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企業最愛專刊

天下《Cheers》調查：淡江人表現超乎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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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曹雅涵整理
照片／吳重毅、本報資料照片
資料來源／《Cheers》雜誌和《遠見》雜誌

前言
●《Cheers》雜誌日前公布「2016年企業最
愛大學生調查」，本校以彈性辦學、多角經營
出名，加上校友眾多，評價良好，蟬聯19次私
校冠軍，今年總排名第九。
「新鮮人表現超出企業預期15所大學」中排
名第四。
●《遠見雜誌》「2016企業最愛大學生調
查」，本校則被譽為以黑馬之姿，與清大並列
第六名。
●1111人力銀行進行「2016雇主最滿意大學
調查」本校在「總體表現最符合雇主所需」榮
獲私校亞軍。
由此顯示，淡江品牌在企業心中的穩定評
價。本刊特別呈現本校辦學理念與育才特色。

9大能力指標看私校 本校奪冠5項
抗壓性、創新力、團隊合作受肯定
從《Cheers》雜誌之「企業最愛大學生」
調查中可看出，本校不但連續19年蟬聯私校
第一，其中能力指標是歷年企業對人才的期
待，本校持續在2010年至2014年的8大能力指
標中，表現亮眼。
2016年則由從8大能力中新增「數位應用能
力」，在「9大能力指標看私校」排行中，本
校9項指標皆搶進前3名。「抗壓性與穩定度
高」、「具有創新能力」、「人際溝通與團隊
合作」、「具有解決問題的應變能力」、「能
跨領域並融會貫通」5項能力榮登冠軍，「學
習意願強可塑性高」、「數位應用能力」獲得
亞軍。「專業知識與技術」、「具有國際觀與
外語能力」榮獲季軍，表現亮眼。
資管系校友張哲瑋表示：求學期間最大收
穫，是課堂分組討論及報告的學習模式，不
僅學習溝通技巧，更培養出短時間內找出重
點的能力，如今在職場中能加速開會討論的效
率，並在與主管、客戶溝通時，精確地掌握要
點。目前擔任主管職，更能體會「溝通」的重
要性，建議學弟妹多參與社團或分組團隊課
程，從中培養溝通協調與問題分析能力。再
者，建議大家平時做報告或辦活動時，以手寫
記錄腦中規劃過程，亦培養思考的能力及細心
度，最後鼓勵多角度的思考解決方案，「學會
帶著答案去找老闆，而非等著老闆給答案。」
大傳系校友劉昱余指出，學校多元的課
程，加上老師給予嘗試的機會，讓學習不再只
是理論，如系上的實習媒體，除了實際運用

所學累積作品，也能
在過程中，學習時間管
理及事前準備，體驗到
團隊合作的重要性。此
外，學校的學習不侷限
於校內，透過業界合
作，體驗雙方的互動
外，也能培養自己發表
想法的勇氣，以利未來
與職場接軌。

《遠見》2016
企業最愛大學排名
全國排名
校名
1
成功大學
2
臺灣科技大學
3
臺北科技大學

9 大能力指標看私校 淡江奪冠 5 項

1111人力銀行進行「2016雇主最滿意大學調
查」，本校在「各產業雇主最滿意大學」中的
8大類別，共5項進前5名，分別是「一般傳統
製造／能源」第五、「餐旅／遊憩／服務」第
二、「金融投顧、保險相關」第三、「流通
／貿易／販售」第二、「建築營造／不動產相
關」第三。

全人教育辦學

符合企業用才指標

本校為融合「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
三化教育理念，並落實「三環五育」之全人教
育辦學目標，透過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之改
革、整合與創新，培育大學生應具備的基本能
力，以及具心靈卓越人才，以確保高等教育的
品質。
通識教育課程旨在培育學生具有「全球視
野、洞悉未來、資訊運用、品德倫理、獨立思
考、樂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涵養」等八大
基本素養。100學年度本校正式推動全國首創
的「社團學分化」，藉由「課程引導」，提
升學生社團活動認知，透過「活動參與實
作」，進而體驗參加社團的好處，並在參與的

榮譽學程翻轉教育 培養競爭力
本校自101學年度開設「榮譽學程」，結
合本校「三環五育」理念，安排「進階專業
課程」、「通識教育課程」及「課外活動課
程」，並以小班制和精緻教學為特色， 以培
育大學日間部優秀學生，希望修讀學生在課程
薰陶之下，成為學術、知性及領袖人才，以增
強學生畢業競爭力。只要日間部各班學期成績
在前10%以內學生，每學期開學前可向所屬學
系提出申請，只要在主修學系的修業年限修畢
所有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並符合畢業資格
者，就能取得本學程的證書，畢業證書上也會
註記「榮譽學生」字樣。
104學年度第2學期符合繼續修讀資格人
數為601位，第一屆修習學生也將於今年
陸續畢業。「榮譽學程」第一屆學生、土
木碩一蔡昌旻不僅提前畢業且繼續就讀土

1111 人力銀行進行「2016 雇主最滿意大學調查」指出本校在「各產業雇主最滿意大學」中「金融投顧、保險
相關」類別、「建築營造／不動產相關」類別皆排名全國第三，學生表現受肯定。（攝影／吳重毅）

金融業最愛大學 淡江年度排名
總排名
1

2014
政治大學

2015
臺灣大學

2016
臺灣大學

2

臺灣大學

政治大學

政治大學

3

淡江大學

成功大學

成功大學

4

成功大學

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

5

逢甲大學

交通大學

臺北大學

校名
臺灣大學
成功大學
交通大學

臺灣大學

4

清華大學

5

交通大學

5

臺北科大

6

清華大學

6

淡江大學

8

政治大學

6
7
8

政治大學
中山大學
臺灣科大

8
10

逢甲大學
輔仁大學

9
10

淡江大學
中央大學

No.3

友黃怡玲分享，以創立城市農夫社為例，她
把創社比喻成「獨創」，因為這需要相當的
勇氣。在此過程中，學習到團隊合作及解決
問題的能力，並在這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定
位。面試時，老闆很欣賞這種精神，因為在職
場中，不再只是個人的責任，團隊目標才是首
要。另外，她也分享在本報擔任文字記者的收
穫，除了學習到媒體的專業技能，也能深化自
己的思考，訓練自我表達能力。

全國排名
1
2
3

4

木碩士班。蔡昌旻認
為，榮譽學程可說是一
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
種翻轉教育，因為採小
班制教學，除了能與老
具有國際觀與外語能力No.3
具有解決問題的應變能力
師有更多互動，亦能
和不同專業領域的同
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No.2
能跨領域並融會貫通
學，一起在課程中腦力
激盪。蔡昌旻進一步解
抗壓性與穩定度高
釋，他曾在一門關於綠
數位應用能力 No.2
一般服務業、 金
色能源的課程中，與化
融業 最愛私校
具有創新能力
材、機電系同學合作設
從《Cheers》雜誌
計太陽能房屋，當下大
調查結果看到，本校
（資料來源／Cheers雜誌出版《2016最佳大學指南》，頁146）
家各司其職，學以致
自2014年以來，連續
用。 蔡昌旻鼓勵學弟妹打破自我設限，多在
過程當中學習接納不同意見、包容他人、建構
3年在五大產業（高科技製造業、高科技服務
課堂發言，不要害怕出糗，因為沒有絕對的答
良好人際關係以及學習問題解決能力，以培養
業、傳統製造業、一般服務業、金融業）最愛
案，並表示，獨立思考及口語表達能力是這學
自己未來投入職場之競爭力。
中，超越多所國立大學，尤其在「一般服務
程中最大的收穫。
「社團學分化」第一屆畢業生、中文系校
業」與「金融業」，穩坐前5名。

專業知識與技術

《Cheers》2016
企業最愛大學排名

落實國際化 雙聯學制新選擇
本校為落實三化教育理念中的「國際
化」，在全國公私立大學中率先實施「大三出
國留學」，主要是在大三期間赴國外大學研
習，讓學生透過留學學習先進知識、接受不同
文化薰陶與磨練，以拓展國際化視野，造就更
多學子成為國際型的淡江人，在各行業中發光
發熱。經統計，自82學年度至104學年度第一
學期大三出國學生及交換生人數逾6400人。為
增進與國外大學學術合作，加強學生國際交流
學習，本校特與多所姊妹校簽署雙聯學制合作
計畫，協助本校學生至對方學校進修，學生
完成符合雙方畢業資格後，可獲頒兩校之學
位。目前本校與國際16所大學進行30個跨國雙
學位合作計畫。
去年畢業的國企系校友許媁涵，回想赴澳洲
昆士蘭大學攻讀雙碩士（1+1）的歷程，直言
對「學習差異」感觸最深，如：老師表明歡迎
學生挑戰他在課程教授的內容，班上同學亦熱
烈回應，師生之間的互動很多，彼此互相刺激
思考。另外，實作課程也受用良多，組員來自
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背景激盪出不同火花。
一年的交換學習雖然過得緊湊，但許媁涵認為
除了語言之外，異國文化的學習不僅能讓抗壓
性提高，也讓自己更獨立且提升解決問題的能
力，鼓勵學弟妹有機會出國學習一定要好好把

握，肯定會為成長帶來不一樣的改變。

產學合作 學分學程 縮短學用落差
據《Cheers》雜誌調查結果顯示，學用落差
是企業面臨人才短缺的主因，「產學能力」儼
然成為企業青睞關鍵。本校於2014年7月舉辦
「淡江大學產學聯盟協議書簽約典禮」，與上
銀科技、中華航空等近200家企業攜手簽訂產
學聯盟協議，提供近千名實習名額，為淡江學
生開啟就業之門，更持續與其他廠商進行產學
合作如：與光寶科技、東元集團等。
本校自92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後，針對各院系所特色、教學研究發展需
求，陸續設置跨系所、跨學院學分學程。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49門學分學程，規劃多元
的課程、企業參訪等內容，讓學生有機會提早
認識職場內容，希望以產學合作方式協助學生
減少學用落差，並培育企業人才，共創雙贏局
面。俄文四楊蕣霞和黃琪涵於大三下時，經甄
選前往技嘉科技公司海外實習，2015年暑期前
往俄羅斯進行為期50天的實習。實習內容主要
為協助商品出貨、商品庫存管理、裝飾商店及
專業文書處理。透過實習，兩位學生不僅學到
專業知識及提升語言應用能力，更深刻感受俄
羅斯文化。
黃琪涵表示：「難得的實習機會讓我更加了
解公司運作模式以及公司如何通過各種管道建
立品牌形象。」楊蕣霞分享：「原本認為俄文
在臺灣較冷門的語言，但經過實習讓我重燃對
俄文的熱情，更消除在異鄉的恐懼。特別感謝
系上協助申請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補助生活
費用。」
此外，2015年6月畢業的德文系校友黃彥
棻，就學期間因修習「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
程」畢業後順利在鼎新電腦公司取得正職，擔
任系統規劃師。「薪水並非重點，能學到東西
才是無價的寶藏。」
黃彥棻在鼎新電腦公司電話銷售部門實
習，工作內容是為公司開拓新客源。黃彥棻表
示：「電話訪問其實就是在訓練膽量，被拒絕
一次，受挫力就會增加一些。」黃彥棻推薦學
弟妹未來若有機會一定要努力爭取，並勉勵千
萬不要害怕犯錯，而是記取教訓，讓自己不再
犯錯。

本校於 2014 年 7 月舉辦「淡江大學產學聯盟協議書簽約典禮」，與上銀科技、中華航空等近 200 家企業攜
手簽訂產學聯盟協議，提供近千名實習名額，為淡江學生開啟就業之門。（本報資料照）

（製表／淡江時報）

一般服務業最愛大學 淡江年度排名
總排名
1

2014
成功大學

2015
成功大學

2016
臺灣大學

2

臺灣大學

臺灣大學

成功大學

3

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

淡江大學

4

政治大學

政治大學

交通大學

5

輔仁大學

臺北科大

政治大學

（製表／淡江時報）

103 學年度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成果展，校長張家宜、時任學務長柯志恩、總
務長羅孝賢及社團學習與實作召集人黃文智等師長共襄盛舉（本報資料照）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榮譽學程自 101 學年度開辦，旨在培養學生成為學術、知性及領袖人才，以增強
畢業競爭力。（本報資料照）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