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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素質提升奪全國冠軍 自我能力提升、校友提拔私校第一

《遠見》企業最愛調查 淡江蟬聯私校三連霸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 圖／陳宛琳）

盲生咖啡小館再開張 物美價廉
【記者翁浩
原淡水校園報
導】盲生資源中
心咖啡小館於上
週重新開張了！
以「溫馨廚房」
的營運方式，
提供10元土司、
紅茶，及20元咖
盲生資源中心咖啡小館重新開張，成為同學討論報
啡，陽光灑下的
咖啡小館，成為 告、休憩的場所。（攝影／吳佳玲）
同學討論報告、休憩的好場所。
咖啡小館營業時間為每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11時，由盲生中心身障生、
義工爸媽等人負責販售，承辦人邱存能表示，再次營業不以營利為目的，主
要是讓身障生能習得一技之長。盲生資源中心執行祕書洪錫銘也表示，身障
生藉由經營咖啡小館，可增加與一般生交流、接觸的機會。資傳四李慎方表
示，咖啡是現場研磨的，且價錢與校外店家相比之下便宜許多，品嚐起來別
具風味。

【記者林世君、李佩穎、陳思蓓淡水校園報導】
《遠見雜誌》與104人力銀行合作「2009企業最愛大學
院校評鑑」調查，結果日前出爐，本校連續3年蟬聯私
校第一，並摘下「畢業生素質提升最多」項目之全國
冠軍，而 「進入職場後畢業生自我能力提升最多」、
「校友最愛提拔學弟妹」二項排名全國第3，僅次於台
大、成大。
校長張家宜表示，遠見雜誌的調查結果將增強本校
即將畢業的學生，找工作時的信心。對於本校獲得私
校第一及畢業生素質提升最多，她指出，這是本校長
期重視「三環五育」及推行全面品質管理的成果。
針對「校友最愛提拔學弟妹」項目本校獲得私校第
一，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主任薛文發表示，本校設
立校友處10餘年，目前世界各地校友會總共有153個，
校友會凝聚校友力量，除了支援母校，也積極提攜學
弟妹，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本校學生有實力、態度
好，讓校友們願意錄用。
「最積極促進畢業生就業的學校」項目，本校排名
僅全國第9，私校中次於元智和逢甲，顯見此項目各校
競爭激烈。對此，生涯規劃暨就業輔導組組長朱蓓茵
表示，未來將繼續針對同學需求，策劃相關活動，密

TQM研習鼓勵發掘問題 落實品管圈
【記者莊雅婷、陳維信淡水校園報導】「97學
年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於1日在覺生、驚聲國
際會議廳舉行，並與蘭陽校園視訊同步召開，研習
主題為「建立品管圈（QCC），落實TQM施行成
效」，會中國瑞汽車（TOYOTA）副總經理王派榮
建議本校，提升教職員生發現問題的能力來強化品
質管理。校長張家宜於開幕典禮中表示，本校品管
圈的精神與企業有落差，所以仍須持續改進，並指
示「請全校各單位於會後著手規劃，確實執行品管
圈」。
專題演講部分，王派榮以「國瑞汽車品管圈的
推動與案例」，分析該公司初期引進品管圈時遇到
的困難及做法，他說：「開會時，最痛苦的就是沒

人願意提出問題，就算發現問題也顧忌其他因素而
保持沉默。」該公司實行品管圈採取由基層擔任推
進委員，以鼓勵士氣、創造開朗和充滿活力的工作
環境為理念，並培養解決問題能力及基層人員的領
導能力。為了更具體的說明，王派榮舉該公司案例
「第二製造部引擎課－活塞圈」，說明其運用品管
圈如何有效解決引擎下箱蓋滲油不良的問題。
此外，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學評鑑發展組組長白滌
清以「持續改善（PDCA）流程與品管七大手法簡
介」為題，回顧本校實行全品管16年的歷程，他表
示，工作團隊一同探討工作上的問題，找出解決之
道，就是所謂的「品管圈」。他介紹檢核表、特性
要因圖（魚骨圖）、柏拉圖（20／80法則）、直方

教學評鑑即起網路填答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發展組即日起將
實施本學期教學評鑑，共分兩梯次進行，畢業班課程即日起至17日止，非
畢業班及研究所課程則將於5月25日至6月7日實施。
教學評鑑以線上填答方式進行，網址為http://www.emis.tku.edu.tw，進
入網頁後分別點選「大學部網路教學意見調查系統」或「研究所網路教學
意見調查系統」，任何可上網之地點，均可上網評鑑。學生可以「勾選」
的方式，針對教師教學作滿意度評比，或以「輸入」方式表達教學建議，
調查結果將提供任課教師教學參考。教評組承辦人巫孟蓁提醒，畢業班學
生選修非畢業班課程，或非畢業班學生選修畢業班課程者，請特別留意於
評鑑日期內自行上網評鑑。

申請SCI、A&HCI 本校期刊躍躍欲試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本校學術期刊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再
增競爭力，研究發展處日前再次邀請Thomson路透社資深區域經理梁銘心蒞
校，與各期刊執行編輯等相關人員座談SCI、A&HCI選刊機制及申請程序。
梁銘心表示，期刊的準時性、區域性、流覽量及編輯能力等，都是評選標
準重點。簡報中，他引用ISI Web of Science統計資料指出，淡江理工學刊論
文被引用次數逐年成長；Tamkang Journal of Mathematics（淡江數學）表現
也同樣亮眼，多次被美國及印度等國引用。出版中心主任黃輝南表示，再次
舉辦活動，主要是讓各單位更加清楚選刊標準。研發長康尚文指出透過這次
的會議，讓出版中心各期刊更清楚SCI、A&HCI申請程序，期待未來本校出
版的期刊都能躍上國際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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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散佈圖、層別法及管制圖等品管的七大手法供
大家參考，希望全體同仁平時可運用以檢視工作的
品質和績效。
Q and A時間分別由學術副校長陳幹男及行政副
校長高柏園主持，EMBA執行長王居卿提出：「解
決問題的能力是否比發現問題能力重要？」王派榮
則認為，解決問題的能力的確很重要，但可以從經
驗中傳承、學習，以經驗來看，員工往往較缺乏發
現問題的能力，建議積極培養。蘭陽校園資軟系系
主任林銀河則提問：「企業如何看待教育目標的設
立？」王派榮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培育學生樸
實用心的工作態度和精神。」

亞洲當代繪畫展 國寶級大師雲集

預防新型流感 校醫籲：勤洗手
【記者林芳如、戴瑞瑤淡水校園報導】新型流感陸續在世界各地傳出疫
情，本校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心提醒教職員工生隨時注意疾病管制局最新
疫情通報，衛生保健組組長談遠安則呼籲師生勤洗手，若有感冒症狀立即前
往醫院檢查。
談遠安表示，H1N1新型流感與感冒症狀類似，主要透過飛沫與接觸傳
染，因此要注意個人衛生、避免長期出入公共場所、多洗手，並維持生活
作息正常，以提高抵抗力。而蘭陽校園大三學生即將陸續回國，教師們在
MSN、Email上再三叮嚀留學在外的學生，多注意身體的保養及出入公共場
所小心防範。
總務長暨環安中心主任鄭晃二指出，本校將針對新型流感研擬因應計畫，
同學無須過度恐慌，但應隨時注意個人健康狀況及衛生習慣，新流感相關資
訊可上環安中心網址（http://www2.tku.edu.tw/~az/），連結至疾病管制局
瀏覽。

切與各系所聯繫，加強與系所間的合作，並協助同學
了解進入職場前的準備工作，積極培養職場能力及良
好的工作態度。
另外，調查顯示，企業與經理人認為私立大學畢
業生待加強的特質為「國際觀與外語能力」、「專業
知識與技能」，而私立大學新鮮人在「專業知識技
能」的信心明顯不足。張校長表示，專業知識技能的
部分，本校長期推動國際化及提升外語能力，如將大
一英文延長為兩年的必修課程等，不斷努力提升學生
的能力。學術副校長陳幹男也表示，學校提供許多海
外學習的管道及資訊，如安排大三學生出國培養國際
觀。調查中顯示，企業與經理人認為私立大學最具備
的特質為學習力、配合度和創造力，對此陳幹男指
出，本校表揚校內外競賽獲佳績的同學，希望藉此樹
立榜樣，增進同學的學習、創造力。
財金四張倫華表示，很高興學校再度蟬聯私校第
一，與有榮焉。由於經濟不景氣，許多人擔心畢業即
失業，但本校「校友最愛提拔學弟妹」項目排名是全
國第3，加上若善用學校提供的就業輔導，找工作應不
至於太恐慌。

文錙藝術中心舉辦「亞洲當代繪畫聯盟展」，許多知名畫家參
展，上圖為日本國寶級大師古賀正夫的《光明寺的紅葉》粉彩作
品。（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
心即日起至7月31日，推出「亞洲當代繪畫
聯盟展」，共有來自日本、韓國、台灣、大
陸、馬來西亞等地37位知名畫家參展，其中
不乏各國國寶級大師，如日本古賀正夫、馬
來西亞鍾正山、台灣李奇茂等。本週五（8
日）上午10時30分，在文錙藝術中心舉辦開
幕茶會，與會者可免費獲贈全彩精緻專輯畫
冊及參展畫家簽名。
參展畫家包括多位跨越多個世代的知名
畫家，從1924年出生的日本畫家古賀正夫到
1983年出生的台灣畫家陳盈如，畫作包含水
墨、油彩、粉彩、色鉛筆、版畫等。37位畫
家揉合古今中外技法與思想，從細緻描寫的
寫實到大筆揮灑的寫意，從具象的人物、風
景、靜物，到繽紛燦爛的抽象世界，畫風多
元，歡迎參觀。

從電影看教學 教師領悟聆聽

【記者吳家彤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
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日前在I301舉辦教
學工作坊：「從電影看教學」，邀請全校
教職員觀賞影片《街頭日記》，由大傳系
副教授王慰慈進行賞析及講評，除了舒緩
教師忙碌的教學、研究生活，也透過電影
觀摩與同儕經驗分享，吸引多位教職員參
加。
西語系講師裴兆璞表示，藉此活動，與
其他老師分享教學經驗，討論觀看影片心
得，透過影片探討案例，比起看書更容易
了解，也比較生動，從這個影片獲得的最
大心得是「聆聽」，片中主角就是聆聽學
生的想法，而不是逼迫學生做她覺得對的
事，這是許多老師所缺乏的。

歐盟週系列活動今起展開 8日辦研討會
【記者林世君淡水校園報導】歐洲研究所、覺生
紀念圖書館及歐洲聯盟研究中心合辦「歐盟週」，
今至8日舉辦一系列的相關活動，包括學術研討
會、有獎徵答、歐洲主題書展、電影欣賞及講評
等，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歐研所所長郭秋慶表示，希望藉由歐盟週的活
動，讓大家更了解歐盟，視野更開闊。8日上午8時

30分，在外交部的贊助下，本校與臺灣歐洲聯盟
中心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及I501舉辦「台灣與歐洲聯
盟：經貿、科技暨文化前瞻研討會」，研討台灣與
歐盟關係的實質面，及台灣可向歐盟學習、借鏡之
處。
4至6日每日下午2至4時在圖書館大門舉辦「歐洲
日」有獎徵答，獎品包括手機吊飾、領帶等；4至

7日晚上6時30分在圖書館203室舉辦歐洲電影欣賞
與賞析；4至31日在圖書館閱活區，舉辦歐洲主題
書展--「閱讀歐洲、品味歐洲」，精選200餘冊圖
書，讓你不出國也能品味歐洲。另於6、7日下午2
時20分在301指導室，舉辦「掌握歐盟資源」講習
課程。

實習旅館開幕 蘭陽生欣喜
長劉艾華等人一同開啟驚喜禮物盒，繽紛的氣球剎時升
起，增添喜悅的氣氛。4位旅遊與旅館管理學系同學特
地從宜蘭前來接待這次開幕茶會，並示範鋪床技巧。
張校長指出，目前世界各國皆重視旅遊品質與發
展，本校於2006年在蘭陽校園成立旅遊系，藉由全人教
育、英語教學、大三出國等政策，傳授旅遊及旅館事業
經營管理所需之相關專業知識。本校於寒假期間重新裝
潢會文館，並成為旅遊系的實習旅館，這是一個很好的
實習機會，培養同學未來能到一流的飯店服務。
劉艾華提及，會文館經過大變身後美輪美奐，旅遊
系同學十分開心多了一個新的實習地點，希望未來能提
實習旅館日前舉辦開幕茶會，往上升起的繽紛氣
供住宿貴賓一流的服務。旅遊二黃鈺婷表示，第一次來
球，增添喜悅的氣氛。（攝影／洪翎凱）
【記者林芳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會文館於上月30日 到會文館，發覺裝潢十分漂亮、典雅，希望未來有機會
舉辦實習旅館開幕茶會，由校長張家宜、創業發展學院院 能到會文館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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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時報電子報本週延後出刊，將推出品質特
輯報導，5月5日下午請見e-mail，敬請期待！
演講看板
█淡水
日期/時間

█蘭陽

主辦/地點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5/4(一)
11:00

經濟系助理教授蔡明芳
平行輸入與仿冒行為
台灣藝術大學教授孫瑞穗
5/4(一)
教發組
創意教學與學習如何可能-兼談
12:10~14:00
I501
「部落格互動式教學」經驗
5/4(一)
保險系 國泰人壽大陸發展室副處長吳國輔
中國大陸保險市場概況
14:10~16:00
B505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科技系教授翁靖如
5/4(一)
化學系
Anti-tumor mechanisms and structural
14:10~16:00
Q409
optimization from indole-3-carbinol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教授許祖斌
5/5(二)
物理系
Geometry of Quantum Mechanics: geometric
14:10
S215
phases, and quantum entanglement
5/5(二)
數學系 數學系教授曾琇瑱
14:30~15:20
S433
圓柱形電雙層內電位之疊帶解
5/5(二)
財金系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總經理邱靖博
金融市場與專業證照
15:00~17:00
C011
5/5(二)
創業研習社 歐德傢俱董事長陳國都
18:30
Q306
攀登高峯的立場
5/5(二)
星相社 易經協會理事余學金
19:00~21:00
C013
手面相關愛情
美國紐約Gouverneur 醫院心理師林淑萍
5/6(三)
教心所
美國心理治療概況簡介兼論國際學生跨文
12:30
Q212
化適應-以美國與在台留學生為例
5/6(三)
航太系 漢翔董事長特助兼公司發言人李適彰
我國航空發展史
14:00~16:00
E830
5/6(三)
決策系 港商高誠保險經紀公司副總經理吳福山
保險服務與行銷策略
14:10~16:00
E504
5/7(四)
住輔組 崔媽媽基金會法務秘書陳怡君
如何挑選好房子，契約該如何訂立
10:00~12:00
B603
5/7(四)
資圖系 天下雜誌副總經理鄭宜媛
閱讀讓改變看得見-從天下雜誌看希望閱讀
10:00~12:00
L507
5/7(四)
資訊系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助理教授籃玉如
行動科技與外語學習
10:10~12:00
E819
5/7(四)
會計系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前所長羅子強
會計師事務所組織與管理
10:10~12:00
B712
5/7(四)
保險系 保險系主任高棟樑
14:00
B712
核保理賠實務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教授丘政民
5/7(四)
統計系
Modeling Hazard Rates as Functional Date for the
14:00~16:00
B302A
Analysis of Cohort Lifetables and Mortality Forecasting
5/7(四)
英文系 中正大學外文系教授王明月
14:00~16:00
B601
中世紀文學中的化外之民
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范俊逸
5/7(四)
資訊系
Anonymous Fair Transaction
14:10~16:00
E819
Protocols Based on Electronic Cash
5/7(四)
大陸所 鈺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昭焚
從全局佈局到深耕大陸-以鈺德、碩禾兩公司實例分析
16:00~18:00
T505
5/8(五)
資訊系 IBM大中華區軟體事業群總經理陳永生
軟體工程師就業市場與技能解析
10:10
E514
5/8(五)
西語系 行政院新聞局編輯何其忠
10:10~12:00
T608
筆譯：文化差異與翻譯
夏姿服飾有限公司品牌經理謝曜燦、台灣
5/8(五)
法文系
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行政助理陳玲玲
10:10~12:00
E302
職場生涯經驗分享
經濟系助理教授林彥伶
5/8(五)
商學院
The Effects of Empdyment Protection on Labor
10:20~12:00
L522
Turnove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aiwan
長庚大學工管系助理教授棗厥庸
5/8(五)
產經系
Discovery Intraday Price Patterns by Using
14:10~16:00
B511
Hierarchical Soft Organizing Map
國家地震中心副研究員林子剛
5/8(五)
土木系
Structural Health Honitoring by Bayesion Damage
14:10~16:00
E830
Classificat with A R-ARX Array Expression Date
5/8(五)
德文系 文字工作者侯維玲
15:20~17:00
T311
台灣出版市場與青少年文學

經濟系
B505

台北校園
5/7(四)
19:10
5/8(五)
18:30~21:30
5/9(六)
9:30~11:30

為永續把脈 國際
（攝影／陳怡菁）
丹麥哥本哈根皇家藝術學院教授歐狄龍（左
二），在輕鬆氣氛中，傳授學生建築概念。
【記者張靜怡、陳依萱淡水校園報導】未來學
研究所於上月28日邀請澳洲保育基金會總裁、知
名未來學者伊恩‧羅（Ian Lowe）在覺生國際會
議廳演講「 Creating the Sustainable Feature」，吸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台北

財金系
D222
財金系
D223
保險系
D501

寶碩財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施敏雄
金融風暴與信用評等改革
協合國際法律事務所顧問吳必然
國際併購案例研討(二)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公會理事長石燦明
危險管理-產險市場、個人與富邦經驗

未來
建築

學者開講

引許多師生前往聆聽。
伊恩‧羅在演講中提到，想要永續發展，就得
在環境、經濟及社會狀況間取得平衡，但不能造
成未來子孫的負擔，可從改變生活及態度做起。
未來所碩一黃貫書表示：「這場演講讓我對『永
續發展』有進一步的認識與啟發，受益良多。」
另外，建築系於上月27日至本月4日邀請丹
麥哥本哈根皇家藝術學院教授歐狄龍（Odilo
Schoch），主持為期一週的工作營，針對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及永續生態建築
設計等內容進行講授，並讓學生以BIM思考模式進
行分析。歐狄龍教授表示，本校學生具有全方位
的思考、分析能力，希望經由工作營讓同學學習
怎麼實行好的概念，並期許能正視「建築永續發
展」觀念，創造零能源耗損的建築。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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