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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格言： 一次就做好，不會有煩惱；二次才做好，東奔又西跑；三次才做好，吃力不討好。

淡江版星光大道 歲末狂high

校長飆歌 兩院長扮大頭佛

（攝影／曾煥元）

歲末聯歡會中舉辦摸彩，中獎者高呼、狂喜。

中獎者好樂！

九十八年度歲末聯
歡中小獅隊表演
﹁祥獅獻瑞﹂，校
長張家宜特別致贈
紅包賀歲。

卓越自評 專家：應樹立獨特主軸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卓越計畫
自我評鑑暨成果發表會」於上月20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校
長張家宜帶領一、二級主管，並邀請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副校長姚立
德、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教務長蔡武德，以及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教學卓越中心主任徐濟世等專家學者，檢驗本校卓越計畫執行成
果。發表會最後，專家學者建議，除了在基本指標上努力外，應樹立具理想
性與創意獨特性的主軸，增加卓越計畫的無可取代性，報告呈現則應加強剖
析執行成效、影響及效益。
發表會由學術副校長陳幹男報告教學卓越計畫辦公室執行成果，學教中心
主任徐新逸、學務長柯志恩、教務長葛煥昭及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等4位分
項計畫主持人，分別針對「精進教師品質」、「建構學習品質」、「貫徹課
程品質」及「創新視野品質」4個分項，於上學期舉辦的活動進行成果報告，
展示書面資料，並說明截至目前的實行進度。
會後座談中，姚立德表示，本校4項分項計畫四平八穩，建議可注入屬於
淡江的特色，他以「期中二一預警通知」為例指出，此為其他學校少見的做
法，是項獨特的計畫，對於學生學習扮演重要的輔助角色，可以加入更多配
套措施，協助學生度過學習困難。
蔡武德則以TQM的精神稱讚本校全體動員，積極為卓越計畫努力。對於
報告呈現，他以「一圖二表三比較四成效五呱呱叫」順口溜，建議本校內容
中，應呈現以前、現在、未來的策略為何，並加入具有挑戰性、超越性的目
標。徐濟世以同為「淡江人」身分，表示淡江學生在學習、社團上都有很好
的成績，應多分析其在卓越計畫實行前後的改變。他說明，本校計畫中，教
師社群的組成成分太單純，效果反而不顯著，建議可跨院系組成，激發更多
創意火花。
對於3位專家的見解，張校長在總結中說明，今天是卓越計畫的第一步，
本校會重新思考創意、主軸及注入理想性，對目前計畫做更詳細的規劃與改
進，「教學卓越計畫是全校性動員的長久計畫，須落實至每一個單位，讓各
計畫都能發揮它最大的成效。」

卓

越

1月11日，創育中心主任蕭瑞祥（左前一）與北京賽歐科技園孵
化中心有限公司總經理梅春才（右二）簽訂協議書，將來對台
灣中小企業擴展大中華地區市場很有幫助。（攝影／林奕宏）

創育中心聯盟北京孵化基地

【本報訊】本校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於上月11日，與北京賽歐科技
園孵化中心有限公司簽訂策略聯盟協議書，由創育中心主任蕭瑞祥與北京賽
歐公司總經理梅春才進行簽約儀式。雙方協議互為台北及北京各育成中心的
聯絡總窗口，並提供相關資訊及辦公空間。蕭瑞祥表示，希望可以幫助台灣
中小企業擴展大中華地區市場。
北京賽歐公司成立於2000年，為北京市高新技術產業孵化基地及國家高新
技術創業服務中心，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培育初創型中小高新技術企業和
企業家為宗旨，並支持大學畢業生自主創業。蕭瑞祥表示，廠牌的建立與培
養需要龐大市場，台灣各中小企業對大陸市場的營運模式及法規所知有限，
透過這項合作，賽歐公司將提供相關協助，以及該公司科技園孵化中心空
間，作為本校創育中心各中小企業赴大陸培育業務使用；未來，本校培育出
的創業團隊亦可引薦到大陸參加創業競賽，以尋求更多發展的可能性；而本
校數位文創研究已累積一定的能量，未來將提供大陸相關訊息，讓雙方互補
得到更多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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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98年度歲
末聯歡會於上月28日，由帥氣的校長室秘書黃文
智，以及集美貌與智慧於一身的美洲所所長陳小
雀主持下，在活動中心熱鬧登場。表演活動由國
際研究學院及教育學院主辦，校長張家宜應邀上
台飆歌，帶著大家合唱〈月亮代表我的心〉，
現場強強滾！猶如歌唱大擂臺。
活動首先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暨國際研究學
院院長戴萬欽及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打扮成
大頭佛，帶領兩組小獅隊表演「祥獅獻瑞」
揭開序幕，戴萬欽及高熏芳完全不計形象，滿
場跑跳、揮舞大葵扇戲獅，配上吉祥喜慶音樂，
台上台下一片歡樂喜洋洋！高潮「淡江大歌星
接力賽」採自由報名，共10人參賽，現場好像淡
江版星光大道，不管是平日講台上正經嚴肅的老
師，或辛苦為大家服務的工友阿姨，一改平日形
象全都變成了台風穩健、歌聲了得的大歌星，台
下觀眾個個聽得目瞪口呆，無法置信。
另有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長游家政伉儷合奏古
箏及二胡、教職員團契及國際學院教職員獻唱，

並播放短片回顧全校人員在98年1年來辛苦的付
出，台下教職員工看到自己出現在螢幕中，不時
傳來掌聲、驚呼與大笑！最後由兩院教師大跳
〈老師、老師〉，扭腰擺臀，全場high翻天！
穿插於活動中的摸彩尤其令人期待，200多個
大小獎項為新年送上好彩頭，一改表演時的歡聲
雷動，公布得獎者的那一刻，個個屏氣凝神豎耳
靜聽，號碼唸過後四下不斷傳出尖叫與狂喜。活
動就在最大獎獎金3萬元得主圖書館非書資料組
組長丁紹芬揭曉後劃下完美的句點，頓時間，全
場對他抱以羨慕的眼光。丁紹芬手舞足蹈，興奮
的說：「不敢相信自己如此幸運，有了這個紅
包，是個好彩頭，也會請同事喝飲料！」
表演最後，戴萬欽與高熏芳將主辦旗幟授予下
屆主辦單位軍訓室主任陳國樑及體育室主任蕭淑
芬時，全場都為國際學院與教育學院報予熱烈掌
聲，蕭淑芬說：「今年活動很精彩，看得出主辦
兩院的用心，明年我們會突發異想、突破形象，
帶給大家更難忘的party！請大家拭目以待。」

總統任命 林宜男借調公平會委員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前國際貿易學系主
任林宜男於本月1日，由總統馬英九指派任命為行
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借調任期為3年。林宜
男表示，很高興能為國家服務，希望發揮所學，讓
大家在一個公平、良好的環境下競爭或交易。
林宜男於1995年取得英國劍橋大學法學博士，同
年在本校國貿系任教，曾擔任經濟部貿易調查委員
會顧問等職位。他指出，公平會委員的工作主要為
掌理企業獨占、結合及聯合行為之調查處理事項，
避免企業聯合漲價、壟斷市場，或調查處理虛偽不
實、引人錯誤之表示或廣告行為等。「我人生中的
第一份工作是在淡江，很感謝淡江的鼓勵及栽培，
所以任期內將會繼續在本校兼課，也將在課堂上與
學生分享實務經驗。」

管院品質格言 今起每週秀一句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為了提升品質管
理，管理學院於去年11月出版「品質格言錄」，院
長王居卿表示，格言錄裡的100句管理格言是院內
教師、同仁腦力激盪的結果，希冀將TQM的核心
觀念點出，並運用在教學、行政上，讓管理學院能
更加進步、創新。
王居卿以「臉上有個疤，愛人尋野花」為例，以
「疤」比喻商品瑕疵，「愛人」為顧客之意，亦即
若商品未能做好品管，一有瑕疵，顧客極可能到外
頭另找新的商品，藉此時時警惕、改進。本報自2
月22日出刊之776期起，將在一版刊載格言，以期
本校師生、同仁互相惕勵，全面提升品質。

淡品獎揭曉 會計室績效出色簡報完善奪標
【記者莊雅婷、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第四屆淡江
品質獎得獎名單於上月28日歲末聯歡會中揭曉，由第2次角
逐的會計室勝出，校長張家宜親自頒發水晶獎座及15萬元獎
金。得知獲獎當時，會計室立刻響起歡呼聲，領獎時，單位
同仁更是興奮地在台上手舞足蹈。
會計室主任顏信輝開心地表示：「能得到評審委員的肯
定，真的很開心。這次得獎不是結束，而是進步的開始，未
來將努力貫徹淡品獎『持續進步』的精神。」會計室同仁
為了這次淡品獎「真的是衝了！」顏信輝看到他們下班後
還特地留下來加班，積極地準備相關資料，不斷反覆練習簡
報，心裡真的很感動，「這次拿下淡品獎，一切辛苦都值得
了！」
淡品獎評審小組召集人、主任秘書徐錠基表示，「會計
室勝出的關鍵就是簡報資料充分，相當符合淡品獎的要求，
且績效呈現及簡報相當完善、出色，奪走淡品獎寶座，可說

是實至名歸。」對於未獲獎的其他4個單位總務處、資訊中
心、管理學院及機電系，徐錠基表示，這些單位的整體表現
也很不錯，評審委員評分時著實傷透腦筋。對於下次想申請
淡品獎之單位，他建議，準備簡報資料時，要善用PDCA管
理循環作案例的說明，並充分顯示出八大構面的內涵，那麼
下一屆的淡品獎就有可能是你。

出納組管理流程表現優 獲總品獎嘉勉
【記者林奕宏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為提升服務品質所
精心設置的迷你金鐘獎─「總品獎」，得獎名單上月26日揭
曉！由出納組奪標，該組組長孫扇掩不住興奮地表示，很
榮幸受到肯定，過程雖然辛苦，但可徹底檢討組內每個運作
細節，十分值得！由校長張家宜頒發3萬元獎金，肯定同仁
們一齊為淡江品質所作的努力，她笑說：「出納組得到品質

獎，全校錢的品質管理就可以放心了。」
這次總品獎總務處七個組全數參加，從去年10月起，全員
卯起來拚品質，競爭十分激烈。而評鑑過程一點也不含糊，
實地訪評由校內外共五位專家進行審查，台塑企業麥寮廠廠
長陳偉堅擔任主持。對於出納組的表現，評審表示，該單位
有些績效是支援性的，整體績效並不是最好的，但是對於流
程的管理十分有效，重點績效的表達也很明確。
對於參賽單位的整體表現，評審表示，如何將繁雜的業務
內容在短時間內說清楚，讓委員了解績效重點很重要，有的
單位績效很好，但沒有表達出來，很可惜！並建議，專心在
一、兩件重要的績效上，就競賽來說反而有很好的效果。
總務處大家長總務長鄭晃二表示，總品獎以競賽來激勵
團隊精神，當每組都以「爭取最好的品質」為目標而努力，
品質自然提升，這也是品質獎的真正目的；經過幾個月的努
力，很高興看到「品質管理」已成為總務處文化的一環。

溫馨退休宴 憶淡江緣哽咽不捨
【本報訊】上月12日正值寒流來襲，淡水低溫6.2度，覺生國際
會議廳裡則一片暖呼呼！原來是人事室為98學年度第1學期退休人
員舉辦榮退茶會，百餘人參加，由在職人員溫馨獻花、唱歌「祝
福」，場面超溫馨！退休人員分享心情點滴時，英文系副教授陳
惠美談到，學生時代便與淡江結下濃厚的緣分，如今退休因不捨
而哽咽落淚，讓台下許多與會者跟著紅了眼眶。
活動中，校長張家宜一一贈送校景水晶座，並代表學校表達
祝福，她說：「感謝各位將人生中最黃金的歲月奉獻給淡江，希
望退休後仍保持身體健康，並有更好的人生規劃。」女聯會理事
長黃鴻珠也代表致贈紀念品，並笑稱「退休人員卸下忙碌的工作
後，從今可以睡到自然醒。」人事室特別為每位退休人員錄製
VCR，剪輯其過去生活點滴及在校教職員生的祝福，隨著畫面一
幕幕播放，勾起許多回憶，讓在座退休人員感動不已。
退休人員中，數學系教授楊國勝是本校數學系第一屆校友，
在校服務41年6個月，他回憶返校任教的經過表示，與淡江的感
情很深刻，很高興有機會回校任教。物理系副教授陳惇二是學生
心目中的好老師、好朋友，常與學生打成一片，有顆年輕的心，
他說：「搭捷運時有人讓座，才驚覺歲月匆匆，雖然不捨但該退
休了！」土木系副教授郭瑞芳在校任教38年，桃李滿天下的他表
示，不管走到哪都能遇到表現傑出的學生，是他最大的驕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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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碩士班考試熱季又將來臨，為避免
同學們錯過報名期限，教務處提醒，本校99學年
度碩士在職專班、二年制在職專班即日起至25日報
名，3月6日考試；碩士班報名至3月1日，3月14日
考試，歡迎報考。詳情請上網http://www.acad.tku.
edu.tw/exam/exam-main.asp?type=extypeframe或電
話26215656轉2513、2208查詢。

統計系&雲南大學締姊妹系

體育室主任蕭淑芬（右）在退休茶會中，獻花給數
學系退休教授楊國勝（左），讓楊國勝感動不已。
（攝影／張豪展）
人熱心，大家稱呼「韓媽」的水環系專員韓東美，退休後將到大
陸定居，家人也到場分享這感人的時刻，她說：「我與家人將永
遠懷念淡江。」

電機師生聯手 研發
【記者陳頤華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
師生研究功夫了得！系主任翁慶昌帶領系
上兼任助理教授李世安、博士生劉智誠等
研究團隊，以「全方位移動控制系統」及
「粒子群最佳化演算法之加速裝置」兩項
計畫，於日前雙雙通過中華民國專利，研
發能量不容小覷。
劉智誠表示，「全方位移動控制系統」
是為了讓機器人跑得更快，贏得機器人
足球賽而研發；未來可應用在日常生活各
種移動平台上，如：輪椅、實用化機器
人等。他以機器人為例，傳統移動載具進
行前、後移動十分順利，但側向移動就必
須大弧度轉彎，運動程序相當繁複，此裝
置能計算出輪子間的推力、分力等，具多
方向移動能力，可改善傳統載具不靈活的

碩班考季到 報名趁早

全方位移動控制
演算法加速裝置

缺點。此項技術的發明，也如願讓他們在
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中奪冠。
「粒子群最佳化演算法」是模擬生物社
會演化方式來搜尋系統最佳解的一種演算
法，每個個體根據自我過去經驗與群體行
為進行機率式的搜尋策略。李世安表示，
所研發之「加速裝置」將該演算法以數位
電路來實現其流程，比電腦軟體計算快
100倍以上，可大大縮減求解時間，未來
將應用於任何需要搜尋最佳化的裝置上，
如：求取機器人經過所有障礙物各一次的
最短路徑、在影像中找尋人臉最可能的位
置等。
兩項計畫都是翁慶昌的學生所做的研
究，他表示，自從開設「電資專利之實務
導論」及「高科技專利取得與攻防」等相

獲專利

關課程後，學生對「專利」相關法律觀
念已有一定程度的素養，以往都是教授在
研究生論文中發現新穎發明，建議申請專
利，現在則有越來越多學生主動向老師尋
求協助。他說，以這兩項研發為例，除了
取得專利技術，也培養學生相關觀念，
「這將是專利課程的最佳應用！」
劉智誠對自己的第一項專利感到興奮，
他表示，研究過程中不斷參考其他學校
的相關設計，教授在過程中提供完善的設
備，放手要他們「多嘗試」是研發成功的
關鍵。他建議學弟妹：「多和老師討論研
究進度並保持熱忱，是實現理想的不二法
門！」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統計學系於上
月與雲南大學統計系共同簽訂教育及學術交流協議
書，雲南大學數學與統計學院副院長唐年勝特地蒞
校簽約，雙方皆希望藉由姊妹系的締結，展開更進
一步的實質交流，未來計劃進行學術刊物交換、師
生交流及共同研究，以提升研究質量、營造雙贏。
雲南大學前校長王學仁去年抵台，參加在本校舉
辦的2009海峽兩岸應用統計學術研討會，十分肯定
本校學術成就，希冀可以進一步合作，因而促成這
次的協議。統計系系主任蔡宗儒表示，希冀未來兩
岸研究上可更深入，並開創新的主題。另外，統計
系也預計於今年6月前與廈門大學簽訂教育及學術
交流協議書，廈門大學是大陸頂尖大學之一，未來
締結姊妹系後，可深化彼此的合作與學術交流。

淡江學園部分改女宿 4月申請
【記者曾煥元淡水校園報導】學務處住宿輔導組
於99學年度，規劃將淡江學園部分樓層330床位，
供女同學入住。屆時將依男、女生樓層不同，以電
梯、磁卡控管進出，確保住宿安全，預計4月開放
申請。住輔組組長張厚基表示，學生的校外住宿安
全，一直是學校最關心的事，相信女同學入住淡江
學園，將可解決目前女宿床位不足的問題。
此外，淡江學園將提供住宿同學貼心服務，如：
校園接駁車、夜間護送服務、女生單獨晒衣場等。
學務處住宿輔導員傅國良表示，其中一部分考慮規
劃為安靜樓層，於晚間1時至6時暫斷網路，使同學
在校外生活，不因上網而影響正常作息，相信家長
會更安心。大傳二段采伶表示，有接駁車滿好的，
不過晚間沒有網路會造成做報告的困擾。對此，傅
國良回應，學生於申請時可自由選擇是否登記安靜
樓層。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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