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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新聞之光 ！ 新聞系兩位校友獲得
【文／王蓉宜】華岡新聞之光！新聞系校
友今年囊括中華電信第二屆 MOD 微電影比賽
二大百萬首獎，包括畢業學生、新人導演張
耕聞以其所創作的 「二號二樓」 榮獲百萬首
獎 、 畢 業 學 生 胡 瑞 財 所 導 演 的 「CAN'T
STOP」 則榮獲中華電信合作獎，也獲得百萬
獎金，成績亮眼。
MOD 微 電 影 比 賽 是 中 華 電 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為培育數位影音創作與電影藝術人才，
特辦理本活動獎勵國人及國內青年學生從事
數位影音創作，並鼓勵利用 MOD 平台發表作
品。
由張耕聞所創作的 「二號二樓」 ，其內容
主要描述技術不熟練的小偷闖空門卻意外拯
救瓦斯中毒的屋主，其故事內容敘述成熟及
故事節奏到位，因此獲得百萬首獎，張耕聞

中華電信第二屆
MOD微電影比賽

百萬首獎

說：沒想過會得第一名，因此謝謝主辦單位
及評審給予他機會站在頒獎典禮，此外也要
謝謝二號二樓的製作團隊。

第 646 期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 日

音樂系黃正銘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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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三創
系列講堂

演講資訊平台

【文／李文瑜】資訊中心
新推出全新《演講資訊平台
APP》 ， 整 合 全 校 演 講 資
訊，包羅各類型演講內容，
全校十二學院，一一不放
過，均可在此一整合資訊平
台 APP 裡找到最想聽的精彩
演講，該系統並與全人護照
結合，提供即時線上報名系
統，就是要你來聽講，透過
專業講座，讓每一個華岡人
畢業前都成為 「知識人」 。
資訊中心近來積極推動設
計各類型手機 APP 系統，提
供學生在校學習的方便查詢
功能，最近新推出建置完成
的《演講資訊平台 APP》，
師生均可隨時在手機或網路
查詢各單位或系所開辦的各
類演講資訊。
這些演講資訊包括了演講
主題，主講人，內容與演講
時間地點等，並可即時線上
報名，充份揭露演講資訊，
簡易操作相當便利。
《演講資訊平台 APP》目
前介面提供 「我的演講」 、
「已報名」 、 「近期演
講」 、 「帳號登入」 ，並有
搜尋功能，可隨時查詢想要
聆聽演講的資訊，條列式的
設計，讓閱覽查詢更便利，
也可加入行事曆，不錯漏演
講時間，把握最佳黃金學習
階段，聆聽專家智慧經驗，
華岡人講演平台，讓你 e 手
掌握知識之鑰。

手查閱全校演講資訊 結合全人護照集點更便利

由中國文化大學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
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及中國文化大學校
友總會，在本學期共同推出 「
華岡三創系列
講堂」，邀請各產業的傑出創業校友回母
校，傳授學弟妹如何在創業新時代中定位自
己、預約成功。 「
華岡三創系列講堂」預定
舉行九場講座，從 9 月 25 日起到 11 月 20 日的
每周四晚上 18 時 30 分至 20 時 30 分於大恩館
102 教室舉行。

APP

代變遷，采風樂坊加入了現代音樂的元素。
華麗的服裝、潮炫的舞臺、結合搖滾樂、加
入布袋戲，獨樹一格創新作品，使得采風樂
坊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到世界各地巡迴演
出。
「精！還要更精！」 兩條琴弦花了黃學長
30 年的時光，天天練習，精益求精。黃學長
說： 「十年磨一劍，我靠這兩條琴弦闖天
下！」 他提出 「專業」 的重要性，把這種觀
念運用到各個領域，專一學習，進修自我，
是在學期間，我們必須要做的事情。
「創業是為了理想，不是為了賺錢！」 做
人不要太過功利，不要凡事都以 「利益」 為
出發點。理想與現實，往往是一體兩面。黃
學長要我們思考： 「如何在兩者中取得平
衡，成為生命中圓滿的一體？」 其實，采風
樂坊的高成本舞臺製作費用，使得黃學長常
常賠上自己口袋裡的錢，但，音樂表演，正
是黃學長的理想啊！於是，黃學長比別人更
努力，身兼不同的工作，為的就是在舞臺上
綻放的時時刻刻。 「創造自己的機會，而不
是苦苦等待機會」 各位學弟妹，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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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丙坤兩岸經貿講堂 主談區域經濟整合與貨貿協議

e

【文／賴麒元、曾馨誼、林佳宜 攝影／林
佳宜】 「華岡三創系列講堂」 第八場於 11 月
13 日邀請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音樂系國樂組
及佛光大學藝術研究所，現任采風月坊藝術
總監的黃正銘學長。黃學長現在也回到文化
大學任教，向學弟妹傳承 「華岡精神」 ！
黃正銘學長是宜蘭人，出生農村家庭，了
解務農的辛勞，他從小立下志願： 「不想再
當農夫！」 苦讀考上宜蘭高中。很幸運的，
在學生時期，黃學長參加國樂社，找到了他
的 「知音」 －胡琴。然而，學音樂這條路並
不輕鬆，黃學長在學生時期生活貧苦，時而
向老師借錢，甚至有一次，他窮到睡在警察
局外面。就在當時，他立志要成為一位優秀
的胡琴演奏家。
「皇天不負苦心人！」 黃學長考上中國文
化大學音樂系國樂組，展開他的音樂之路。
由於這一路走來並不容易，黃學長比別人更
珍惜練習的機會，幾乎每天都在琴房待到晚
上 11 點才肯回宿舍。畢業後，黃學長順利錄
取中廣國樂團首席，從此有了穩定的生活收
入。
「對傳統音樂的執著！」 有了積蓄之後，
黃學長決定放下月入 20 萬的穩定薪水，獨自
到國樂的發源地－中國，進修胡琴。不料，
當時他想考取的大學不收臺籍學生。黃學長
獨自在民間學了一些技藝之後，1991 年，他
回到臺灣創立了 「采風樂團」 。
采風樂坊主要由 6 個人 6 種樂器組成，分別
為：胡琴、笛子、琵琶、古箏、揚琴、阮
咸。創立初期多演奏傳統中國樂曲，隨著時

社長／李天任

經濟部長杜紫軍拜訪張董事長

一把胡琴帶大采風樂坊

國樂跨界結盟
開創多元表演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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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
第八講

發行人／張鏡湖

《文大校訊》為您掌握校園動態。歡迎前往曉峰紀念館資訊中心八樓、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文／李文瑜】經濟部長杜紫軍 11 月 25 日
應 「江丙坤兩岸經貿講堂」 之邀蒞校暢談 「區
域經濟整合與貨貿協議」 。杜紫軍部長演講前
先拜訪本校張鏡湖董事長，暢聊兩岸經貿現
況，相談甚歡。
「江丙坤兩岸經貿講堂」 由中山與中國大陸
研究所所長趙建民與國際貿易學系郭國興教授
聯合敦邀貴賓群蒞臨演講。
經濟部長杜紫軍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森林學
系博士，曾任經濟部工業局第六組組長、經濟
部工業局主任祕書、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副處
長、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主任秘書、經濟部
商業司司長、經濟部常務次長、經濟部政務次
長，並於 2014 年 8 月 10 日接任中華民國經濟
部第 31 任部長。
杜紫軍部長說，很高興文大能舉辦 「江丙坤
兩岸經貿講堂」 ，這一系列講座相當重要，尤
其是江丙坤老師曾是自己的長官，對兩岸經濟
貢獻卓著，也讓自己有此一機會來與大學生聊
聊兩岸經貿現況。

張董事長與杜紫軍部長相談甚歡

杜紫軍部長主講區域經濟整合與貨貿協議

杜紫軍部長說，政府規劃具長遠性，且必
須考量台灣所有企業，無論是大企業或中小企
業、科技產業或傳統產業，必須努力維持各產
業在國際上競爭力。在國際或企業競爭方面，
不只是不要輸太多，是不能輸，甚至應該要有
贏的心態，若大家普遍沒有要贏的心態，在國
際競爭上將不會成功。

杜紫軍部長分析，兩岸經貿關係未有進展
時，會影響台灣與其他國家洽簽 FTA，或加入
多邊協商時 「不會有助益，也可能會有阻
力」 。由於兩岸存在非常微妙的關係，因此若
能順利完成 ECFA 後續協議，絕對有助於台灣
與其他國家洽簽 FTA。

河南省鄭州大學
西亞斯國際學院
戶外式軍容演出 吸引許多師生駐足觀賞 音樂響徹陽明山間

軍樂團交響管樂團

【文／李文瑜】河南省鄭州大
學西亞斯國際學院軍樂團交響管
樂團於 11 月 21〈五〉12 時至 13
時首度在本校百花池舉辦午間音
樂會，天氣溫暖，軍容音樂響徹
陽明山際，吸引許多師生駐足聆
聽。李天任校長強調，為各位表
演者與本校師生預約一個好天
氣，讓大家可以在陽光普照的冬
天裡，欣賞大陸知名軍樂演出。

河南省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
院軍樂團交響管樂團總計 108 位
大型軍樂團，一早即到文大拜訪
李天任校長，全體團員超過百
位，李校長提到，希望藉此交
流，讓同學在藝術文化薰陶下更
具國際視野。
鄭州大學西亞斯國際學院於
1998 年成立，為鄭州大學下屬的
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現有在校生

2 萬 6,400 餘 人 。 軍 樂 團 自 2005
年 11 月成立，管樂隊、打擊樂隊
600 多人編制的大型樂團，每週
更聘請河南省歌舞劇院交響樂團
老師固定兩次授課，參加多種接
待演出、比賽均獲佳績，是河南
省最優秀的大學生樂團之一。
來訪人數總共有 108 人，如此
大陣仗的樂團，可以帶給觀眾們
不一樣的震撼力。軍樂團此次演

出曲目有《斯拉夫女人的告
別》、《小叮噹》、《我只在乎
你》、《咱當兵的人》、《匈牙
利舞曲第五號》、《少林，少
林》、《竹笛獨奏：春到湘江、
歌劇 2》、《五聲神韵》、《雙
鷹旗下進行曲》、《千言萬
語》、《青春舞曲》、《星條旗
永不落》、《拉德斯基進行曲》
等。

《文大校訊》是一份報導教育政策、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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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學系註冊率 100%

舞蹈學系註冊率 100%

心理輔導學系註冊率 98.31%

全商系註冊率 97.78%

韓語學系註冊率 96.43%

觀光事業學系註冊率 96.43%

落實 TQM 精神 邁向學術卓越 品質保證
【文／李文瑜】以 「知識管理領航，價值創新推手」 為題，本校在張
鏡湖董事長領導之下，今年六月全面積極推動 TQM，落實管理體系，以
提升教學、研究、行政及服務品質，確保文大邁向 「學術卓越、品質保
證」 的標竿目標。
推動永續經營及建立校園持續改善文化，提升學術品質與行政效率，
推動全面品質管理(TQM)列為本校 103 至 105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
一。
今年 6 月 9 日由李天任校長主持，一級主管與會，召開 TQM 推動起始
會議，會中成立本校 TQM 全面品質管理推動委員會，以校長為該委員會
主任委員，下設推動辦公室及知識管理、持續改善、人力發展、研發創
新、流程管理、顧客市場及策略發展七個工作小組，由學術、行政一級
主管擔任召集人或副召集人。該委員會是一個由上而下貫徹推動全面品
質管理之組織，期使校務推展的各個面向皆能依循 PDCA 的精神，齊頭
並進，達到最優化。
103 年首部曲訂為 「共識紮根年」 ，透過講座與課程讓全校師生瞭解

三大推行 TQM 歷程
全面推動學術與行政品管圈 挑戰國家品質獎
首部曲

103 年共識紮根年

成立全校推動 TQM 組織
針對 102 年度卓越自評改善建議擬定改善計畫
透過講座與課程讓本校全員瞭解 TQM 之精神
舉辦 TQM 技能種子師資培訓班，共計已有 30
位成員
成立品管圈，目前已 17 圈
舉辦期末成果發表及進行校內行政事務流程管理與再造

建構知識管理平台
推動知識社群與專家黃頁
進行顧客與教職員滿意度調查及後續改善計畫
建立教職員職能管理系統(專業職能)
落實部門績效管理制度(PDCA)
行政單位全面推動品管圈，舉辦成果發表
全面流程整合與再造
規劃各學院特色系所之未來發展方向及作法

法律學系財經法律組註冊率 96.61%

舞蹈學系 戲劇學系註冊率 100%
103 學年度 17 學系獲 95%報到率
【文／李文瑜】今年 103 學年度
報到率總計有 17 學系拿下 95%以
上註冊率的優異好成績。李校長於
教務會議親自頒獎予學系主任，表
達對系、所招生實力給予高度的肯

大傳系註冊率 96.61%

景觀學系註冊率 96.55%

法律學系法學組註冊率 95.48%

103 學年度系務發展獎勵金核發原則
依 103 年 10 月 15 日之 103 學年度新生招生名額內之完成實際註冊程序
人數，不包括完成註冊之新生休學、退學學生、103 學年度新生保留入學
資格人數及前學年度保留入學資格後復學者。

103 學年度系務發展獎金之頒發，核發基準

三部曲

檢視推動 TQM 績效與成果，再精進
落實策略方向、作法與績效
全面推動品管圈(學術與行政單位)，舉辦成
果發表
知識管理內涵、運用與分享
教職員專業職能整合各人力資源系統
105 年度 10 月申請挑戰 106 年度國家品質獎

定 ， 總 計 發 送 獎 金 達 2,380,000
元。其中，舞蹈學系與戲劇學系註
冊率達 100%，獲得 103 學年度系
務發展獎金二十萬元，排名各系所
之冠。

生活應用科學系註冊率 96.49%

英國語文學系註冊率 95.54%

105 年成果挑戰年

勞工關係學系勞資關係組註冊率 96.61%

103 年度各單位品管圈實際改善之主題

二部曲

104 年品質精進年

TQM 精神，並舉辦 TQM 技能種子師資培訓班，成立 17 圈品管圈，進行
校內行政事務流程管理與再造，開啟以 TQM 架構的新管理元年，今年更
在全校共識努力下，榮獲由行政院舉辦的國家永續獎，成為國內唯一獲
獎之大學，未來，中國文化大學將以 TQM 精神，持續設定里程目標，挑
戰最高榮譽國家品質獎。
本校成立七大小組，包括研發創新小組、流程管理小組、持續改善小
組、人力發展小組、知識管理小組、顧客市場小組、策略發展小組。
全面品質管理是需要全員參與，追求持續改善的精神。品管圈組成與
運作是其中重要一環。去年度品管圈試辦活動，邀請顧問輔導幾位熱心
的同仁組成 3 個品管圈，針對所掌業務，主動提出改善主題，以品管圈
手法實際運作，並發表預期改善成果，參與同仁皆認真以對，令人激
賞。試辦期間各行政單位並配合完成 TQM 自評，秘書室並先後辦理 2 次
「國品獎獲獎學校觀摩」 ，邀請校內行政主管至淡江大學、清華大學參
觀學習，以國品獎之品質目標，追求自我改善。同時舉辦 「試辦品管圈
成果發表會」 、 「認識品管圈」 、 「TQM 技能種資師資培訓」 等教育訓
練，讓同仁們了解品管圈，與學校推動 TQM 已勢在必行，亦體認主動發
掘問題與改善問題的重要性。
目前全面品質管理(TQM)推動委員會工作小組自於 6 月起各小組召開 3
次工作會議，達成多項改進議決，並刻正執行中；103 年度正式啟動品管
圈，各單位自組品管圈，提出改善主題。這學期共遴選行政單位 13 個品
管圈正式輔導運作，自 9 月 1 日起陸續舉行 5 次輔導會議，預定 12 月 23
日將辦理成果發表。對於在工作之餘仍用心追求改善與進步的同仁們，
本校特別發布品圈實施辦法及獎勵措施，第一名獎金一萬元，第二名八
千元、第三名五千元，圈長及成員並可記嘉獎，參加獎每個圈一千元，
以回饋同仁們的熱心與付出。

國際貿易學系註冊率 95.24%

《文大校訊》為您掌握校園動態。歡迎前往曉峰紀念館資訊中心八樓、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100% = $200,000
99 % = $180,000
97 % = $140,000
96 % = $120,000
班級數每增加一班另加發獎金 2 萬元

98 % = $160,000
95 % = $100,000

資訊管理學系註冊率 95.83%

機械工程學系註冊率 95.50%

《文大校訊》是一份報導教育政策、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