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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格言：人人品管非口號，講求行動最重要。（管理學院提供）

16 組品管圈大車拚 TQM研習會頒獎
（圖一）攝影／吳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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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QCC技能 台中榮總代表分享執行經驗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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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攝影／林奕宏

（圖三）攝影／林奕宏

17日至19日，學生會連續三天於商館前販售「忘春瘋」演唱會門票，由於每
天限量600張，買票人潮天天大排長龍（圖一），學生甚至徹夜搶位排隊，為
了打發時間，有的玩大富翁（圖二），有的彈吉他練唱，有的乾脆在現場打地
鋪睡覺（圖三）。（文／林奕宏）

【記者莊雅婷、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98學年
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將於本週五（26日）在淡
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覺生國際會議廳召開，蘭
陽校園也以視訊方式同步進行。會議主題為「精進
品管圈技能，強化跨組織合作」，邀請台中榮民總
醫院綜合活動組品管技師林麗華進行專題演講，分
享其經驗與成效，並頒獎給品管圈競賽前3名。
研習會分上下午兩梯次進行，校長張家宜、3位
副校長、全校一、二級單位正副主管、秘書及行政
人員均將與會，上午議程首先由校長張家宜主持開
幕典禮，其次頒發首次舉辦的淡江品管圈競賽活動
前3名，並由獲獎圈發表得獎感言，而後由獲得經濟
部工業局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多項大獎的台中榮總
醫院代表林麗華演講，將分享台中榮總院內實行品
管圈的推動機制、過程及成效，而該院「袋鼠圈」
的同仁也將分享其推行品管圈的案例。
本校首次舉辦「品管圈競賽活動」，全校共有
16個品管圈參賽，並於17日舉辦「品管圈競賽現場
簡報暨審查會議」，各單位相互觀摩、交流，強化
行政與教學品質及競爭力。參賽的各個品管圈之圈
名別出心裁、相當有趣，如人事室的「呼拉圈」，
發表主題「改善歲末聯歡會報到之流暢性」；教務
處以「水煮蛋」，發表主題「強化招生競爭力－降
低錄取率、提升報到率」；總務處以「電火球圈」
為名，發表主題「降低淡水校園98年度總用電量」
等，各組竭盡所能賣力簡報，有些組別服裝統一，

自強館變身新教育館 未來容貌面世
【記者陳若伨淡水校園報導】女宿自強館
將重新翻修成教育館囉！本校委託透過公開競
圖的過程甄選出建築系校友、知名建築師林洲
民統籌設計規劃，目前已在請照階段。總務長
鄭晃二表示，這次改建將老建築大變身，校園
配置的定位重新調整，把原本生活區改為教學
區，且為了落實永續校園的理念，裝設完整

的節能監控系統，預計未來可省下約15%的電
費。
談到設計概念，林洲民表示，自強館四四
方方的建築外型，是大眾對於中國傳統建築的
想法，雖顯單調，但仍希望保持原貌，不破壞
原先建築結構，響應環保，符合綠建築，採用
環保建材，降低熱能、減少空調用電並提升舒
適度。外牆將披覆一層
半透的輕質玻璃隔柵，
透過不同時間的光影漫
射，讓教育館若隱若
現，林洲民說：「產生
多變的光影堆疊表情，
如同教育學院力求創新
與超越的個性。」牆壁
將以綠草藤蔓築成的
「綠色輕質造景牆」取
代，淨化空氣，阻隔噪
音，營造簡單、舒服的
新教育館外牆3D模擬圖（圖／仲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提供） 氛圍。

目前，內部採「SCHO2 L」有氧學習空間概
念，規劃包括教室、辦公室、交誼廳、會議室
等，藉由建築師的創意，以疏、密排列，運用
視覺角度，呈現層次錯落感，既有趣又好玩，
而不產生壓迫感。此外，6樓規劃「綠色屋頂
花園」，栽種綠色植物行光合作用，並調節建
築物的表皮溫度，以達省電功效，另設置木平
台、階梯座椅，讓師生有另一處休憩天地。林
洲民表示，這是個很大的挑戰及突破，要將30
多年的老舊女宿改建為教育館，一般人是很難
想像的，所以，這對他來說發揮的空間也很
大，期待落成後，大家會驚訝它的前身原來是
棟女宿。
教科三林子揚說：「我可以想見系辦、老師
辦公室、教室都集結在同一棟大樓會有多方便
了！」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指出，這將凝聚教
育學院行政人員及教師的能量，不僅是在環境
上有專屬的教育學院空間，在研究、教學與學
生輔導上也能發揮跨系所教師的整合力量，形
成專業社群、落實教育品質。

58TA助教學 認真負責佳評如潮獲獎勵
【記者莊雅婷淡水校園報導】為獎勵優良教
學助理，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於本
學年度首次實施「獎勵優良教學助理（TA）
制度」，58位TA自580人中脫穎而出，於16日
由校長張家宜頒贈獎狀及圖書禮券。張校長表
示，TA是教學卓越計畫中的重要指標，本校
屬於教學型大學，很重視教學，而TA在教學
上扮演重要的角色，有助於教學品質的提升。
優良TA的遴選制度是經授課教師、系所、

學院依教學助理工作績效、參與研習狀況及協
助教師教學成效進行審核。學教中心主任徐新
逸表示：「TA對學生的幫助真的很大。」
獲獎的資管系碩二游重陽，其授課教師於評
量表中評語「他是位認真負責的TA」，游重
陽說：「很開心受到肯定！之前曾參與學校舉
辦的TA訓練，在『與學生應對』方面的經驗
分享，獲益良多。」水環系博三沈宏榆獲得獎
勵也很開心，他的學生於評量表中提到：「助

【本報訊】12日第114次行政會議中，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轉述創
辦人張建邦的話：「今年1月公布的世界大學網路排名中，本校能見度
大幅下降，提醒各系所，要像國貿系隨時同步更新中英文網頁。」
關於有些系所英文網頁未能即時更新，學術副校長陳幹男站在學術
角度建議，應建立網頁更新機制，落實PDCA。他表示，網頁攸關學校
知名度，目前許多系所網頁只有Do沒有Check，更別提Action，有了一
定的機制，才能確實將各系所努力的成果透過網路呈現給大家。
此外，日前學校成立「提升本校英文網頁品質專案小組」，目前正
積極討論改善方案，新的校級英文網頁預計於本學年度上線。校長張
家宜於第113次行政會議時指示，各單位應儘速改善英文網頁，讓外籍
學生能簡單地了解本校特色並選讀本校。專案小組目前已召開2次會
議，除明白訂定改善進度及分工，另決議以外國學生的角度建置，並
朝向將網站當成學校的CNN，規劃比照中文網頁今日校園，同步報導
即時訊息。
而本校外國學生入學網已於1月上線，網址為http://exam.tku.edu.tw/
foreign/。教務處招生組組長王嫡瑜表示，過去外國學生申請入學需
以郵寄方式，送交書面資料，費時又費工！現在只要上網便可線上申
請，增加便利性之後，希望可以招收更多外國學生來校就讀。
99學年度外國學生入學申請自2月起至6月截止，目前已有學生透
過線上，完成申請。王嫡瑜表示，未來將陸續增加網頁上「錄取名
單」、「華語中心」連結等選項，讓網頁資料更豐富，也給外國學生
更多元的學習選擇。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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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
日期/時間

3/22(一)
13:00

3/22(一)
14:10
3/22(一)
14:10
3/23(二)
14:10
3/23(二)
14:10
3/23(二)
14:10
3/23(二)
14:30
3/23(二)
15:30

俊男美女照過來！
校園MV徵角 一圓你的明星夢
【本報訊】想躍上螢幕成為男、女主角嗎？機會來了！為慶祝
本校60大壽，金曲獎最佳作詞人、大傳系系友雷光夏創作一首專
屬歌曲，本校將配合歌曲籌拍一部校園MV，徵求4位敢秀、敢演
的校園俊男、美女，演出校園的浪漫愛情。報名自本月25日至4
月20日止。現在就拿起DV拍下你的自我介紹短片，主角可能就
是你喔！
徵選4位主角條件必須是本校在校生；特色為內斂穩重、才華
洋溢的專情男，或熱愛運動、體格結實的陽光男；溫柔甜美、纖
細靈動的氣質女，或可愛靈巧、活潑大方的甜姐兒。一律線上報
名，網址為http://www.tku.edu.tw/60mv/，請將最能表現個人特
質的1分鐘自拍短片，上傳至個人的Youtube網頁，再將超連結網
址填入線上報名表。
初選將評選出每個角色各3位學生進入決選，4月23日起將入選
學生的自拍短片公布在【淡江60，MV星動力】專屬網頁，以及
Facebook專屬粉絲頁上，並以回信通知。4月28至30日擇期試鏡，
當天公布結果。

老中青藝術家品畫論藝 熱交流

【記者曾煥元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台北現代畫展」
於16日舉行開幕式，20餘位老、中、青知名畫家齊聚，藝術家藉著
這次活動相聚品畫論藝，交流熱烈。
畫展中，學生們最感興趣的是劉獻中的「他們都愛花很大」，
大傳二周佳蓉表示，畫中色彩繽紛搶眼，令人難忘；眼鏡裡的
花，又給人浮華的氛圍及感覺，彷彿人生的情緒都可以從圖中
一一感受到。畫家李重重表示，此次展覽，可以從畫作中看到每
位創作者的個性，很值得一看；他建議學生，多欣賞、多接近藝
術，就能培養美感，對生命的成長會有幫助。
各校年資假、寒假與暑假之總休假天數比較

主辦/地點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3/22(一)
13:30

彰顯其團結一致的精神，還有參賽隊伍大呼口號以振奮精神，到
底獎落誰家，令人期待。
學習與教學中心教育評鑑發展組組長白滌清表示，「每個隊伍
都很投入，看得出他們花了很多心血在準備。」他也十分欣喜品
管圈競賽活動首次舉辦就有16組參賽，希望未來有更多人參與，
但「最重要的不是競賽，而是品管圈的持續運作。」

演講看板

█台北

3/24(三)
10:00
3/24(三)
14:10
3/24(三)
15:10
3/24(三)
15:00
3/24(三)
15:30
3/25(四)
14:00
3/25(四)
14:10
3/25(四)
15:10
3/25(四)
16:10
3/26(五)
10:10
3/26(五)
14:10
3/26(五)
14:10

化材系
E830

台灣茂矽電子公司生產本部副總經理周崇勳
太陽能電池的原理與應用
國際研究學院 政治大學前校長張京育
驚聲國際會議廳 西伐利亞、羅馬體制、東伐利亞:全球
化與世界秩序的省思
政大財務管理學系教授張元晨
財金系
Does Hedging Add Value? Evidence from
L215
the Global Airline Industry
化學系
工研院生技與醫藥研究所所長留忠正
Q409
生物科技與生物科技產業
保險系
台灣電力公司財務處資產組組長王志鏞
B605
國際保險市場概論
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林國峰
水環系
Development of robust flood forecasting
E830
models using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成大物理系副教授陳宜君
物理系
Domain switching dynamics in
S215
multiferroic BiFeO3 epitaxial films
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助理教授鄭彥修
數學系
Inverse problems for the p-Laplacian
S433
eigenvalue problem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博士後研究王國仲
數學系
Numerical Ranges of Some Special
S433
Operators
保險系
主恩不動產仲介公司總經理熊寶榮
B712
談不動產證照
商學院
萬寶週刊社長朱成志
I501
挑戰巴菲特 : 台灣證券市場
資傳系
台北縣書香文化推廣協會理事長蔡淑媖
L303
幼兒與兒童閱讀推廣
航太系
海洋大學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教授卓大靖
E830
導航科學
教發組
台灣大學師培中心專任教授符碧真
I601
大學校園的教與學:How to work smart?
機電系
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助理教授王傑智
E830
機器人感知(Robot Perception)
經濟系
統計系副教授鄧文舜
B302E
無母數迴歸之簡介與應用
遠流出版公司行銷二部總監陳靜芬
統計系
統計在圖書出版業之應用-如何做一個
B713
稱職的行銷人員
大陸所
台灣服務業發展協會秘書長李培芬
T505
兩岸服務業之挑戰與未來
教政所
教政所助理教授陳錫珍
鍾靈中正堂 英美兩國中小學的教育績效責任
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陶宏麟
產經系
資訊模糊與調查誤差:以夫妻家務與所
B511
得分工資料調查為例
..
瑞士女作家Brigitte Schar
德文系
唱給你聽－文學的新型式（音樂與文字
T405
的結合）

麗澤大學來訪 擬簽雙學位
【記者江啟義、林姍亭淡水校園報導】美國姊妹
校維諾納州立大學副校長Prof.Kenneth L.Gorman，
以及日本姊妹校麗澤大學副校長佐藤政則等，分別
於12日及17日蒞校訪問，兩校皆對於交換學生的學
習及適應等就學情形交流熱絡。
Prof.Kenneth L.Gorman由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
主任李佩華及英文系系主任黃逸民共同接待；來
自維諾納州立大學，目前就讀於英文系碩士班的
Stephnie Maranda Cross當天一同與會，分享來台就
學概況，並希望有機會也能發揮所長，教台灣人英
文。黃逸民表示，學生提供的意見很寶貴，會做為
改善參考，讓雙方的課程跟學習成效都更加成長。
佐藤政則及該校庶務課課長生方亨為首次蒞校參
訪，首先參觀麗澤國際學舍、文錙藝術中心及圖書
館，隨後進行座談。佐藤政則對本校圖書館校史區
印象深刻，將以此為模範，著手改進該校的校史資
料區。本校日文系與麗澤大學自民國70年起，即互
派留學生，兩校學術交流關係良好。國交處秘書郭
淑敏表示，希望藉此繼續加強兩校關係，並有簽訂
雙學位合作的可能，以提供同學更多元的選擇。

秒殺搶票 蘇顯達名琴饗宴明晚登場

教考前都會幫我們複習，作業有問題也會給予
幫助，使我更了解上課內容。」沈宏榆表示，
擔任TA期間，讓我學會如何做到公平。
另外，教發組於15日至17日在驚聲國際會
議廳舉辦教學助理（TA）期初會議，約350位
TA與會，協助TA了解本校教學助理制度，並
彼此學習、交流，張校長希望透過這次期初會
議的訓練，讓TA們在今年「虎」年能夠如虎
添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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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春之饗
宴」舉行抽獎活
動，圖為創辦人張
建邦頒發獎品給得
獎校友。（攝影／
曾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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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職員休假福利優 天數居8私校之最
本月12日行政會議中，人事室主任陳海鳴以「淡江大學與其
他7所私校職員休假比較結果」為題，分析加總職員的年資假、
寒假、暑假天數，結果顯示，本校職員服務年資第6、26及31年
者，年放假日為本校及中原、輔仁、逢甲等8私校中之最，其他
年資之職員放假天數亦均排名前3名以內（如上圖所示）。陳海
鳴表示，本校照顧職員的休閒福利不遺餘力，能凝聚向心力，也
因此職員流動率低。（圖／人事室提供）

【記者施雅慧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將
於23日（週二）晚上7時30分，在文錙音樂廳舉辦
【名家、名琴及名曲之夜】－蘇顯達小提琴獨奏
會，16日開放索票，入場票秒殺被搶光，受歡迎的
程度可見一斑。
蘇顯達曾擔任巴黎師範音樂院樂團首席、1995年
獲選十大傑出青年，目前為台北藝術大學音樂系主
任、台北愛樂管弦樂團首席及台北愛樂電台「迷人
的小提琴世界」主持人，是國內小提琴演奏家之佼
佼者。
演奏會上半場將以經典古典曲目呈現，下半場
則是雅俗共賞的小品，且為使演奏達到最佳音質
和最大渲染力，特別借用奇美博物館收藏的名琴
G.B.Guadagnini1737演出。活動承辦人文錙藝術中
心組員壽華民表示，演奏會還邀請東吳大學音樂系
專業伴奏老師翁重華以鋼琴伴奏，將會是場結合精
湛琴技和百年優美琴音的國際級音樂大賞。

600校友春之饗宴同樂 校長叮嚀：60校慶別忘返校相聚
【 記 者
陳 韵 蓁 、
黃雅雯、王
育 瑄 、 張
靜怡、陳書
澔、張莘慈
淡水校園報
導】縱使細
雨綿綿、略
帶寒意，仍
不減校友回娘家的熱情！約六百餘人參加13日在學生活動中心
舉辦的春之饗宴，於杜鵑花夾道相迎下溫馨相聚。
創辦人張建邦表示，學校的成功除歸功於師資提升、學生
程度外，校友在社會的表現也很重要，希望校友常回學校演講
或辦活動，傳授相關經驗，也希望60週年校慶時，校友會都能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辦活動邀請校友參與。校長張家宜開心地說：「陰雨綿綿也是
淡江的印象之一，校友可趁機回味淡水的生活，看看校園的杜
鵑、櫻花。對於60週年校慶，希望校友能提供與學校相關的老
照片，最重要的是，校慶慶祝大會時，不要忘記返校聚會。」
校友們一邊享用茶點，一邊欣賞鄧公國小舞蹈團的表演，校
友合唱團也獻上多首歌曲。抽獎活動掀起一波高潮，頭獎42吋
BENQ液晶顯示器由經濟系系友張珮禎獲得，她表示，很意外
也很高興。合作經濟系系友彭治宏指出，畢業20幾年，第一次
回來參加春之饗宴，能夠和大家聯絡感情很棒，不過有些同學
太久不見，不大認得，希望下次可以先準備名牌，會更容易與
同學相認。
除了活動中心的春之饗宴外，各系也紛紛舉辦各項活動歡
迎校友，經營決策學系暨管理科學研究所在校外舉辦「2010春
之饗宴保齡球暨橋牌大賽」及抽獎活動。歷史系有僑委會副委
員長任弘等近30名系友回娘家，閒話家常。資圖系則規劃「淡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江60圓門外後山情」走讀活動，下午從側門出發，走到後山的
「水源地」，再至「紅瓦厝」泡茶聊天賞雨景。資傳系向返校
的90餘位系友宣布系所評鑑結果、系友會法人化、獎學金設置
等相關事宜，並改選會長。
歐洲研究所、歐研所同學會社團法人籌備會於驚聲國際會議
廳，共同主辦「台灣與泛歐洲交流的經驗與建言論壇」暨「歐
俄傑出校友座談會」。水環系邀請到近百位歷屆校友返校同
樂，在淡水雅帝餐廳舉行系友大會，由系友會會長、同時也是
現任台北市環保局局長倪世標到場致詞，並表揚水環系系主任
李奇旺等11位傑出系友。
英文系在外語大樓地下一樓語言學習聯誼專區舉辦歡迎茶
會。日文系除頒發系友獎學金獎勵學弟妹，特別針對服務於教
育界的系友頒發傑出系友獎，由系上副教授孫寅華、高雄科技
大學應用日語系系主任張金塗等人獲獎。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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