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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首頁全面改版

Logo出爐
66週年校慶Logo出爐！由參零鏡設計有限公
司設計師侯任祐設計，作品將提供各單位籌
辦校慶使用。
（圖／秘書處提供）

沿用6年的淡江網頁改版了！秘書長何啟東表示，
有別於以往的最大特色是支援行動裝置，瀏覽更
加簡潔便利！網址：http://www.tku.edu.tw/

守謙上梁 明年 ２月完工
105學年度大學部、研究所新生開學典禮暨
入學講習於8、9日上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
行。典禮開始前，由校長張家宜依循傳統，率
學術副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國際
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和各行政、教學單位主管，
帶領逾5,500位新鮮人登上132階的克難坡，象
徵學子要經過這項淬煉。（文／廖吟萱、攝影
／盧逸峰）（文轉四版）

守謙上梁典禮

張校長：克難坡如活檔案

張校長（右）與雙喜營造副董事長邱宏章
（左）擔任上梁典禮主典者。（攝影／盧逸峰）

Intelligence

機電系學生參加「2016新光保全智慧
型保全機器人競賽」以此作品獲得特別
外觀造型獎。（圖／機電系提供）

驚聲大樓 歐式花園 接軌國際

【記者詹雅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在暑假期
間總務處針對驚聲大樓進行整修工程，另重新
整理往瀛苑道路左側之歐式花園。
驚聲大樓整修
本次針對驚聲大樓的廁所、公共區域、公共
安全及東北向外牆進行整修。節能與空間組組
長姜宜山表示：「本次整修費約5千萬元，包
含廁所翻修約2千8百萬元、外牆維護約1千萬
元，其餘為公共區域及安全區域整修費用。」
尤其2F至12F（10F以外）的廁所大幅度調
整，姜宜山表示：「依國際研究學院學生男女
人數比例（1：2）調整廁所數量，減少女同學
如廁的排隊狀況。且特別為了提升如廁安全性
及私密性，將女廁路口改修成轉折式，亦新增
緊急按鈕供師生遇緊急狀況時使用。」
公共區域方面，包括大廳、走廊美化、休憩
區、布告欄、報櫃等。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
成表示：「本次整修主軸緊扣國際化、現代
感，如：大廳以本院英文全名作為意象牆，並
增設電視螢幕播放CNN等國際新聞，使學生
與世界接軌零時差。各系所辦公室使用專屬代
表色，牆面以象徵該系所之建築、意象，彷彿

置身國際現場。」
姜宜山說明，公共安全方面，新增感應式自
動消防門，阻隔濃煙以利逃生，且和消防警報
器連動，增加救援及時性。該大樓東北向的外
牆，長年受東北季風侵襲造成剝落狀況，整修
以增長建築物壽命。姜宜山叮嚀同學共同愛護
公共區域、減少破壞，營造舒適學習環境。

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
人力資源處於上月10、11日在蘭陽校園強邦
國際會議廳舉行「105學年度新任系所主管研
習會」。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主持，教育學院
院長張鈿富及經濟系系主任鄭東光分享自身經
驗，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潘慧玲、外語學院
院長陳小雀專題演講，以助新任主管短時間熟
悉職責內容。
校長張家宜除致贈各主管《哈佛教你打造溝
通力》與《未來產業》兩書，致詞時也以本學
年度指考放榜後各校招生情況為例，指出雖本
校今年足額錄取，但為因應少子化問題將採取
財務及人力資源等方面緊縮政策，盼全校教職
員工生能共體時艱。葛煥昭則提出6項系所發
展重點並鼓勵各主管「帶人要帶心」、「以事
半功倍的高效管理方式加上系所務發展需透過
主管領導，才能提升大家向心力與職場幸福

感，並創造組織成功。」在綜合座談及心得分
享時，多位主管踴躍發言。會後，建築系系主
任米復國表示，原需更長時間解決的問題，透
過此會直接傳達給校長、副校長、並與其他主
管集思廣益，節省許多時間。（文／蔡晉宇）
新進職員教育訓練
人力資源處於1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
「105學年度新進職員教育訓練」，行政副校
長胡宜仁表示，透過各單位的宣導講解，期望
同仁盡早適應工作，歡迎各位加入淡江，共同
為團隊努力。人資長莊希豐表示，活動安排工
作技能、個資保護、宣導性質等訓練課程，希
望新進職員能早日上手，並從中得到幫助。
研習內容有OD、OA系統介紹、公文文書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等。資工系約聘行
政人員王雅玄表示，藉由訓練更認識系統公文
運作及瞭解各單位業務。（文／朱世凱）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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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講題
前第一銀行總行專門委員
蔡鎤銘
金融科技網路借貸平臺的應用

張校長西安交流高教經驗
榮任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為增進海峽兩
岸暨港澳地區大學間友誼，校長張家宜於7月
25至30日，前往西安參加「第12屆海峽兩岸暨
港澳地區大學校長聯誼活動」，共有兩岸四地
20餘位校長與會。
此次活動除了舉辦校長論壇，也參訪當地文
化景點。張校長表示，「透過論壇更加深兩岸
四地間的交流，盼未來能有更多合作機會。此
行看見對岸大學的蓬勃發展，也更加確信淡江
長期以來，注重兩岸學術交流政策。未來朝這
方向邁進，持續為深化雙方交流努力。」
此外，張校長日前榮任中華經濟研究院董
事，在歷任董事中，張校長是首位私立大專院
校校長，本報專訪張校長，請見本期三版。

WRWU全球448名
計算科學

QS學科首進500大
全球第448名
亞洲第72名
全國第7名
私校第1名

【 本 報 訊 】 世 界
大 學 網 路 排 名
（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
WRWU）2016年7
月份最新排名於日前
出爐，本校全球排名
第448名、亞洲第72
名、全國第七名，為
臺灣私立大學第一，
也是全國唯一進入前

500大的私校。
與今年1月世界大學網路公布排名相較，全
國排名由第八上升至第七名。在4項指標表現
中，「Presence」由478名大幅提升至31名，
而其餘3項指標皆退步，「Impact」由205名退
至254名、「Openness」由154名退至599名、
「Excellence」由884名退至984名。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自2004年起，由
Cybermetrics Lab（該單位附屬於西班牙國家
研究委員會）每半年提供一份高等教育機構
的學術排名報告。根據WRWU網站（www.
webometrics.info/）顯示，世界大學網路排
名指標取決於全球大學的資料庫、Google
scholar、ahrefs與Majestic等重要網路搜尋引擎
和獨立訊息供應商，其提供之學術資料和網站
數據作為評比要項，每年1月與7月更新排名。
5日，英國高等教育調查公司QS公布世界大
學和學科排名。本校入選「工程與科技」領域
的「計算科學」學科，是首次入榜，排名位居
401至500名區間。

▲ 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高成（右）親自導覽，驚
聲大樓大廳加裝電視播放CNN等國際新聞讓學生與世
界接軌零時差。驚聲大樓內，新增多個休憩區，設計
風格強調國際化。（攝影／許允季）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重整後的歐式花園搭配觀音山，
景緻美不勝收。（攝影／許允季）

▲

新主管職員研習 向心力 UP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責人、電機博二游翔麟說，「淡江一向很注
重團隊合作，這次更推出全新的組別參賽，
且整個團隊多數由大學生組成，可見全隊的
研發能量是很足夠的。」
機電系「不要碰我的手」團隊隊長機電四
沈芳茹說，「這是自己第一次全程參與的作
品，十分有成就感。感謝老師和學長們給予
的指導及建議，也很感謝隊友們不辭辛勞，
最終團隊的努力能被肯定，真的很開心。」
包辦新光保全兩個獎項的「oCare」團隊，
隊長機電四葉丞偉感謝隊友們在3個多月以來
的努力，讓他們即便面對設備及經費不足，
還能抱回好成績。他也分享
到機器人的特別外觀造型，
「為了完成想要的圓柱狀，
還特地買了建築材料美耐
板，但由於切割不易，隊員
們只好一刀一刀慢慢用美工
刀分解，十分費工。」
▲

新聘教師座談會
為讓105學年度新聘教師了解學校文化背
景、運作模式及各項資源與福利等，人力資源
處於7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5學年度新
聘教師座談會」，校長張家宜、3位副校長、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一級單位主管及17位新
聘教師出席。
校長張家宜致詞歡迎新進教師時表示，今年
為少子化的第一波，本校在聘任名額上進行縮
減，加上競爭者眾多，恭喜並肯定新進教師皆
是各院系十分傑出者。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主
講「淡江文化與辦學成效」、鄭東文教務長主
講「教務支援教學概況」等7個專題報告。葛
煥昭報告時，期勉新進教師發揮馬太效應，爭
取社會資源。綜合座談中，教師踴躍提問，各
單位主管逐一回應。張校長表示，本校相當重
視性別平等，請新進教師在與學生互動時，更
注重用字遣詞。物理系助理教授陳樫旭：「會
中讓我更認識淡江文化並對教務支援教學概況
更加了解及如何運作。」（文／陳昶育）
新聘教師教學工作坊
學教中心於6日舉行105學年度「新聘教師教
學工作坊」，協助新聘教師了解本校校園資訊
服務外，並由經濟系教授萬哲鈺說明「面對新
世代學生之教學方法與策略」、台北大學師培
中心主任李俊儀介紹「教學展演之內功心法」
進行專題演講，由教發組組長李麗君主持「教
學二三事in淡江」綜合座談。學教中心執行長
潘慧玲歡迎新進教師成為淡江的一份子，也期
望透過此次工作坊幫助教師增進教學成長。新
任教師建築系助理教授黃奕智表示，講座能對
整個教學結構系統更了解，也很符合自身對教
學的想法。 （文／詹雅婷）

2016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在大陸東莞康帝國際酒店舉行，張校長（左九）與
校友們共同舉杯祝酒！（圖／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動。本校電機系
拿下本屆「上銀
智慧機器手」實
作競賽開發組、
應用組兩項總冠
軍及兩個單項
冠軍，「大黃蜂
MIT」更締造三
連霸紀錄。
機電系則是贏
得「2016全國機
器人創意競賽」
電機系教授翁慶昌（第二排右五）帶領電機系學生參加
國產工業機器人組
「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獲佳績。（攝影／閩家瑋）
第二名、工業機器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
人智慧應用創意組佳作；另在「2016新光保全
報導】「2016台灣機器人
智慧型保全機器人競賽」中，獲得第二名及特
與智慧自動化展」於上月
別外觀造型獎的佳績。
31日至3日在台北世貿南
電機系歷經2個多月的努力及多次模擬賽，
港展覽館盛大登場，會展
「大黃蜂MIT」團隊除了創下機器手開發組三
整合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
連霸，同時還囊括「機械揮毫」、「智慧裝
競賽、全國機器人創意競
配」兩個單項冠軍。初試啼聲的「淡江尚贏」
賽，以及臺灣新光保全智
團隊也抱回機器手應用組冠軍。電機系比賽負
慧型保全機器人競賽等活

校園新貌

新教師融入淡江
習教學心法

張校長向海內外校友會參與致謝外，並感謝
大陸校友聯誼總會會長莊文甫安排企業論壇，
致詞表示，淡江校友在「樸實剛毅」校訓的涵
育下，各項評比勇奪私校第一外，首創社團必
修學分，培育學生解決問題等能力，讓淡江畢
業生蟬聯企業最愛，更希望校友協助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的籌建募款，早日達到募款目標。
本次邀請3位企業校友IDI朝代總裁柯耀宗、
信邦電子集團董事長王紹新、全國台企聯榮譽
會長及台昇國際集團董事長郭山輝進行經驗分
享，與會人員感受淡江校友創業經營的精神。
晚宴以開幕戰鼓誌慶後，各地校友會會旗進
場、校友齊唱校歌、淡水名產魚酥與阿婆鐵蛋
美食等一起回憶校園時光，並預告2018年雙年
會將在臺灣舉辦。

2016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

機電 全國機器人雙賽抱四獎
上銀 機器手電機三連霸

張校長（右）參觀全國大學檔案聯

展，欣賞本校展出品｜宮燈教室積木

與他校地景積木。（攝影／林俊廷）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由教育部舉辦
多年之檔案主管研習活動提案、國立臺灣大
學邀集國內56所公私立大學參與之「創校與前
瞻－2016全國大學檔案聯展」於上月5日起至
10月31日在臺灣大學校史館川流廳展出。上月
5日開幕式，國立臺灣大學校長楊泮池、本校
校長張家宜、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首屆校長
鍾信心、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局長林秋
燕及教育部秘書處處長周以順到場共襄盛舉。
楊泮池致歡迎詞表示，臺大長期以來有檔案
展，很開心這次集結56校共襄盛舉。擔任私立
大學代表的張校長致詞時表示，本校創辦於
1950年，是第一所由臺灣人所創辦的私校，於
6年前校史完成編纂，照片、文書的保存更加
完整。整理檔案過程認為檔案是一種傳承，將
檔案串成故事，還能勾起校友回憶，好比過往
淡江人上學需爬上132階的克難坡，如今成為
新生開學必經的巡禮，皆烙印校友心中。
展區依大學歷程、文化地景、立校精神、檔
案尖兵、春風化雨，與卓越前瞻六大主軸劃
分，展出各校珍貴的文稿、校徽、校景小積木
以及各校地景、建築物導覽，如本校的宮燈教
室、書卷廣場。其中本校展出的《淡江週刊》
歷史報導，更鮮明呈現本校人文薈萃的優良傳
統。現場更有結合數位科技打造全臺大學校景
虛擬實境拍照設備。

理念，是凝聚校友的重要場地，目前工程進
展順利，預計明年2月完工。募款方面，在校
友大力支持下，已完成大、中型會議室認捐，
「一人一磚」部分期許更多校友們共襄盛舉。
期望工程持續順利，帶給淡江更新的轉型發展
空間，祝福校運昌隆。
校友齊聚東莞雙年會 熱心捐款490萬
2016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於上
月27日在大陸東莞康帝國際酒店中圓滿落幕！
校長張家宜與來自美國、大陸、臺灣、加拿
大、巴拉圭、印尼、馬來西亞、香港等世界
各地區校友會的校友約500餘人交流情誼。會
中，校友共捐款4,900,000元，響應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的籌建，藉此拋磚引玉希望讓更多校友
共襄盛舉。

演講看板

▲

淡江傳統 登坡迎開學

【記者詹雅婷淡水校園報導】總務處於3日
上午9時舉行「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新建工程上
梁典禮」，由校長張家宜、雙喜營造副董事長
邱宏章擔任主典者，3位副校長及一、二級單
位主管等陪典，共同上香祝禱。最後，主典者
舉起「上梁筋」及鳴炮中為工程祈求圓滿。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興
建意義非凡，校友徐航健捐贈1.2億以其父母
親名字「守謙」、「有蓮」為該中心及國際會
議廳命名，且為本校創校以來首度向校友募款
集資蓋大樓。其中的軟硬體融入本校三化辦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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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歐式花園
歐式花園佔地450坪，運用20
多種植栽，仿加拿大布查特花園設計，並以
「淡」淡郁林下，「江」河心為始，「大」愛
為圭臬，「學」海無止盡作為設計理念。總務
處約僱技術人員紀明宏表示，花園中間以愛心

形狀設計，象徵「有愛無礙」理念，且選用四
季的植栽，盼讓大家在不同時節欣賞各種色彩
層次的樣貌。也鼓勵同學多到戶外走走，感受
校園之美。

移動學習夯 三國學生 Brainstorming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國際處
於上月7日至29日舉辦為期3週的「三國
（臺、日、韓）移動學習」活動，以
「亞洲、和平、未來」為題，由本校與
日本立命館大學、韓國慶熙大學3校共
26位學生參與。
前兩週分別在日本、韓國研習，第三
週返回淡水校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表示，3校學生藉由跨國移動學習，
3校學生上月22日在本校洞悉未來情境教室，針對
認識不同文化、拓展國際視野以及語言未來學議題進行小組討論。（攝影／趙世勳）
激盪觀點，受益良多。本校財金四莊璦菱則
表達能力，是相當可貴的經驗。國際長李佩華
表示，在交流期間打破對他國文化的刻板印
表示，過程中看見3校學生跨文化學習，各展
象，且不設限於語言隔閡，大家皆以開放胸
專長且踴躍發表想法，非常開心。來自韓國慶
襟去認識彼此。
熙大學學生李采恩分享，在小組討論中，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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