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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為協助大一新鮮人站穩學習的腳步，學
習與教學中心開設大學學習線上課程，課
程主題有「時間大玩家」教您學會時間管
理，「全能記憶王」將記憶策略應用於課
業，「原文書完全攻略」解析原文書閱讀
技巧，以及「考試達人」教您面對考試的
心態，課程採用線上學習方式，只要上網
就能輕鬆學習。詳細資訊請至淡江大學遠
距課程教學平臺／大學學習線上課程網址
http://freshman.learning.tku.edu.tw。（資
料來源／遠距組）

淡江時報

練福星 參與四師藝術聯展 
沈景茂

　【人物短波】建築系第三屆校友練福星
於上月榮任台灣建築中心第六屆董事長，
他期望未來能推廣更多技術和概念，將影
響性擴及國內建築業，且促進與國外專家
交流也是爾後努力的方向。此外，中華民
國全國建築師公會於即日起至10月6日止，
在中正紀念堂瑞元廳主辦「2013醫師、會
計師、律師及建築師四師聯誼會油畫、水
彩、攝影藝術聯展」，練福星說：「建築
曾是8大藝術之首，建築與藝術息息相關，
透過聯展推廣藝文活動，且今年首度移師
花蓮，希望大家踴躍觀展。」（文／莊靜)

　「我在乎學生是全年無休的！」，總
是主動關心同學的企管系副教授沈景茂
於6月當選「特優導師」，他衷心地感謝
淡江，起因是民國58年曾在淡江求學的沈景
茂感念當年導師關懷，進而影響他的作為。
沈景茂笑說：「淡江最棒的是老師非常關心
同學，我真的很慶幸能到淡江服務，讓我得
以延續這項美好的傳統。」
　投入教育以來，沈景茂始終秉持「傳道、
授業、解惑」為教育理念。他分享道：「老
師最重要的是須發揮潛移默化的作用，且身
教重於言教，所以我做不到的，就絕對不開
口要求學生。」正因為如此，擁有豐厚教學

經驗的他，隨手拿出一本
厚 實 的 筆 記 ，
問 起 為 何 內 容

滿 是 關 於 流 行 用
語的剪報，沈景茂

眼神發亮地說，「平時我
都在課堂上向同學請教沒看過的用字，透過
他們使用的流行語，讓我更能了解學生的想
法，再用學術專業與學生交換知識，意外地
拉近彼此的距離呢！」
　「心靈培養」已是今日沈景茂非常重視的
課題，企管系教導學生循正途賺錢，因此
「企業倫理」和「社會責任」顯得格外重
要。談起課業外的輔導經驗，他神情更加熱
切，並認為「心靈層面可廣、可小，所以我

常在課餘時間和同學談話。」沈景茂總是密
切關注學生動態，交談也有一套獨特方法，
除了透過個資了解學生外，他說明「利用雜
談引導學生思索事情的意義，適時地運用
時事和同學交換想法，或是給予同學適切建
議，但我不會直言對錯。」耐心的沈景茂深
信，心靈開導非一蹴可幾，需要長期引導。
　沈景茂以3點提示勉勵學生，一是天下沒
有白吃的午餐，二是專長和第二外語培養的
重要性，三則是健康，沒有健康一切只是空
談。」採訪當下，時機適逢教師節前夕，辦
公桌上堆滿的感謝函，訴說著師生間難能可
貴的溫馨，對學生關愛24小時不打烊，再忙
也會仔細聆聽，他就是沈景茂。（文／蘇靖
雅、攝影／鄧翔）

特優導師

　【記者郭宇璇蘭陽校園報導】走過、路過、
看過，但千萬不要錯過喔！23日至26日在蘭
陽校園教學大樓圖書館前的海報街展開「It’s 
your turn！由你來選擇」社團招生博覽會，共
計有20個社團擺攤。此次活動是透過社團幹部
的介紹，說明社團屬性、運作規模及社課時
間，而為讓大一新生在新學期開始，即感受到
社團魅力，各社團無不竭盡所能地展現出各式
風貌，藉以吸引學弟妹的目光。
　今年的社團博覽會另祭出「快閃」活動作為
宣傳，由國標舞社、搖滾社及擊劍社輪流在博
覽會期間的每個午休時段，帶來精彩的社團表
演，同時也吸引大批師生駐足圍觀。擊劍社社
長觀光二江家儀有感而發地提到，「看著同為
室友的副社長每天都練習到很晚才回房間，只
為了短短數分鐘的演出，過程雖然辛苦，但能
提高社團宣傳效果，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為了擄獲學弟妹的青睞，各社團皆使出渾身
解數，書畫社在攤位上揮毫創作、飲品社社員
提供手工巧克力品嚐等。書畫社社員觀光二陳
立立表示，「學弟妹多半害羞地走過去，但在
我們積極發傳單和介紹社團特性後，還是召募
到不少有意願的學弟妹！看來這次的『快閃』
活動確實閃亮了這次的社團博覽會！」
　參加此次博覽會的政經一王品亞說：「原本
下課要回宿舍，結果被學長姐賣力的呼喊聲吸
引過去，對於彩虹橋社學姊真誠地解說，印象
深刻。」

張榮貴佈棋客服產業 進擊代訓再下一城
PEOPLE
卓爾不群
KU

　【記者林佳彣專訪】「對我個人而言，我從小就
喜歡做計畫。」人生彷彿是一盤贏面不小的棋局，
有著高瞻遠矚的見解，使每一步棋都走得穩妥，這
是管科所校友張榮貴的寫照。現職為程曦資訊整合
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帶領公司從電話秘書、BB 
Call出發，輾轉至語音傳真，拓展到現今的客服中心
（Call center）， 20年來見證了客服產業的發展。同
時，張榮貴亦是技術層面上，使程曦資訊成為目前
國內話務中心最大的資訊系統整合商的重要推手，
也奠定其公司在該領域的龍頭地位。

　一個創業的概念，常源自於個人專業，張榮貴也
不例外。學生時期，曾研讀電算專業課程，並開始
與企業接觸，為客戶撰寫自動化系統、貿易系統、
租車系統等。張榮貴甚至還將所接的個案整理成套
裝軟體，同時尋求像是宏碁集團的大企業合作。他
回憶著笑說，「讀東吳電算時，同學都戲稱我是職
業學生。」綜觀張榮貴的求學背景看來，創業的立
基點在於培養專業強項，成功地活化管理和資訊，
並將兩者進行系統整合後，便捷地提供企業主所需
資訊。

　有鑑於此，張榮貴認真思索每一步棋，他站在使
用者的角度，將「能夠以方便、快速的方法取得資
訊」的概念，與程曦資訊創辦人黃士軍，一同為臺
灣話務服務開啟第一扇窗，迄今公司營運規模已達
600名員工。「就我而言，做事態度和方法是在學

工科時養成的，課程內容讓我學習一步步踏實地實
踐；而東吳電算系的商學和淡江管科所的管理基
礎，是讓自己思考如何使公司營運達到最適的方
法。」他也不諱言地表示，「程曦資訊是全國第一
家資訊整合公司。」

　「Call center行業，在我創業當年的金融市場尚未
開始大量發展，一切都是從無到有的佈局。」儘管
創業之初，尚未清楚自身公司的市場定位，張榮貴
仍秉持「讓企業便捷取得實用資訊」的初衷，透過
工程方法整合資訊、提供服務，例如電話秘書、BB 
Call是將訊息轉成語音信箱，讓客戶可以透過撥打電
話即能取得訊息。

　從長遠看來，要開創新局面，勢必要有妥善計
畫。對於公司能順應市場潮流，進而提出適切服
務，可歸功於張榮貴的洞燭先機。民國86年經濟部
有一項科技專案計畫，張榮貴體認到話務市場深具
發展價值，便積極爭取合作機會。他分享道：「我
們順應產業發展，因此利用2年參與並了解CTI技術
的應用，與工研院一同研發客服中心的應用，使之
不僅符合市場需求，也提升其效益。」張榮貴更乘
勝追擊，將IOTS技術轉移入手，使程曦資訊成為當
時國內最早投入客服中心技術研發的企業。

　正當其他企業還在觀望之際，2000年張榮貴迎來

第一位客戶「花旗銀行」。此次合作象徵著程曦資
訊的客服中心技術正式被認可，也為張榮貴打開勝
利之門，立下程曦資訊在話務市場的里程碑。他信
心滿滿地說道：「現今在金融業界，我估計程曦資
訊的市場佔有率有近3成，公部門則高達8成以上，
是承攬政府機關客服委外市佔率最高的廠商。」他
也提到，「我們的客戶領域不受限」，舉凡金融業
的臺灣證券交易所、政府機關的臺灣鐵路局、電
信類的中華電信、學術界的景文科技大學等大小
企業。其中，在張榮貴的領導之下，「1999臺北市
民當家熱線」於2011年更榮獲行政院研考會第三屆
「政府服務品質獎」，以及香港亞太顧客服務協會
的3個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項。除此之外，程曦資訊
於今年從5,000家大型企業中脫穎而出，榮登2013年
版臺灣地區大型企業排名「電腦系統整合服務業」
第37名。

　近10年來，服務客戶的觀念與日俱增，然而並非
每家公司都擅長於服務。張榮貴精闢地分析著「每
一家公司都需要服務，但是一般公司的專長非服務
客戶，而是生產產品。」因此，張榮貴便成立客服
人才培訓學院（Call Center School），承攬企業的委
外訓練。他補充說明，「資訊系統會飽和、技術也
會成熟，但是，委外市場仍在成長中，加上我們的
客戶是沒有行業別的限制，使得該領域還有無限想
像空間。」

學習專業知能 蓄積優質競爭力  

商管學院AACSB認證課程 103學年度開跑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
院於26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召開102學年
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由商管學院
院長邱建良主持，各系系主任、EMBA
執行長林江峰、商管AACSB認證辦公室
執行長林谷峻，以及第一銀行個人金融
事業群消費金融業務處副處長蔡鎤銘皆
出席。商管學院於102學年度增設2門院
共同科目，「金融市場實務講座」（上

洞燭先機 成功將關鍵技術轉移入手

市場先驅者 迎來嚐鮮訂單

　創業至今剛好滿20載，提到程曦
資訊的未來發展，張榮貴因應市場
需求、商業環境轉變，將CRM（顧
客關係管理）列為公司發展的重點
項目，以CTI為基礎，耕耘CRM領
域，延伸客服中心的服務，協助客戶
在行銷、銷售等方面的營運更加流
暢，這不僅提升服務的層次，更是締
造客戶服務的新氣象。

　張榮貴熱情地表示，日前和本校簽
訂「訂單培育企業人才課程」之約，
希望藉由『客服營運實務』課程及實
務驗證的機會，提供學弟妹一個與企
業接軌的平臺。他打趣地說：「沒
有一份工作能讓你一天接下100通電
話，也沒有一份工作會教導你如何接

聽電話；況且不管何種行業，在電話
中的應對與表達，都是極為重要。」

　「如果知道自己想做什麼，就別浪
費時間，趕快去做！」以一個創業者
的身份，張榮貴鼓勵學弟妹勇於創
業，不但要有想法和創新，還需要有
心理準備，畢竟這條路是辛苦的。

　然而，「如果你有理想和堅持，最
重要的還要了解市場、感覺市場脈
動、採取策略、做好準備，並且迎接
它，成果自然就落在你身上。」因為
這份理念，張榮貴逐步踏實、思考周
全地計畫每一步棋，不僅圓了創業
夢，也成就程曦資訊的光明未來。

偕母校攜手開課 培育客服人才

實事求是 完美佈局人生

總經理 張榮貴

　當競爭者還在觀望之際，由於張
榮貴的洞燭先機，積極爭取合作機
會，讓程曦資訊在國內話務產業
中，成為最大資訊系統整合商的重
要推手。（攝影／蔡昀儒）

蘭陽快閃
社團博覽會新亮點 

體驗傳統文化 蘭陽師生同歡
　　　【記者郭宇璇蘭陽校園報導】蘭陽校
園於26日下午6時30分在迎賓大階梯前，由建
軒、文苑宿舍自治聯誼會共同舉辦「月園蘭
香，中秋師生聯誼活動」，是今年蘭陽校園在
開學後的第一場大型活動。全球創業發展學院
院長劉艾華致詞時表示，「特別感謝宿舍自治
聯誼會，更以英文歡迎外籍生體驗這項中國傳
統文化。」對於住宿學院的蘭陽校園而言，中
秋聯誼活動不僅可以拉近師生距離，更增進境
外生對中國文化的了解，體驗過中秋的氛圍！
　這次活動特別架設遮雨棚，藉以防範蘭陽陰

晴不定的天氣，不過今年天公做美，讓全體師
生能夠盡情地品嚐美食。而搖滾社、國標舞
社、熱舞社相繼上場表演，炒熱了原本入秋後
微涼的蘭陽校園。
　接續活動開放給師生點歌、歡唱，英美語言
文化學系系主任施懿芹點了一首韓國歌曲，在
邀請學生上臺伴舞之餘，開玩笑地說：「有上
臺的同學，課堂加分！」第一次參加聯誼活動
的政經一陳璞說：「非常開心可以藉此機會和
不同系級的同學交流，還有能同教授一起參與
活動的經驗，真的很特別！」

蘭 

陽

　【記者蘇靖雅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為鼓勵同學鍥而不捨的精進學習，提供單人
挑戰「自我預期學業成績學習進步獎」、「個
人學業成績進步獎」，以及自組團隊互相拉拔
的「同舟共濟進步獎」。學發組組員李健蘭表
示，「很歡迎同學利用這個管道輔助學習，名
額有限，要好好把握！」
　「自我預期學業成績進步獎」是為了培養學
習上的自信心，若大學期間曾有一學期學業

成績中有一半的科目不及格者，只要預估的
進步範圍不要太過低估自我（小於3%）或是
預估的分數尚未達到，便有機會獲得1,000元
獎金。此外，為了增進同學的學習動機，亦
有「個人學業成績進步獎」鼓勵大學部2至4年
級學生更加認真求學，前5名可獲得1,000元獎
金，其餘則可獲得500元獎勵，產經三陳虹儒
笑道:「很開心除了成績能進步外，同時也能
獲得獎金，如此一來，更加激勵我學習。」

促進學習發展 學教中心3進步獎 祭出千元獎金

　提高學習意願，激增學習興趣，學教中心學發組歡迎學生共組
團隊報名「同舟共濟進步獎」。（攝影／賴意婕）

【記者高嘉甫、莊靜淡水校
園報導】102學年度第一學期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增至48門，其中通
核中心開設「森林生態與樹木保護」和「生態
社區建構」，選課人數瞬間爆滿。曾修習「森
林生態與樹木保護」中文三陳玉婷表示，「當
初會修習本課程是因為學長姊和同學口碑，實
際體驗後真的很有趣，和平常修習的課程風格
不同，透過校外教學讓學習更加活潑；此外，
老師細心講解昆蟲知識，令我印象深刻。」
　本學年度評選出9門典範課程，包括大傳系
社會行銷與實作、資傳系說故事與腳本企劃
和創意數位媒體實務、建築系社區營造服務、
資工系網際服務軟體設計應用於醫療診治、
保險系長期照護與保險、統計系統計諮詢、教
科系數位學習導入與經營，以及觀光系休閒
遊憩概論。這是依據教學企劃書經由評審小

組評選而出，以課程安排結合服務程度、符合
社區需求、引導學生反思、社會議題及培養公
民能力、課程評量回饋機制、善用資源等面向
評選，服務學習專任研究助理吳恩慈表示，藉
由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協助學生應用課堂所

9門典範課程 提升專業知能 實踐服務學習

　【記者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英文系本學期「英語特
區」開始報名！自10月7日起，開放時段為每週一至五上
午10時至下午4時，採1對1輔導，由英文系研究生擔任輔導
員。輔導員英文碩三蔡晟綸表示，這是一項極具挑戰的工
作，「曾有同學拿航空公司及托福的題目來問，因此我也
得多方面地補充英文，真的很刺激也很有趣！」他希望同
學們不必害羞，歡迎同學來特區討論、交流。
　想要申請的同學請於今日（30日）上午8時起至英文系辦
（FL207），名額僅15名。英文系助教林倖伃表示，「『英
語特區』一向登記踴躍，有意願的同學務必加快腳步。」

英語特區開張 1對1輔導正夯

　26日，化學系邀請第12屆系友回娘家，近70位
與本校有40年老交情的學長姊魚貫而返，由理學
院院長王伯昌的陪同下，在化學館中庭舉辦餐會
活動，餐會後參觀化學實驗室、驚聲銅像、覺軒
花園等校園美景，熱鬧的笑聲迴盪在整個校園，
場面熱絡又溫馨。王伯昌表示，除了感謝系友們
熱情的參與，也藉由這難能可貴的機會，帶著系
友們一窺化學系近年來的新風貌，也讓大家一同
回味昔日的青春時光。
　第12屆化學系校友李用中開心地說：「實在很
感謝淡江當年扎實栽培，讓我們學習不落人後，
出社會之後才有機會超越別人，在競爭激烈的環
境也不害怕；另外，也很感謝化學系的接待，讓
我們有機會再度踏進美麗的校園，與老同學聯絡
感情。」（文／呂柏賢、攝影／鄧翔）

　除了個人的部分，為養成
學生自組學習社群的團隊合
作精神，利用同儕間互相激
勵的方式提升學習成效，使
學生懂得相互扶持以及合作
的良性學習模式，只要是大
學部大一至大四同學，可組
成3至6人的團隊爭奪「同舟
共濟進步獎」，將會有高額
的3,000元獎金等你來拿！

　有志參加進步獎
的同學不必為學習
上的困境憂心，為
了增加學生在學習
上的動力與自信心
，學生學習發展組
提供課業輔導的協
助工具，曾受過輔
導的會計二呂永庠
分享：「我申請了
經濟學、會計還有
微積分3科，助教
真的很用心，除了課本上的習題以外，還和我
一起討論報告的部分，一對一的教學成效真的
很不錯」，若在學習上遭遇困難，可申請高效
率的1對1至1對3的課業輔導，除了「個人學業
成績進步獎」於本月底截止，其餘報名皆持續
到10月30日，詳細資訊及報名請至學生學習發
展組網站（網址：http://sls.tku.edu.tw）。

學，並發揮課程特色。
　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所開設的
網際服務軟體設計應用於醫療診
治，這次和榮總醫院合作。陳瑞
發表示，此課程主要針對研究生
開設，正因人數較少才能讓學生
更能確實參與。陳瑞發說明，在
實地服務前，課堂上會教授相關
病因及如何操作醫療輔助儀器，
讓學生能協助病患使用醫療輔助
器材，也能蒐集相關資訊，有助
改善醫療輔具。

化學系校友返家 場面熱絡又溫馨

　圖為蘭陽志工服務隊擺攤招募熱血新生加入。（圖／
蘭陽校園主任室提供）

股份有限公司
程曦資訊整合

全年無休 用心搏感情

學期）和「金融市場趨勢講座」（下學期），
由台灣證券交易所出資聘請業界講師，亦和財
金系一同合作，將於10月2日上午10時邀請台
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李述德蒞校演講。邱建良
提到，「這是一次很好的產學合作機會，也是
張校長一直努力推行和支持的課程。」
　此次會議確認「AACSB認證課程」，將於
103學年度正式施行。同時，有6項課程將成為
商管學院各系的必修，包含：資訊概論、經濟

學、會計學、微積分、統計學和管理學；其
中，管理學為3學分（1學期制），其餘5項課
程皆採取2學分（2學期制）。
　同時，會議中提及將有4個系所的學分學程
在102學年度終止實施，包括保險系「保險與
資訊學分學程」、企管系「專案管理學分學
程」、運管系「都市交通與環境系統學分學
程」和管科系「決策分析學分學程」。
　此外，想申請財金系為輔系的學生，建議

先修習過「經濟學」、「會計學」和「統計
學」，但此3門課程的學分數不計入輔系必修
學分內。
　本次會議中，蔡鎤銘提到業界缺乏行銷人
才，「而各系皆開設多門產學合作課程，目的
在於增進理論與事實的連結，讓學生有機會將
所學知識應用在未來，建議可增設行銷相關課
程，藉此增加學生在業界的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