲國際廳 「非知不可的勞動權益」講座
財金系 華南金控總經理劉茂賢
B712
銀行業概論
自由旅行家詹文棋
未來所
11天走過杜拜、瑞士和米蘭，談自
ED501
助旅行的規劃
漫畫家米奇鰻
大傳系
都數位時代了，小誌到底在全球紅
Q306
什麼？
教育部會計處處長黃永傳
會計系
前進國家會計人員之路生涯規劃與
B713
就業競爭力
資圖系 國立政治大學圖檔所教授楊美華
L302
由趨勢研究報告觀察大學圖書館的翻轉
資訊處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張志勇
I501
物聯網與4G寬頻在智慧校園的運用
參考組 講師劉靜頻
U301
如何查找論文學術文獻？
資工系 新加坡SecureAge公司總經理高浩傑
E787
悠遊安全數據
Yahoo奇摩電子商務行銷部資深經
職輔組 理翁維薇
Q409
全民賣家GO! Yahoo教你掌握電子
商務新趨勢
產經系 國泰世華銀行投資研究團隊主管林啟超
B511
金融分析師的職涯發展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3/16(一)
19:00

財金系
D325

3/17(二)
18:20

資工系
D328

第一銀行信用卡處副處長蔡鎤銘
BANK 3.0時代銀行業的商機與挑戰
華夏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系主任
謝樹明
提升科技英文的閱讀力

3/21(六)
14:20
3/21(六)
13:00

工程法律研
天馬茶房執行長蕭亞譚
究發展中心
從柯P選舉看選舉制度
D223
劉建國委員辦公室主任田飛生
大陸所
臺灣社會保障相關法令立法與面
D406
臨的問題

大傳6生獲北市微電影首獎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大
傳系第29屆畢業製作影音組「單行道
工作室」，以《來這里吧！》及《弟子來攝
影》微電影榮獲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舉辦「我
家門前∕大橋町街角微電影徵選」首獎及佳
作，上月6日於「大橋町之春－社區再生成果
交流會」上受獎。
獲獎作品是工作室為《巷左，巷右》紀錄
片拍攝的前導片，兩微電影內容紀錄大橋町
國順里及景星里都更計畫及社區微型環境改
造為主，富有當地特色的拍攝手法受評審青
睞，獲得首獎和佳作，並分獲獎金2萬元、5
千元及獎狀。指導老師大傳系副教授王慰慈
表示，「學生透過鏡頭以平實卻深刻的角度
紀錄都更工作者以『人本』為出發點及社區
改變，十分難能可貴。」大傳系系主任紀慧
君表示，「大傳系訓練學生關心社會議題，
此組學生選擇都更議題，並運用自己觀點關
心社會，成功以不同媒材詮釋公民參與。」
單行道工作室由大傳四潘芸嫻、蔡依庭、
王芩敏、楊庭薇、林欣儀及陳漢寧組成。王
芩敏說：「老舊的事物不代表是不好、需要
被剷除，十分推崇建築系助理教授劉欣蓉帶
領學生『社區參與式規劃設計』的都更方
式。」完整紀錄片將於5月8日至10日在松山文
創園區二號倉庫發表，歡迎前往共襄盛舉。

張炳煌表示，在新春揮毫本主題，
盼能為羊年社會帶來祥和與福氣。活
動在開筆官書寫後，筆墨傳給14位書
傳生續寫「翰墨傳承迎新歲，書風遠
播寫佳篇」以表傳承，而優美作品也
讓在場眾人稱讚不絕。當日開筆官、
得獎作品另擇期在國父紀念館展出。
10日，日本梅花女子大學師生11人
來校參觀文錙中心硬筆書法特展，由
張炳煌接待，並以「書學今探」為
圖為駐校藝術家李奇茂（右二）、文錙藝術中心主任
題，解說書法發展歷程、藝術美學及
張炳煌（左一）擔任今年乙未年新春揮毫開筆官。（圖
文化涵養，另於現場親自示範e筆書畫
／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系統、及展示書法得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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