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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8％畢業生專業能力與工作要求相符
校友雙年會8.26東莞見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世界
校友會聯合會主辦、大陸校友聯誼總會承辦
的「2016年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將
於8月26日在大陸東菀市康帝國際大酒店舉
行。此活動目的為凝聚校友情誼，自2006年
在美國加州首次舉行後，每兩年辦理一次。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
示，「此次活動由華南校友聯誼會主力推
動，並由華東、華北校友聯誼會全力動員及
配合。本次活動參與人數有機會成為歷年最
多、且突破千人。」他預告屆時將邀請業界
代表親蒞會場，分享兩岸事業經驗，歡迎大
家踴躍報名、共襄盛舉。
雙年會後，由大陸校友精心規劃有桂林
與灕江、長江三峽、張家界與長沙3旅遊
行程，活動報名自即日起至3月31日止，詳
情請見校服暨資發處網站（網址： http://
www.fl.tku.edu.tw/2016conference/index.
asp）查詢，或電洽校內分機：8124。

邀師生預約學習
自製時空膠囊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習與教
學中心舉行「翻轉•預約不一樣的自己」，邀
請全校師生寫明信片給「未來的自己」，只要
寫下與學習相關的期許和目標，在3月31日前
繳回未來明信片郵箱指定地點，預計明年2月
寄回給參與者，讓大家一同檢視學習成效。
教發組組長李麗君表示，「這次的活動配合
學教翻轉，希望由學生主動訂下目標，例如課
業、社團學習等主題，藉此了解自己的學習需
求，也期許教師帶領學生一起完成目標定訂，
讓師生一同成長。」預計5月「好學樂教週」
展示密封明信片的時空膠囊。
此活動亦於明年的「好學樂教週」進行第二
階段，除了徵求願意公開展示達成設定目標的
個人或團體名信片及轉變紀錄，另舉辦票選
及分享活動，最高獎金達1萬元。歡迎全校師
生報名，詳情請至教發組網站（網址：http://
tpd.tku.edu.tw/news/news.php?Sn=234）查詢。

秀的溝通、合作能力，有助於職場競爭力。」
畢業生對本校整體教育品質滿意度以六分量
表評價，表示「以在母校就讀為榮」的看法認
同度最高，平均值達4.75分；其次為「未來事
業有成就時，願意回饋母校」、「願意推薦親
朋好友就讀本校」的看法分別是4.65分、4.46
分以上。另有10.4%表示「願意」收到校友會
寄送的相關訊息，其中希望收到校友會的相關
訊息，以「淡江時報電子報」佔最多。
在畢業生就業狀況方面，畢業滿1年的校友
有54.6％已在就業或找到工作，45.4％未就業
校友中，以攻讀碩、博士者居多。83.8%畢業
生服務於民營企業，其中逾半數集中於金融財
務業、行銷與銷售類及企業經營管理類。已
就業校友（含在職專班）月收入多集中在2萬5
千元至3萬4千元間，大學部平均收入約3.19萬

【記者盧宏維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系主任
許輝煌於11、12日受邀至印度Amity University
擔任IEEE SPIN-2016國際研討會演講貴賓，並
由該校創辦人暨校長Dr. Ashok K. Chauhan親頒
Amity School of Engineering & Technology之榮譽教
授證書。許輝煌以「Recognizing Human Behavior
via Smartphone Sensory Data」主題進行特邀報
告，以使用者行為探討智慧型手機感測數據，
利用智慧型手機的感測裝置取代額外配戴。
國際處預計和該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締結

姊妹校，此行許輝煌亦代表國際處和該校國際
合作處進行交流，並與該校電子與通訊系和電
腦科學與工程系兩位系主任及師生互動，預計
在研究議題、共同發表論文、短期互訪、交換
學生及碩士雙聯學位等學術進行合作。
對於獲頒榮譽教授，許輝煌表示：「近年在
國際學術參與上獲得肯定非常高興。該校QS
世界大學亞洲排名成績持續躍進，今年排名前
300名，且師生間的互動非常主動、友善，更
積極尋求國際合作，值得我們效法與學習。」

4日，由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淡江
大學卓越校友聯誼會在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
共同舉辦「2016兩岸校友春節聯誼活動」，席
開13桌，邀請到校友與其眷屬約120人齊聚一
堂，場面熱絡、融洽，場邊另設置有校友市集
展示攤位。
會中，除了簡介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研
究發展處、創新育成中心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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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長時間在學術界從事研究、任教，林宜
男曾任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並且身兼
行政院大陸事務委員會諮詢委員、台灣金融資
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等職務。兼備學術
與實務經驗的背景，使他明白，「每個學習階
段各自有不同的需求。」林宜男接續說明，「大
學部學生著重在專業知識的建構，研究所培養
深究專題的能力，而 EMBA 學生因為多有業
界經驗，需要的是更多實務面的操作討論。」
他不僅鼓勵教師們能在課堂中分享實務經驗，
更以身作則，計劃在今年暑假帶領 EMBA 國
企班的學生前往大陸杭州參訪文創基地及企
業，盼透過實務的交流，使學習更有效率。
搭起聯繫橋梁 串連 9 班資源
面臨少子化等大環境不利因素衝擊，林宜
男不諱言，招生將是新職務的挑戰之一。他
計畫除了傳統的舉辦說明會之外，將加強網路
行銷，使 EMBA 網頁具有更高的可讀性、活
化臉書行銷，甚至考慮買網路廣告，「舉辦說
明會受限於時間、空間，若能強化傳媒行銷，
可讓更多有意報考 EMBA 的人，較容易取得
完整資訊，相信會有不錯的效果。」且扮演 9
個班的溝通橋梁亦是林宜男的工作重點。在
EMBA 年度盛事「高峰論壇」的規劃上，過去
曾邀請到時任高雄市副市長劉世芳、時任行政
院政務委員杜紫軍演講，林宜男除了延續辦理
專題講座，亦將考慮增加場次或內容，讓餐敘
聯誼之餘，同學們也能有知識的增長。
盼 EMBA 學生滿載而歸
「希望每位同學都能期待進入 EMBA，兩
年後帶著成就感，開心地畢業。」林宜男臉上
的笑容，道盡了期許大家在 EMBA 皆能有豐
碩收穫的想法。他了解持續精進教學品質，提
供符合學生需求的實務經驗，建立出良好的口
碑，自然會形成有利招生的良性循環。未來，
他將以一顆學無止境的心，帶領同仁們攜手並
進，一同為持續進步的 EMBA 努力。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在「團隊合作」素養的成長

4.41

在「獨立思考」素養的成長

4.36

在「品德倫理」素養的成長

4.11

學生送的卡片，帶給鄭盈盈無比的鼓勵，也
溫暖了她的心！（攝影／閩家瑋）

本表僅供參考，最新資訊以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為準。
（資料來源／校服暨資發處、整理／淡江時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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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數位課程認證說明 快來報名

遠距組於 3 月 4 日舉辦教育部數位學習課
程認證說明會，會中將說明課程認證指標，
並分享課程認證送審的經驗。詳情請洽承辦
人徐毓旋，校內分機 2164。（文／遠距組）

【記者蔡晉宇專訪】「淡江大學是歷史悠久
的傳統私立名校，淡江人在企業普遍受到好
評，這些好口碑都是建立在校園能培養出學生
良好生活態度的基礎上，也正是生輔組的責任
所在。」帶著使命感，道出對新職務見解的是
新任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暨軍訓室服務
組組長孫守丕。
樂於服務與承擔責任
笑說和淡江大學十分有緣的孫守丕，過去曾
在本校軍訓室行政組服務過一年，在經過明志
科大主任教官的歷練後，本學期再度回到本校
服務，談到新職務和過去工作經驗有何不同，
孫守丕直呼，雖然都是行政工作但內容卻相差
甚多，「過去任非主管職務，僅須完成交辦事
項、反映意見，現在的工作則要以更寬廣的視
野看事情，綜覽全局的同時，也多了份責任。」
他說，軍事院校的訓練培養出了樂於承擔責任
的性格，未來必會對生活輔導組的各項業務盡
力推行。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了展示有上個學期住宿學院活動、大四生分享
大三出國留學的學習心得等海報，還有淡蘭書
畫社由駐校藝術家林妙鏗（左二）帶領社員揮
毫、作畫，華麗旋轉國標社亦在現場帶來一段
精采表演，贏得觀眾掌聲。活動接近尾聲則是
由去年底榮獲「蘭陽好聲音」的觀光二徐嘉謙
上臺獻唱歌曲「小幸運」。
活動另有推出闖關抽獎，獎品有冷氣卡、
影印卡、TKU帽T及束口帶。政經系系學會會
長、政經二楊鈞鈞表示，透過這次活動的舉辦
凝聚了系學會的感情。政經二林佳妮說，「活
動讓我學習到許多！雖然當主持人很緊張，但
是能成功主持活動，真的讓我很有成就感。」
（文／劉家伶、圖／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生輔組組長孫守丕

◎學歷：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所碩士
◎經歷：軍訓室行政組組長（攝影／吳國禎）

經驗交流 助生追夢

平均值

等教學與行政單位外，校友企業新知發表亦是
本活動重點。
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活動除
了增進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外，盼促進校友間
良好情誼與交流合作，更期待彼此成為事業上
的夥伴。最後希望校友們踴躍參與本校創校66
週年校慶。」（文／林妍君、圖／淡江大學校
友總會淡江卓越校友聯誼會提供）

暨住宿學院主題活動成果聯展。
活動邀請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全球發展學
院院長劉艾華及資創、觀光、語言3系系主任
皆與會，會中頒發宿舍清潔比賽個人、團體獎
及圖書館認識蘭陽主題書展活動獎金。現場除

鄭盈盈

畢業生認為八大素養對畢業後發展的看法

住宿學院成果聯展

由政經系系學會、文苑宿舍自治聯誼會、搖
滾來滾去研究社、華麗旋轉國標社、淡蘭書畫
社、淡蘭排球社6社團聯合舉辦「愛在蘭陽，
擁抱全球」，自17日中午起，展開為期一週的
品德教育、專業知能服務學習、大三出國心得

特優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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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其次為「理論與實務相結合」、「專業
技能的訓練」。從調查結果中亦可見，校友們
認為在學期間以「專業知識、知能傳授」的學
習經驗最有助於職場發展。
統計系102學年度畢業校友王怡蓁表示，負
責任的工作態度以及待人處事上圓融是不可或
缺的，「另外不要害怕提問，將請教的內容消
化成為自己茁壯的養分，方能不斷成長。」

兩岸校友春節返校團圓 席開13桌

EMBA執行長林宜男

◎學歷：英國劍橋大學法學博士
◎經歷：國際企業學系、國際企業學研究所，
專任教授（攝影／吳國禎）
【記者蔡晉宇專訪】一絲不苟的儀容，自信
而堅定的眼神，在訪談間能感受到新任商管學
院商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執行長暨全球
華商經營管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主任林宜
男穩重的性格。在本校服務已逾 20 年的他，
也是國企系教授，曾擔任國企系系主任、國企
所所長，擁有許多與學生接觸、處理各式疑難
雜症的教學與研究經驗，對於行政業務更不陌
生。他表示，「將把過去經歷化為動力，並以
勇於面對挑戰的態度全力以赴。」
在原有基礎上賡續推動
林宜男認為，EMBA 在前任執行長林江峰、
林俊宏的帶領下，在課程整合已有相當基礎，
現在 EMBA 學生共同選修至少一科跨系課程，
選修外系課程亦納入系內選修課程之承認。他
表示，「未來，將著重在班際間的交流，持續
強化課程、師資整合，藉以提供學生更多元互
動的學習環境，讓每位學生皆享有 9 班的學習
資源，更有利跨領域的學習。」

元；碩士、博士分別約4.88萬及5.63萬元。
本次調查中，近57.5%已就業校友具備的專
業能力與工作要求傾向符合，與去年近五成八
的調查結果相近；而碩士、博士校友表示傾向
符合各約75.8%、85.7%。對於目前工作整體滿
意度，64.6%畢業生傾向滿意，碩士、博士班
研究所畢業校友傾向滿意者更高達約74.4%、
65.7%。
對於41.9%畢業生認為目前的工作內容與所
學專業訓練課程傾向符合，與去年相比、變動
不大。彭春陽表示，「為降低學非所用的現
象，本校積極採取減少系上必修，增加系外選
修機會等措施，讓學生有足夠空間選擇自己有
所興趣的課程。」
針對工作需求，畢業生認為系所應再加強
「實務操作與訓練」、「與企業建教合作」佔

許輝煌獲Amity University頒榮譽教授

▼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由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規劃的「103年（102學年度）畢業
生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報告」出爐，問卷回
收率達64.2%。本次調查新增「八大素養對畢
業生影響」之看法，畢業生認為對畢業後發展
皆有正向幫助，其中前3名為「團隊合作」、
「獨立思考」及「品德倫理」。校服暨資發處
執行長彭春陽說明，「八大素養一直是本校極
力推廣和注重的辦學方向，盼學生在教師們齊
心教育下，除了擁有專業能力外，也培養出優

新聞萬花筒

生輔組業務範圍繁雜，包括學生獎懲、學生
生活輔導、獎助學金申請、就學貸款等，且多
與學生權益息息相關，該如何在有限時間內，
更有效率地推行各項業務？孫守丕表示，「簡
化行政作業流程是接下來的工作重點。」他接
著說明，「有鑑於去年底推行新請假系統流程
的成功，簡便了需要簽證假的申請流程，生輔
組在新學期計劃將獎學金申請 E 化，透過網路
申請，盼能使學生申請更便利。」未來，生輔
組也將持續與資訊處合作，推出新學務系統，
期以提升工作效能。
持續營造良善學習環境
維護良好的校園學習環境是生輔組另一項
工作重點，主要內容有校園安全、周邊交通
安全與學生賃居訪視 3 大區塊。雖然剛接下新
職務，但孫守丕已親自巡視過校園各角落及周
邊，了解潛在的安全死角及易發生交通事故路
段，未來也將持續檢視現行機制，確保校安零
死角。賃居訪視部分，他說明，「生輔組上學
期訪視對象主要針對新生，本學期將更全面地
由系教官訪視非新生的租屋環境，並提供學生
們必要的幫助。」
正值開學第一天，訪談間偶有新進同仁前來
報到，孫守丕在簽完文件完成報到手續後，親
切地逐一和對方握手、表達歡迎之意，可見其
重視每位同仁的領導風格。他表示，「生輔組
希望能營造良好的校園環境，這必須先從自己
的辦公室做起，還有凝聚同仁們的向心力，自
然能提升單位的工作效率。」
提供適切生活輔導資源為使命
秉持生活輔導組「熱忱服務、群策群力、永
續提昇」的服務宗旨，孫守丕將生輔組導入顧
客取向的概念，以真誠關懷學生，但在提供適
切支援與協助之餘，亦不忘藉由各項品德教育
宣導活動，提升學生品德修養，成為有品有德
的淡江人，讓淡江在業界、各領域建立起的金
字招牌能持續穩固根基、屹立不搖。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獲選102學年度特優導師的俄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鄭盈盈，自嘲有一張兇臉，讓學生
第一眼見她都不敢造次。課堂上的她，也的
確很有原則，但其實私底下個性隨和，與學
生互動模式，既是系上學姊，更像是好友般
的關係。
拿起手邊珍藏的數十張學生捎來的卡
片，鄭盈盈回憶起幾年前剛回校教書，「我
第一次帶班就是接大四畢業班，他們過往從
未與我接觸、大四那年更沒有我的課。」但
她認為大四生最在意「就業」，並主動釋出
關心，邀請對求職徬徨的學生餐敘，一開始
僅有幾人出席，但經過口耳相傳，到畢業季
時，她幾乎整班學生皆會談過，親和力可見
一斑。
鄭盈盈笑說，「我做過紡織、機械業，教
過華語、也考過公職。」她以自身多元的工
作經驗協助學生探索自我、培養興趣，但她
也建議，「其實大一就可著手規劃未來，千
萬別等到大四，更別以為一份履歷就能適用
所有工作。」她舉例，未來若想要報考空
姐，在學期間更要主動地積累實力及經驗。
對於有志攻讀研究所的學生，鄭盈盈也陪
著他們一起準備推甄、模擬口試及提點筆
試，她說：「K書之餘，我們還順道探尋學
校周遭的美食呢！」雖然那段時間，鄭盈盈
都到凌晨兩、三點才回家，即使佔用到許多
私人時間，她也無怨無悔，「因為我們想
做的任何事情都需要時間，這也是急不得
的。」師生間也許僅一同走過一學年，但累
積出深厚的革命情感，讓畢業生們至今仍時
常用EMAIL、電話相互聯繫感情。
現任大一班導師的鄭盈盈，也有和新鮮人
打成一片的方式。她認為不是每個人一進來
都對俄文有興趣，且俄文又不易學習，於
是她要每位新鮮人寫下自我期許與連絡方
式，除了讓她更了解每位同學外，還知道學
生需要哪些協助。
對鄭盈盈而言，「學生的成績是其次，只
希望能看著他們活出豐富、多彩多姿的生
命。」（文／卓琦）

學程加油讚
資訊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
由文學院、工學院與商管學院3院14系與
鼎新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自102學年度
下學期起開設「資訊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
程」，學生修習課程滿21學分可取得學程資
格證明，統計至今的申請學程人數52人，累
計有10名學生赴鼎新電腦實習。
本學程業務由資訊管理學系承辦，資管
系系主任張昭憲說明，學程以企業資源規
劃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簡
稱ERP）為課程主軸，規劃有基礎專業、進
階技能課程與實作。另由鼎新電腦公司設
計「企業資訊應用與管理」、「ERP配銷模
組」課程，除了培訓專業能力外，還安排校
外實習，學生得依系所學習背景，研究開
發、技術服務、市場營銷3領域擇一實習，
「盼學生在實習間可考取ERP模組證照，提
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此學分學程強調實務能力學習，培養服務
工程、程式設計、市場行銷等企業人才，並
安排業師來校教學，例如曾邀請到鼎新電腦
軟體工程中心品質保證工程師江新偵授課，
加深學生與職場的連結。張昭憲推薦，「與
企業合作、產學聯盟，有助強化實務知識，
更期待藉此降低學生對職場的不適應，提升
未來就職信心。」（文／陳照宇）

人物短波
游婧靈新任企管系友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企管系所校友會第二屆會員大會
於去年年底在臺北校園5樓校友聯誼會館票
選理監事。最後理事長一職由呼聲最高的三
光儀器股份有限公司管理部主管游婧靈當
選，並於上月10日晚間在臺北福華飯店舉行
交接典禮。游婧靈表示，未來將舉辦各類活
動滿足校友需求，盼促進校友間的互動，
「讓大家在事業上得以相輔相乘、共創雙
贏。」她也承諾，「未來全力推動系友會事
務，完成傳承使命！除了拓展全方位的系
友聯誼活動，更盼大家團結、持續回饋母
校。」（文／林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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