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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課程在於提供學生了解不連續性、不穩定性與不
確定性的遽變社會，並協助學生建立自己的「未來中心角
色」及培養掌握動態變遷的能力。
－陳瑞貴教授(未來學研究所前所長)，修改自《把握當下，前瞻未來》
發行所／淡江大學 創辦人／張建邦 發行人／張家宜 社長／馬雨沛 社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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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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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淡江大學經「世界未來研究聯盟」評選為「最佳未來學教育機構」

淡江經驗

為法政大學國際化「全球人力培育計畫」提建言
【本報訊】本校校長張家宜於3月8日至10
日應日本姊妹校法政大學邀請出訪該校，並
於9日參與國際化研討會，會中以「培育全球
人力亞洲大學應擔任的角色—以淡江大學為
例」主題發表專題演講，另在法政大學國際

化外部評鑑會議中，針對其「全球人力培育計
畫」提出評論與建言。
張校長於演講中從全球教育、亞洲全球教
育、淡江大學辦學理念、淡江大學全球人才培
育策略與現況四面向探討全球化下亞洲大學應

扮演的角色、及未來面臨的挑戰。
張校長表示，法政大學國際化推動有諸多
優點值得本校學習，諸如：國際化組織架構
嚴謹完整，小班制英外語加強班提供高品質
語言課程，及校網站中提供日、英、中、韓
多語版本等。
此次研討會出席者有近百位法政大學與日
本各大學教授與國際教育工作者，法政大學
希望藉此機會向外介紹推動國際化成果，
同時借鏡亞洲積極推動國際化大學的寶貴經
驗。此外，法政大學於去年以「牽動社會經

濟發展的全球化人才育成」計畫，榮獲日本文
部科學省「超級全球化大學計畫」，獲選為日
本37所超級全球化大學之一。
法政大學位於東京都，創立於1880年，設有
15學院，學生人數3萬名。本校與該校於2008
年簽訂學術合作協議，2012年兩校協議互設辦
公室。2014年兩校甫簽署學生交換協議，兩校
將於今年迎來首批交換生。
會後，兩校校長一致表達期待未來兩校更加
密切合作交流，提供師生更多元交換學習與學
術合作的機會。

本校獲教部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
本校校長張家宜於3月9日出席日本法政大學舉辦的國際化研討會，會中以「培育全球人力亞
洲大學應擔任的角色－以淡江大學為例」發表演講。圖為張校長（右四）與法政大學田中校長
（右五）及部分與會者合影。（圖／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供）

近600人學溝通藝術 TQM加分
【記者周雨萱、姜智越、蔡晉宇淡水校園報
導】本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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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600人參與。校長張家宜致詞表
示，全面品質管理最早起源於企業界，從1990
年後才受到教育界重視，而淡江自1992年開始
導入，期待本校扮演TQM領頭羊的角色。此
外，張校長鼓勵同仁參與品管圈競賽，從明年
起擬提高獎金，期待更多單位報名、一同提高
教學品質與行政效率。
研習會首先由夢圈獻獎及分享歷程，本屆淡
江品管圈競賽首獎由蘭陽校園夢圈奪得，第二
名是總務處皇帝大圈，第三名是圖書館三高
圈，而本次新增特別獎，由企管系學生籌組的
甜甜圈贏得。而今年甫獲淡江品質獎的學習與
教學中心，由執行長游家政以「與其被動，不
如主動出擊；與其匆促，不如萬全準備」一
言，解說團隊透過學習全品管，以好學樂教號
召全員參與，形塑價值認同成為共同願景，期
待落實PDCA達成持續改善與創新服務。
首場專題演講由欣興電子公司分享推行
TQM與QCC案例。品質長郭政輝談到去年在

全國團結圈特別組獲得金塔獎的過程，他說自
1996年起，公司以Dr. Kano品質屋為基礎，建
構客戶、員工滿意與環境保護的全品管。副理
李思賢講解「安欣圈」是提升變電箱的供電安
全為導向，試圖避免發生重大災害，模擬各種
問題及因應對策，達成實質改善效果。最後，
由總經理廖本衛說明企業社會責任，除綠色保
護外，亦致力於對於員工成長及職場安全。
第二場專題由「相聲瓦舍」創辦人宋少卿主
講《良言、涼言、量諒言》，他表示，「藝術
的品味雖各有所好，但共同點是讓人感到舒
服。說話藝術也是如此，要讓聽者感到舒服、
受尊重。」他接著說，「『聽』是說話藝術的
第一步，不僅要聽懂別人說話，更要聽見自己
在說什麼。懂得聆聽，得到的回饋就舒服，當
回饋達到藝術，品質無
庸置疑。」

【本報訊】本校日前榮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國
際化品質視導機制試辦計畫特優學校，與國立
交通大學並列全國唯二。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表示，獲得此項殊榮是對本校於跨校園、跨
學院和跨單位共同推動國際化的肯定，同時亦
是提供檢驗機會，可向單一指標推動有成的學
校學習，以讓本校國際化品質更加完備。戴萬
欽揭示以「合作、服務、創新、勤快」為未來
推動方向，強調不會因此自滿，將在現有的好
基礎上更深化本校國際化品質，如傾聽學生的
需求、加強境外生輔導和就業追蹤、鼓勵海外
實習等，讓本校國際化更成為他校的標竿。

此次試辦計畫依「學校國際化發展目標及特
色」、「境外學生國際化學習支援」、「大專
校院國際化人力及行政資源」、「國際化校園
及外文網站」與「國際合作與交流」五服務品
質認證機制指標分類，透過學校自評及委員到
校實地訪評後，本校達試辦計畫指標所有75項
必要指標及57項選要指標之六成以上。在推動
國際化中，以打造國際化友善學習環境、在教
學研究及行政服務面積極落實各項國際化，並
首創全英語教學環境之蘭陽校園等創新。欲了
解本校國際化情形，請見本報942期二版「大
三生出國」和952期二版「全球視野」專題。

國際副校長率隊 赴陸招碩博生

【本報訊】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和商管學
院院長邱建良，於16日前往武漢訪問姊妹校中
南財經政法大學及華中師範大學，此行成果豐
碩，不但加強104學年度碩博士班陸生招生，
並洽談學術合作事宜。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之會計學院已與本校會計
系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此次由中南財經政法大
學校長楊燦明親自主持接待座談會，並強烈表
達深化合作的意願，楊燦明重視進行教師及學
生的交換，表示將鼓勵該校同仁及學生申請來

本校就讀，以「一年有一人申請淡大博士班」
原則建立雙方合作關係。
而華中師範大學行程中，由華中師範大學副
校長王恩科主持接待座談及午宴，王恩科提
到，近年來亦積極和本校相關系所來往，希望
和本校有更進一步的學生交換、增加交換生名
額等合作。
16日下午並拜會湖北大學前校長周積明及中
國思想文化史研究所所長郭瑩，洽談相關碩博
士班陸生招生事宜。

圖為聽講者企管系學生（站立者）舉手
回答問題。（攝影／張令宜）

期中教學意見調查開跑
填單可抽8G隨身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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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趣味競賽

春之饗宴
（攝影／盧逸峰）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3/23(一)
10:10
3/23(一)
14:10
3/23(一)
19:00
3/24(二)
10:10
3/24(二)
14:00
3/24(二)
14:10
3/24(二)
15:00
3/24(二)
15:10
3/25(三)
10:00
3/25(三)
15:10
3/25(三)
16:10
3/26(四)
9:10
3/26(四)
10:00

主辦/地點

土木系
B712
財金系
B712

新北市養工處科長蔡逸懷
新北市工程專職管理機關簡介
富邦證券董事長許仁壽
證券業概論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公司業務部
行銷專經陳俊偉
數位翻轉時代裡，出版行銷的過程
及營運模式
大傳系 漫畫家米奇鰻
Q306
我的第一本小誌工作坊
人福組 康軒文教事業美語顧問李建宸
驚聲國際廳 比出國更有效的美語學習法
資圖系
L412

會計系
B713

3/26(四)
14:00

村上春樹
研究中心
T701
參考組
U301

3/26(四)
15:10

資工系
E819

3/26(四)
13:10

演講人/講題

西藏研究
圓滿的慈悲特別講座
中心
淡江大學西藏研究中心主任吳寬主持
B302A
美洲所 拉研所第一屆所友謝東洋
T306
就業與升學經驗分享
資傳系畢製
GarenaLOL 電競主播記得先生
羊性反應小組
羊性反應分享會－記得
Q306
戰略所 國立清華大學榮譽教授沈宗瑞
T505
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
參考組 講師黃宇誠
U301
書目管理工具(一)
東吳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梅長生
高能超音波腫瘤治療中的核磁
物理系
共振溫度量測 MR Temperature
S215
Measurements for 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Treatment
師培中心 新北市立尖山國中輔導組長王雅瑩
ED201
教育議題專題－生涯發展教育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秘書
長陳伯松
鑑識會計-對現代審計的衝擊
健行科大應外系助理教授張明敏
村上文學翻譯之意境
講師魏吟桂
書目管理工具（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副教
授林昌鴻
Code Compression for Embedded
Systems

視障資源
若水國際營運長陳潔如
中心
漫談職前準備
B302A
資傳系畢製
3/26(四)
海鮮套餐主唱阿九
羊性反應小組
19:00
羊性反應分享會
O202
3/26(四)
18:30

淡江音樂博覽會開放索票

第一屆淡江好歌曲即日起報名
進行，預計邀請校外評審提供建議與創作歌曲
要領，5月7日課程同時開放觀眾網路及現場報
名旁聽。而5月21日原創歌曲大賽則以演唱、
演奏、臺風、創意四項要素進行評比。
活動報名至4月10日截止，有意願參加者須
遞交相關文件到文錙中心展覽廳，歡迎在校同
學踴躍參與，詳情活動簡章見文錙藝術中心網
站（網址：http://www.finearts.tku.edu.tw），
或逕洽承辦人壽華民，校內分機2635。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記者姬雅瑄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亞洲
研究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第三屆學生12
人，9日起來校進行一週密集面授課程。在這
些來自宏都拉斯、多明尼加、尼加拉瓜、巴
拉圭、阿根廷、智利、薩爾瓦多等各國菁英
中，薩爾瓦多駐華大使館參事羅培斯，以及
宏北Tela市市長薩卡羅皆在該班研習。
本次面授課程包含海峽兩岸關係、我國外
交政策、臺海兩岸經濟競合、東南亞國協與
南海爭端，以及進階中文等，並協助進行論

文指導。課後安排體驗臺灣文化，走訪剝皮
寮、大稻埕、霞海城隍廟等歷史古蹟，以及
品嚐夜市美食，留下難忘回憶。
美洲所所長陳小雀表示，平常均為遠距課
程，藉由面授課程直接關心學生的學習情
形。陳小雀還分享，本班自開辦以來均獲得
外交部、相關國家大使、駐華使節的肯定且
積極參與歡迎午宴等活動，讓學生們感受到
家人般的溫暖，並具備國際化視野。（圖／
美洲所提供）

本校童軍團成員前羅浮群群長土木三謝旻諺（右），
平時熱心國內外童軍服務，組織建立與活動推廣能力卓
著，獲推薦於3月5日「三五童軍節」，代表淡江童軍團
與各縣市童軍會績優個人暨團體代表前往總統府晉見總
統暨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會長馬英九（左）。

謝旻諺表示：「第一次進到總統府覺得十分新奇，感謝
能獲肯定，冀望個人未來持續發揮以服務為目的的童軍精
神！」（文／卓琦、圖／童軍團提供）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黃偉峰
航太四 獲航迷蒐藏亞軍

圖館辦網路資源講習

拉美菁英碩專班 體驗本校國際化

謝旻諺
土木三 童軍節獲馬總統接見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期「期
圖為演講人宋
中教學意見調查」即日起開跑囉！學生可到
本校網站（網站：http://www.tku.edu.tw） 少卿。（攝影／
的首頁左方「期中教學意見調查」按鈕進 張令宜）
入，或是連結至（網站：http://info.ais.tku.
edu.tw/tas/）。線上填答採不記名方式進
行，調查將於4月12日截止，品質保證稽核
處準備有8G隨身碟，以電腦隨機方式抽出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
50位幸運得主，歡迎同學們上網填寫。
心於本學期舉辦「2014-15淡江音樂博覽會」
系列音樂活動，規劃有三場音樂會及四場藝
術講座。文錙中心秘書顏孜芸表示，此次音
樂博覽會延續上學期的音樂性質及大師講
座，期待豐富的活動及講題，能帶給本校師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想讓論文寫作
生嶄新的感受。
或搜尋館藏更加便捷有效率嗎？覺生紀念圖
本次系列音樂活動有「蘇瓦那與CMO樂
書館於本學期規劃網路資源課程，自三月起
團」、「牧山純子與三琴士樂團」及「旋轉
率先展開「論文寫作技巧」系列講座，參考
木馬室內樂團」三場音樂會，有原住民原創
組組長張素蓉預告，「四、五月將進行第二
音樂、爵士樂團與古典跨界音樂配合視覺藝
階段的館藏『主題資源介紹』，六月另規劃
術演出，另邀請知名指揮家歐陽慧剛、傳藝
有『提升學術競爭力』2場演講。」
金曲獎評審楊敏奇、雲門舞集流浪者劉航
其中，館藏主題資源除了有常用華文資
煜、爵士小提琴家黃偉駿蒞校演講。
源，亦提供理工科系同學「數學資源懶人
首場在本週四（26日）登場的是「『自由的
包」，更有商學資源運用、歐盟統計資料等
旅程』－蘇瓦那與CMO樂團正式啓程」演唱
館藏，期待學生在觸類旁通的資源引導下，
會，即日起開放免費索票，意者親洽文錙中
更加善用豐富的學習利器。詳情可到圖書館
心展覽廳。
網站（http://www.lib.tku.edu.tw/）查詢。

【記者呂瑩珍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於本學期首度舉辦「淡江好歌曲」詞曲創作大
師班暨原創歌曲比賽開始報名囉！冠軍可獲得
獎金8千元及獎狀，且參加者亦可參與「第一
屆淡江好歌曲」專輯錄製。
文錙中心組員壽華民表示，為鼓勵校內師生
進行音樂創作，本活動與專業製作人和樂手合
作，期待培養師生的美學創意及涵養。
活動分為大師班課程與原創歌曲比賽兩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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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五)
10:10

資工系
E787

精誠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專案協銷服
務處處長陳國彰
智慧行動應用面面觀

3/27(五)
13:10

經濟系
B605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
訊中心助理研究員徐慶柏
科技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方法及應用

3/27(五)
13:10

產經系
B511

中華民國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
人員協會理事長王明川
淺談室內設計與台灣文創產業發展

臺北校園
日期/時間

3/23(一)
19:00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財金系
D325

元富證券風險管理室副處長陳志偉
兩岸證券業風險管理制度及實務
解析

航太四黃偉峰於14日參加的「第一屆航迷大蒐藏家」比賽，
經評選和觀眾投票後，勇奪「飛機模型組」亞軍，更抱回「最佳人氣
獎」！模型蒐藏年資長達7年的他表示：「真的很開心得獎，當天是帶
著最愛的AN-225模型參賽，看著其他航空迷在現場穿梭，能看到許多
珍貴的收藏，真的很令人興奮。」
比賽由《AIRWAY世界民航雜誌》舉行，經激烈甄選後選出兩岸15位
收藏家，在松山機場進行決賽，一人一攤展示各式飛機模型、周邊商
品等。擁有近2百架飛機模型的黃偉峰分享：「參賽目的是希望讓更多
人了解飛機的魅力，我就像飛機導覽員一樣，而最大的收穫就是和其
他收藏家交流。」想更了解黃偉峰嗎？請見淡江時報第929期四版「校
園話題人物」。（文／王心妤、攝影／吳重毅）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