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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QM研習會 促進校務品管互動學習
品保系統實務分享 企業經驗交流 強化競爭力
本屆品管圈競賽校內
外評審與品保室主任白滌
清 左(
，) 在 覺 生 國 際 會
議廳合影。（攝影／鄭雅
文）

參加99學年度品管圈競賽的隊伍，
全力以赴，內容精采豐富。（攝影
／鄭雅文）

▲

1

【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核
室將於25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99學年
度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與驚聲國際會議
廳、蘭陽校園和台北校園四地同步視訊連線
舉行。研習會中將由校長張家宜頒發品管圈
競賽優勝隊伍。
今年特別邀請BSI英國標準協會副總經理蒲
樹盛蒞校演講，主題為「優化制度，邁向卓
越」，應邀單位是提供管理系統稽核與驗證
解決方案的佼佼者，透過演講內容可讓教職

員了解品管趨勢資訊。同時也邀請教務處教
務長葛煥昭、圖書館副館長鄭麗敏及品保系
統軟體廠商，一起進行企業經驗分享座談，
將教務處和圖書館ISO導入經驗，呈現完整的
實務交流。
品保室主任白滌清表示，本次研習會特地安
排企業經驗座談時間，主要希望藉由座談的
方式，讓教職員能了解品保系統架構外，同
時也能讓同仁認識品保、ISO等相關資訊，進
而提升全校的行政品質。

本校與國票等6企業 產學合作向前行

99學年品管圈競賽 持續改善 發揮創意

【記者王育瑄、江啟義、柯俐如、曾詩涵
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14日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舉辦「99學年度品質圈競賽」，共有6組發
表6圈，由校外及校內組成的評審團隊，共同
評選出優勝隊伍。校長張家宜致詞表示，希
望透過校外評審的機制，能更客觀為本校品
質把關以外，也能多給予本校指導，以落實
全面品質管理的精神。
本次邀請到的校外評審有精捷科技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高辛陽、國瑞汽車股份有
限公司顧問王派榮、中華民國品質協會2位理
事白賜清及林清風；校內評審秘書室主任秘
書徐錠基、品質保證稽核室主任白滌清、管
理學院院長王居卿及資訊中心數位設計組組
長李淑華。
本次參加的隊伍為五虎圈、夢圈、XO圈、
招才貓、江疆將獎及3C精品圈6圈，如五虎圈
的「提高體育教學器材庫存正確率」，連續
2年參加夢圈的「精進大三出國學分抵免作業

效率」等。
參加的各圈中均全力精心準備，以努力爭
取佳績。林清風表示，對各組表現生動感到
印象深刻。在競賽的最後，匯集各位評審的
意見及建議後，由高辛陽統一總評。
高辛陽指出，品管圈互動是TQM的一環，
要發揮「全員參與、持續改善」的精神，避
免流於形式，且能配合學校的管理方針，提
供要領分析到對策實施的整合性參考，才能
融入工作及生活之中，發揮品管圈的意義價
值。他表示：「今年所發表多以問題解決為
主，但品管不單只有解決問題，還有各種類
型，如科技達成型等更有創新創意的東西，
未來可從這方項加強。」
白滌清表示，今年度增加現場交流，讓各
圈都能獲得正面的回饋。同時今年各圈的表
現水準一致，獲得評審們的高度肯定。評審
對於各圈的建議在匯集後，提供大家參考。

台積電三星等50企業 週四校園徵才

【記者柯俐如淡水校園報導】由學生事務處
就業輔導組舉辦的「2011校園徵才博覽會」，
將於本週四（24日）上午10時至下午3時在學
生活動中心與海報街舉行，屆時將有50多家廠
商蒞臨徵才，釋放數千個職缺。開幕當天也邀
請校長張家宜進行剪綵，並有醒獅團帶來舞龍
舞獅表演。
這次展覽相較於去年，增加許多科技大廠，
如：台灣積體電路、台灣三星、介面光電等；
知名飯店，如福容大飯店、華國大飯店等，
和剛成立不久的壹傳媒電視廣播、環球購物
中心、玉山商銀等近50家廠商參展。另外，就
輔組自22日（週二）起至5月3日止將不定期舉

辦公司徵才說明會，如：世華銀行、路易威登
（LV）、渣打銀行等，請見本報活動看板。
為提高畢業生就業率，教育部研議「96至98
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實習方案」，將延長
至今年9月30日。96至98學年度畢業或99年應
屆畢業生至教育部專案網頁報名，詳情請見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http://www.fl.tku.edu.tw/
practice_2查詢。此外，24日校園徵才博覽會
服務台會安排專職人員介紹此實習方案及協助
畢業同學現場上網報名。

柯宜良 黃馨瑩 打造淡水紅樹林獲獎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
導】建築四柯宜良、建築五
黃馨瑩日前參加台北市建築
師公會99年度全國建築及相
關設計科系學生作品競賽建
築設計大組乙類，榮獲第3
名，並獲得獎金1萬元，預
計3月公開授獎表揚。
本次競賽結合創意與建築
相關設計的專業，為環境議
題創造永續經營見解。得獎
作品「Mixing Habitat」以
淡水紅樹林為背景，預先設
想且分析30年後的人口、腹
地等狀況，並重新規劃紅樹
林到淡水的輕軌路線，讓紅

樹林可成為中繼轉運站，降
低紅樹林跟其他地區的切割
性。
設計「Mixing Habitat」
時，兩人常常到紅樹林實際
勘察地勢，黃馨瑩表示，這
是首次參加全國性比賽，
「遇到瓶頸時，我們都會勤
加討論，多看相關案例，讓
作品順利完成。」他們感謝
指導老師建築系助理教授畢
光建的建議，黃馨瑩說：
「感謝老師清楚地對作品提
出意見，讓我們能改進不足
的地方。」

兩岸女畫家聯展 開幕典禮 大師雲集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
導】文錙藝術中心主辦「兩
岸女畫家聯展」，於18日上
午10時30分在文錙藝術中心
舉辦開幕茶會，現場舉行台
灣發展研究院藝術中心主任
葉君萍作品《百年頌春》的
贈畫儀式。校長張家宜、文

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茂，及
台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梁
秀中，皆到場致詞。張校長
表示，這次聯展對女畫家的
意義非凡，也代表性別平等
意識在台灣越來越受重視，
「這次兩岸女畫家聯展讓身
為女性的我與有榮焉。」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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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商學院與
6家國內知名企業，於17日在圓山大飯店進行
產學合作簽約儀式，本校校長張家宜親自與6
家企業董事長、總經理簽約。
出席簽約的企業有國票期貨公司董事長丁予
嘉、國泰人壽保險公司總經理熊明河、富邦產
物保險公司總經理陳燦煌、台灣永光化學工業
公司總經理陳偉望、長行行銷股份總經理陳梧
桐、青航公司總經理孫杰夫。
校長張家宜表示，本次簽約後，與6家產學
合作企業未來將以長期、永續的方式合作。其
中，台灣永光化學工業、長行行銷、青航公司

過去一直與國企系互動頻繁，包括：校友陳定
川創辦的永光集團與本校組成經濟倫理研究團
隊、校友陳梧桐提供商管二院獎助學金；國泰
人壽、富邦產險也經常支持保險系舉辦研討會
等。商學院院長胡宜仁表示，實務應用及學術
理論的結合，使未來課程的設計、內容會兩者
兼備，「讓學生不是只有紙上談兵，而且能實
際演練。」
台灣永光化學工業公司總經理陳偉望指出，
企業在招聘員工時，對於淡江學生的印象是
「實事求是，與時俱進」，自動自發的充實自
己，依據趨勢、環境而調整改變。相信，與淡
江合作的未來值得期待。

圖示化資訊 用電即時看
▲本校商學院與6家知名企業進行產學合作，校長張家宜（前排左
2）出席簽約儀式後與代表們合影。包括:富邦產物保險總經理陳燦
煌（前排左1）、國泰人壽總經理熊明河（前排右2）及國票期貨董
事長丁予嘉 （前排右1）、總經理李姿錡（後排左4）。學術副校長
虞國興（後排右3）、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後排左3）、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主任彭春陽（後排左1）、商學院院長胡宜仁（後排左
2）、財金系系主任邱建良（後排右2）、保險系系主任高棟梁（後
排右1）。（圖／馮文星提供）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
導】本校總務處營繕組於3月
完成建置「淡水校園即時用
電資訊系統」，至本校首頁網
頁下方，點選「用電資訊」圖
示，即可進入該系統，了解用
電資訊。營繕組組長姜宜山表
示，目前提供用電量等用電資
訊，結合本校地圖及用電訊息
方式，讓各單位可以知道最新
用電情況，希望能藉由即時性
訊息，以達到節能省電成效。

23日校務評鑑實地訪評說明會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園報導】4月13日、14
日兩天教育部將進行本校校務評鑑實訪，品質
保證稽核室將於23日（週三）下午2時舉辦實
地訪評流程說明會，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及蘭陽
校園同步舉行，由品保室主任白滌清說明。
同時，進行「大專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訪
視」，及「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狀調查與
績效評鑑」報告。會後舉行綜合座談，以精進

校務評鑑的準備工作內容。
白滌清表示，校務評鑑實訪的內容包含包括
書面資料審查、教學環境參觀、師生代表晤談
等內容，藉由校務評鑑項目確實落實校務發展
計畫，讓本校能符合教育國際化趨勢，以強化
本校競爭力。也藉由說明會方式讓教職員了解
教務評鑑內容，並請大家多協助。(本報817、
818期將於二、三版刊登校務評鑑相關內容)

馬來西亞校友會15週年慶 國副率團祝賀 美天普姊妹校來訪
【本報訊】國際事務
強力推薦3+2雙學位
副校長戴萬欽、國際交

馬來西亞校友會顧問李子松（第二排左
4）、會長彭慶和（第二排右4）與理事們
於吉隆坡機場歡迎淡江代表團。（圖、文
／國交處提供）

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
佩華、校友服務暨資源
發展處主任彭春陽等，
於上月24至27日赴馬來
西亞參加「馬來西亞留
台淡江大學校友會15週
年」活動，並拜訪當地
雪蘭莪八打靈公教國民
型中學、吉隆坡中華獨
立中學及姊妹校新紀元
學院等，向當地學校師
生介紹淡江大學。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姊妹校美國天普大學國交
處副主任Ms. Erika Clemons一行2人，於15日蒞校訪問，並
針對兩校3＋2雙學位合作計畫，與本校國際交流暨國際教
育處主任李佩華及學生進行座談。
兩校於2008年締約成為姊妹校並確認3+2合作計畫，目
前有2位學生正在修習雙學位。Ms. Erika Clemons 介紹天
普大學，並說明申請資格及流程，希望本校學生踴躍前往
該校學習。為了多收集出國資訊而出席座談的英文一鄭俊
傑表示，3+2雙學位計畫非常吸引人，他會再仔細評估，
以作為大三出國申請學校的參考。

大傳系友陳慧翎 分享導演人生

【記者王育瑄淡水校園報導】由
PPAPER雜誌主辦、本校大傳系協辦的
週日講座，將於27日下午2時，邀請金
鐘導演、大傳系第11屆畢業傑出系友
陳慧翎至PPAPER CAFE演說「從（下
一站）到（雨不停國）─我的導演人
生」，和大家分享她在執導這兩部戲劇
中的轉折與改變。
被譽為小可愛鬼才的陳慧翎，去年於
公視執導的《那年，雨不停國》從入圍
4部膾炙人口戲劇中脫穎而出，勇奪第
45屆金鐘最佳戲劇節目導演（播）獎，

繼2008 年獲得「與男友的前女友密談」
金鐘獎最佳剪輯、迷你劇情編劇獎、
大愛劇場─《黃金線》戲劇節目導演
（播）獎後，再次獲得金鐘獎肯定。此
次講座採網路預約報名制，繳交報名費
用250元（現場繳費）。有興趣同學可
e-mail至info@ppaper.net。
PPAPER CAFE在4、5月將有三立電
視公司行銷公關部副總經理張正芬、永
慶房仲集團新聞中心李建興，分享行銷
等豐富實戰經驗。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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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知名畫家陳若慧小姐以ｅ
筆所繪，主題是一隻小鳥望著從
上而下的蜘蛛，網上的蜘蛛正
是小鳥的獵物，得來似乎不費功
夫，相當具有趣味。尤其此作運
用ｅ筆的功能，不僅顏色艷麗，
而且葉子的渲染，和果務的安
排，也表現得非常得體，充分展
現ｅ筆的功能，令人佩服。（圖
文／文錙藝術中心 提供 ）

筆書畫展 ：喜蛛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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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3/21(一)
13:00

統計系
B302A

3/21(一)
14:10

化學系
Q409

3/22(二)
10:10
3/22(二)
10:10

西語系、
西藏中心
T110
美洲所
T306
西語系
E415

3/22(二)
14:10

物理系
S215

3/22(二)
14:10

法文系
FL106

3/22(二)
14:10
3/22(二)
14:10

國企系
B302B
保險系
B505

3/22(二)
14:30

數學系
S433

3/22(二)
15:30

數學系
S433

3/22(二)
16:00

數學系
S433

3/22(二)
19:30

決策系
D501

3/23(三)
10:10

資傳系
O306

3/21(一)
15:10

3/23(三)
14:10
3/23(三)
15:10

商學院
I501
保險系
Q306
圖書館參
3/23(三)
考組
18:30
U301
英語會話
3/23(三)
社
19:00
B712
3/24(四)
9:00
3/24(四)
10:10

演講人/講題
東吳大學財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教授
張揖平
Copula methods in financial risk
management
慈濟大學分子生物暨人類遺傳學系教
授林明德
More than decapping,multi－
functional role of Decapping protein1
in Drosophila female germline
華梵大學副教授黃英傑
十三朝古都西安之旅
外交部北美司司長令狐榮達
傑出校友返校座談會
系友馮竹美
西班牙華語教學現況
台師大物理教授系助理教授黃仲仁
Shear Oscillation Light Scattering of
Concentrated Emulaions
超現實派大師Robert Desnos文化中心
與Les Cinoches à Ris Orangis 電影中
心主任 M.Guy Magen
Le code des couleurs au cinéma, de
Vicente Minelli à Jaen-Luc Godard
中國生產力中心總經理張寶誠
企業經營新思維
台灣電力公司財務處組長王志鏞
國際保險市場概論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何淮中
Quantiles,Long Memory and
Recampling
國家理論中心主任李文卿
Zeta function in combinatorics and
number theory
博士候選人李書豪
Accurate Tolerance Limits for a TowWay Nested Random Effects Model
台灣金控總經理黃壽佐
金融控股集團之策略管理
台灣創意中心設計設計產業輔導組長
黃柏菁
美學經濟與創意行銷
遠雄企業副總經理蔡宗易
遠雄企業團發展遠景
南山人壽總監劉明智
我的保險之路
圖書館編審石秋霞
搜尋e本書－不必煩惱不在架上
中華民國外交部前駐玻利維亞代表暨
校友張文雄
國際禮儀巡迴講座

益昇貿易公司負責人洪嘉聲、晶豪科
經濟系
技處長雷震華、TNT招募專員韋國彬
Q409
「敲進就業市場大門」講座
會計系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會計師梁益彰
B712
審計實務講座－審計實務之趨勢

3/24(四)
12:10

法文系
L301

超現實派大師Robert Desnos文化中心
與Les Cinoches à Ris Orangis 電影中
心主任 M.Guy Magen
La métaphore au cinéma dans les films
de fiction－Raging：Bull de Scorsese ,le
fabuleux du destin d’Amélie Poulain de
Jean－Pierre Jeunet

3/24(四)
14:00
3/24(四)
14:10
3/24(四)
16:00

大傳系
O202
機電所
E830
大陸所
T505

大傳系系主任楊明昱
生命教育與電影
工研院奈米中心研究員劉家銘
奈米銀抗菌產品與技術
德盛科技大壩基金經理人陸宗賢
亞洲基金成長概況

台北校園
圖書館參
3/24(四)
圖書館編審蔡雅雯
考組
19:00
博碩士論文何處尋
D304
3/26(六)
9:00

教科系 新北市德音國小教師張原禎
D306 中小學教師與數位教學設計

高熏芳新任女聯會理事長
【記者張莘慈淡水校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
會第9屆理監事名單日前出爐，由教育學院院
長高熏芳接任理事長，她表示繼續維護女教
職員權益外，並希冀以「健康」為主題，提
供各方面身心的活動，結合本屆副理事長體
育室主任蕭淑芬的強項，以及監事長學務長
柯志恩之所長，以照顧好所有女聯會員的生
理及心理。同時，希望全校教職員都能多多
參與，也歡迎男性會員，保持女聯會活力。

歐研所教授馬良文 特殊貢獻獲永久居留證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歐洲研究所俄籍教授
馬良文於11日，獲中華民國移民署頒發象徵核准外僑最高
殊榮的「特殊貢獻永久居留證」，成為台灣入出國及移
民法施行以來，第15位獲頒該殊榮的外僑。馬良文開心地
說：「這項殊榮肯定了我在台灣的付出。」
馬良文研究漢學40多年，任教於本校已經13年，曾任俄
文系系主任、俄研所所長，在台灣俄語教學及俄國問題
研究等方面，付出相當大的心力，並擔任新聞局俄文版
《Taiwan Review》寫作及翻譯、與中央廣播電台進行相
關合作等，對於協助政府向俄國宣傳台灣政、經、社會、
文化進步的現況，以及台灣的國際聲譽、台俄之間友好關
係貢獻卓著。
馬良文表示，台灣總以友善且公平的態度來禮遇外籍老
師，尤其本校盛行的學術交流風氣及全球化精神都讓他非
常喜歡，「來台灣淡江大學教書是我最寶貴的經歷。」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 歐研所教授馬良文開心拿著中華民國國
旗，身旁藍色磁盤圖樣為故鄉克林姆林宮
剪影。（攝影／湯琮詰）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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