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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i生活 五虎崗停車場 校安升級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淡水校園安全防護
更臻完善！「淡江i生活」自開學（2月22）日
起，新增「SOS緊急求救鈕」，只要本校教職
員生在校園內遇到緊急狀況，按下求救鈕就能
馬上通知勤務中心，更能透過GPS定位系統鎖
定位置，即刻前往處理。總務長蕭瑞祥表示，
由於雲端科技的發達，行政副校長莊希豐指示

資訊處獲「品質卓越獎」，由葛校長（前排左
5）頒獎並合影留念。（攝影／高振元）

第13屆淡江品質獎
資訊處獲品質卓越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第13屆淡江品質獎
複審1月20日上午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入
圍單位為國際事務學院、資訊處及財務處；審
查結果2月3日揭曉，由資訊處獲得「品質卓越
獎」，葛校長親頒獎座及獎金30萬元，國際事
務學院及財務處則獲得「品質績優獎」，分別
獲頒獎座及獎金5萬元。
複審當日，評審小組召集人，秘書長劉艾
華致詞表示，本校自1992年推動全面品質管
理，不僅讓TQM成為淡江人DNA的一部分，
也獲得包括2009年國家品質獎、連續23年
《CHEERS》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畢業生的成
果，普獲家長及校友肯定，「2006年設置淡江
品質獎以來，參賽單位無不卯足全力，除展現
最好的一面，也充分了解品質的重要性。」
國際事務學院由院長王高成進行簡報，說明
該院透過「增進教師學術研究」、「提升教學
品質」、等具體作法，以達成培養「外交、國
際事務、全球各區域之政治、經濟、社會之學
術與實務人才」目標；未來努力方向則朝「績
效經營建立目標值」、「持續課程改革培育學
生專業能力」及「提升教職員之資訊運用及大
數據分析能力」等進行。
資訊處由資訊長郭經華進行報告，說明該處
透過「舞動教學」、「唱響行政」、「躍升研
究」及「精緻服務」等策略，達到「打造享譽
國際的智慧校園」與「形塑跨越時空的感動服
務」的願景；未來則以「建構全新的數位天
堂，讓淡江大學成為學生的最愛」，「培育心
靈卓越的人才，讓淡江大學的畢業生成為企業
最愛」為持續努力的方向。
財務處由財務長林谷峻進行報告，說明財務
處因應社會轉變，落實企業管理模式、著重會
計分析功能，以及適時提出決策資訊為努力方
向，希望將會計過去「記錄事實」的功能，積
極提升至「導引注意」及「解決問題」的效
能；未來則朝向「服務品質國際化」、「帳務
處理資訊化」及「財務視野未來化」努力。

「優三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統籌會議，系統
廠商說明未來發展。（攝影／潘劭愷）

優三圖書館系統
持續多元強化功能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東吳大學、
銘傳大學合作建置的「優三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1月8日舉行109學年第2次統籌中心會
議，除了檢視系統運作狀況，也邀請系統廠商
說明未來發展及問題解決方案，同時也討論後
續規劃，強化三校合作。
館長宋雪芳說明，圖書館目前採用Alma圖
書館雲端服務平台，為許多世界頂尖大學如美
國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等採用，特色在於
可以整合圖書館各類型資源，因應需求即時新
增相關應用程式，且能透過共建共享的方式擴
大資源運用效益。為了使系統運作更為順暢，
宋雪芳更要求全體館員，包括自己都要通過相
關證照考試，「這樣對於系統操作便能更加熟
練，提供師生更快速且專業的服務。」
數位資訊組組長林泰宏補充，本系統的另一
個特色，在於支援行動裝置，讓目前習慣手機
的網路世代能夠更方便使用，「當然在功能上
也做了許多強化，例如在館藏資料的搜尋、借
書及介購等，讓使用者能更有效率的運用。目
前教職員生對於系統的使用都沒有太大的問
題，容易上手也是這個系統的特色之一。」
對於未來規劃，宋雪芳表示首先盤點三校館
藏資源，透過分析強化資源整合並建構特色館
藏；其次倡議全國使用該系統學校的合作，爭
取更多資源及服務；最後則利用分享書目資訊
至全球圖書系統，提升淡江的能見度。「目前
圖書館每年均協助新進教師註冊ORCID識別
碼（Open Researcher and Contributor ID），
同時逐步建立教師權威檔（authority file），讓
這些資料透過相關連結提升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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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 江 生i 活 新 增 「 SOS
緊急求
救鈕」，本校教職員生於
校園內遇緊急情況可即時通
報。（圖／事務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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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緊急求救相關措施，遂與資訊處研議，強
化緊急求救系統的即時性與定位功能。
五虎崗機車停車場一樓也於2月2日裝設7支
高畫質監視器，事務組組長梁清華說明，以往
只裝設一支監視器，無法充分掌握狀況，為此
總務處加強校園駐衛警巡邏，同時新增監視
器，除維護同學權益，也強化校園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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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團拜 消鼠氣迎牛年

『豐收』之意，本校即將啟動五年期校務發展
計畫，期許同仁們落實超越，一齊牛轉乾坤，
開創新局，延續去年的好表現，讓辛丑牛年成
為淡江大豐收的一年。」
董事長張家宜則代表董事會，感謝同仁們
的持續付出，期望新的一年真正落實雙軌轉
型，同時祝福牛年「鼠」氣全消，同仁們團
結、腳踏實地「犇」向更好的未來；生肖屬
牛的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分享牛刻苦耐勞
的精神與本校「樸實剛毅」的四字校訓十分
相符，祝福同仁「鼠去牛來，牛年旺返」；
文學院院長林呈蓉以「牛耕福田喜迎春」祝
福淡江校運昌隆。
活動中行政副校長莊希豐、稽核長張德文
及教育學院院長潘慧玲分享寒假期間構思校
務發展計畫，學術副校長何啟東、文錙藝術
中心主任張炳煌、全球發展學院院長包正
豪、退休同仁聯誼會理事長馮朝剛等人亦獻
本校新春團拜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葛煥昭校長（前排右4）、董事長張家宜（前排右5）率領 上牛年吉祥語祝賀開工大吉，現場在一片恭
賀祝福的喜慶氛圍中圓滿落幕。
在場同仁共賀新春，期許新的一年淡江大豐收。（攝影／游晞彤）
【記者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新春團拜
2月19日上午10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
蘭陽校園、臺北校園同步連線。會場以「牛轉
新運，從心超越」的標語、「扭轉乾坤開景
運，勤耕福地樂安康」對聯、財神爺、元寶等
布置，充滿年味。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

宜、三位副校長及一、二級主管等逾百名教職
同仁到場共襄盛舉，眾人拱手互賀新春。
葛校長致詞表示，儘管庚子鼠年流年不利，
但本校在教學研究、校友經營等方面皆有亮麗
成績，他特別感謝董事長的指導支持及同仁們
的努力，「牛在我國有『勤勞』、『富饒』與

淡江結盟清華等校 增益產學合作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學術副校長何
啟東、研發處研發長王伯昌、研究暨產學組組
長楊立人及國際產學營運中心籌備小組執行長
丁北辰，1月27日出席於清華大學舉行的科技
部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國立清華大學五校聯
盟」簽約儀式，由何啟東代表淡江簽訂合作意
向書，藉由各校專精領域互補整合，組成關鍵
技術團隊，推動產業需求導向之產學合作，鏈
結企業共同投入前瞻技術研發；同時推動不同
形式之主題式產學合作，促進科研成果產業
化，進一步擴增校際研究與教學實質交流。
五校聯盟為本校與清華大學、政治大學、逢
甲大學、輔仁大學組成，清華大學校長賀陳弘
致詞時，希望透過五校聯盟的緊密合作，共同
發揮更大的產學成效；何啟東則表示，本校持
續重視產學合作的推動，與校友企業間已建立
起緊密合作關係，「淡江27萬校友可以成為平
台的強力後盾之一，可串聯豐沛的業界人脈量

能，轉化為實質產學合作，進而引領產業。」
表示，選定與本校及輔仁大學與逢甲大學合
丁北辰說明，科研產業化平台參酌歐美先進大
作，係因三校均為規模完整之私立大學，擁有
學執行產學合作的辦法，結合各校專長研究領
豐沛之學術能量，「希望藉由合作達到學術交
域，透過平台的一站式服務，蒐羅最新產業知
流目的，同時也能共同在產學合作方面發展更
識、企業需求及研發成果，藉以促進跨校合作
多可能。」
並媒合產學，除可強化教研團隊
與企業的鏈結、保護學校的專利
權益，還可雙向提供學生實習及
企業人才代訓機會，尋求產學共
同成長。
清華大學國際產學營運總中
心執行長林琮庸1月8日曾偕同政
治大學國際產學聯盟執行長王世
方、輔仁大學事業處事業長蔡宗
佑等人蒞校參訪，參觀建邦育成
中心、AI創智學院、智慧自動化 本校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前坐左1）代表本校與國立清華大
與機器人中心，並與何啟東副校 學、國立政治大學、輔仁大學、逢甲大學簽訂科技部科研產
長及本校教師進行交流。林琮庸 業化平台計畫聯盟。（圖／研發處提供）

TQM教育訓練 全面奠基淡江好品質
共268人參與。為了實踐環境永續的理念，本
次教育訓練採用無紙化，同仁自行攜帶載具閱
覽，現場贈予同仁「賈崇探索趣」實境解謎
書，張德文表示，該書由企管系副教授涂敏芬
在USR計畫支持下所製作任務解謎書，可讓同
仁透過書內關卡探索淡水校園特色。
劉艾華介紹「淡江文化」，說明校徽、校
旗與校色、校歌、校訓、校園內
建築的起源與特色外，並解說淡
江品質屋是呈現本校之使命、願
景、價值、策略和治理、講解
三化教育理念、全面品質管理
推動歷程、本校五波的波段發展
等，也向同仁說明本校獲第19屆
國家品質獎等重要榮譽。劉艾華
表示，本校文化豐富且具歷史意
品保處TQM教育訓練由稽核長張德文（左3）主持，（左起） 義，同仁應將之內化為工作時態
總務組組長丘瑞玲、文書組組長王春貴、秘書長劉艾華、教 度，共同珍惜並發揚淡江文化。
育學院秘書單文暄進行分享。（攝影／潘劭愷）
現場準備繡有「樸實剛毅」書包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品質保證稽
核處於110年1月12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
廳，舉辦「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由稽核
長張德文主持，邀請秘書長劉艾華、文書組組
長王春貴、總務組組長丘瑞玲，以及教育學
院秘書單文暄4位分享他們在全面品質管理經
驗，並與臺北校園、蘭陽校園同步視訊連線，

科技部補助研究
梁喻惠將赴瑞典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物理博四梁喻惠獲
科技部110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
將可前往瑞典隆德大學進行學術研究一年，
「很開心獲得補助，希望能藉由自己的經驗，
激勵學弟妹踴躍規劃申請，提升學術能力。」
該計畫為科技部為配合國家長期科技發展需
要，鼓勵國內公私立大學校院培育在校優秀博
士生國際研究經驗而訂定，梁喻惠表示，「出
國研究是當初為自己設定的目標，感謝指導教
授杜昭宏老師的鼓勵，以及目前在隆德大學/
MAX/IV Lab.擔任研究員的黃詩雯學姐大力協
助，才能順利獲得補助；希望除了在學術之
外，也能在語言及文化上有所收穫。」
物理系系主任薛宏中說明，系上非常鼓勵學
生出國開拓視野，目前教授群們努力建立起與
學生的互信關係，同時透過專題實驗室的運作
激發他們對學術的熱情；另外積極尋求與國內
各大研究中心合作，讓學生們有機會提升研究
興趣，擴展學術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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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品，讓同仁舉手搶答。
王春貴說明「文書處理簡介」，介紹公文、
文書、文書處理、公文製作外，並解說本校
公文管理系統（OD系統）種類、公文處理時
限、簽核方式等內容，提醒公文製作應把握
「簡、淺、明、確」等注意事項。丘瑞玲以
「TQM推動執行之經驗分享」為題，說明本
校TQM歷程的4個階段，鼓勵同仁可參與淡江
品質獎、淡江品管圈競賽活動以強化和改善單
位工作流程。單文暄以「從心開始，超越自
己，忘記背後，努力前面」分享自身46年工作
經驗。
綜合座談中，張德文提醒將於4月舉辦109
學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且將持續舉辦
TQM教育訓練。劉艾華補充，同仁除了解淡
江歷史文化也應留意本校重要人物姓名的正確
性，淡江品質獎將會邀請未曾參賽一級單位、
獲系所獎勵評鑑之單位參與。本期二版製作
「全面品質管理教育訓練」專題，請見二版。

國際處寒假活動 境外生體驗臺灣
國際處寒假期間為境外生安排系列活動，包括「揮毫潑墨春聯迎新」、「友善家庭溫馨過
節」、「臺灣農村窯烤體驗」、「美食饗宴大展身手」，及線上直播「境外生春節聯歡會」，
除充實寒假生活，也帶領他們進一步體驗臺灣各式文化風情。（文／劉江、林曉薇、潘劭愷）

葛校長（左4）與108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合
影。（攝影／高振元）

歲末聯歡因疫停辦
頒獎典禮移師覺生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因受疫情影響，
本校停辦原訂於2月4日舉辦之「109年度歲末
聯歡會」，會中預計揭曉之「第13屆淡江品質
獎」，以及108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獎」、
108學年度「優良職工」及「優良助教」，2月
3日上午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葛煥昭校
長親自頒發。
葛校長致詞時說明歲末聯歡因疫情停辦，除
108學年度「教師執行研究計畫績效卓著獎」
將獎牌直接送予得獎教授，包括「淡江品質
獎」等獎項提前頒發。接下來進行淡江品質獎
影片播放，同時揭曉結果，資訊處獲得「品質
卓越獎」，國際事務學院及財務處獲得「品質
績優獎」，由葛校長親自頒獎，並合影留念。
本次歲末聯歡表演活動由秘書處規劃，秘書
長劉艾華表示，適逢本校70週年，同仁們精心
策劃相關表演活動並積極排練中，可惜因疫情
停辦。「感謝大家的努力，明年若繼續由秘書
處舉辦，我們還是會努力規劃精彩的節目。也
希望疫情能快快過去，恢復原來的生活。」

蘭陽各系遷回淡水
完成初步相關規劃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蘭陽校園全球發展
學院將於110學年度遷回淡水校園，在行政副
校長莊希豐召集相關單位共同研議規劃後，目
前已完成初步規劃，包括課程、住宿、教師研
究室、行政人力與空間、電腦實習室擴充機
位、圖書搬遷等事項，希望能夠讓新生在新學
年順利就讀。
課程方面，全發院提供通識課程開課需求及
師資安排給教務處，由通核中心通盤規劃；教
室方面，109學年度第2學期起，各系專用教室
優先排所屬學院課程，空出的時段交由教務處
排課，若仍有空檔才做該院其他次要用途，
希望週一至五充分且平均的使用教室，8:00至
18:00 的教室儘可能排滿；會文館210及211兩
個房間則撥用為觀光系實習旅館教學。
住宿方面，110學年度將配置原全發院一年
級學生於淡江學園，4-5樓為女生樓層，6-7
樓為男生樓層，宿舍生活公約與住宿規定，循
目前淡江校園學生宿舍輔導手冊規定辦理。教
師研究室方面，總務處則依全球發展學院需求
進行安排，提供足夠數量之教師研究室。
行政人力與空間部分，110學年度起將增聘2
名約聘行政人員分別處理觀光系與政經系，及
語言系與資創系業務；空間方面則提供T1105
供政經系及觀光系使用，111學年度則提供
T903供觀光系使用。
電腦實習室除現有電腦實習室擴充機位，並
將E314實習室2樓改為工學院電腦實習室；觀
光、語言、政經3系所需英文軟體，則由資訊
處教學支援組協助安裝；圖書搬遷部分，目前
已移回圖書2萬餘冊，並完成書標重製、修改
系統館藏檔、移館清冊及上架等作業。

網路看更大

條

http://tkutimes.tku.edu.tw/

成大圖書館館長來校參訪
成功大學圖書館館長王涵青帶領系統組組
長周正偉、採編組組長郭乃華等同仁，1月8
日蒞校參訪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由館長宋
雪芳及各組組長接待，帶領參觀圖書館相關
設施與館藏，同時分享「優三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建置經驗。（文／潘劭愷）

榮退茶會展望未來新生活
（圖／USR辦公\室提供）

（攝影／劉江）

（攝影／劉江）

人力資源處1月12日於覺生國際會議廳舉
辦「109學年度第一學期退休同仁歡送茶
會」，共19位同仁退休，7位出席茶會，接
受葛煥昭校長、張家宜董事長、退休同仁聯
誼會理事長馮朝剛等近百同仁到場歡送 ，
同時分享退休感言。（文／潘劭愷）

加退選作業3月2日展開

（圖／國際處提供）

臺北校園：106302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308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攝影／鄧晴）

本學期「學生加退選課程」作業將於110
年3月2至8日辦理，各年級加退選課程開
放時間請至課程查詢系統（網址：http://
esquery.tku.edu.tw/acad）「選課、考試、註
冊及繳費等須知」查閱。（文／陳律萍）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編輯／潘劭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