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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低潮時，更要蓄積能量等待機會，

並有自我創造機會的態度，

當有人願意給你機會時，才能如同大鵬展

翅高飛。而善良、正直與誠信會伴隨我們一

生，若要行穩致遠，就一定要廣結善緣。

－時任第一銀行總經理江金德

（圖／體育處提供）

　2017臺北世大運舉重比賽於20至25日在紹謨紀念
體育館舉行，本校校友3520扶輪社前總監郭俊良、
系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林健祥、EMBA校友會理
事長黃茵茵，捐贈舉重2500張門票，招待師生、校
友為陳士杰、郭婞淳、唐啟中、許淑淨國手加油。

校友挺舉重贈2500門票
20日世大運舉重@淡江視察守謙

台灣默克攜手化學車  歡迎來命名 

54生研究獲科技部補助

教部      本校8項全數通過

近6百大三生海外留學 張校長授旗遠航

（攝影／蔡晉宇）

　上月4日校長張家宜在總務長羅孝賢等人陪
同下，前往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勘查施工近況，
期間視察有蓮國際會議廳，該廳電視牆採用夏
普（SHARP）55吋3.5mm細邊框LED電視面
板，以5X10方式建構大型液晶螢幕。

張校長試用設備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諮商輔導組於
6月1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6學年度大
一導師輔導知能暨大學學習課程研習會」，校
長張家宜致詞時表示，大一上學期為學生重要
的收心時間，本校設計大學學習課程，安排線
上學習課程及規劃學生參與其他活動，主要為
引導學生快速適應大學生活，促進學生的學習
與發展，也非常感謝所有導師們的支持。
　教心所所長宋鴻燕主講「大學學習課程說
明」，106學年度學教中心線上課程由學生自
行觀看，導師時間規劃9小時，可安排系友分
享、演講活動等內容，也讓導師有更多時間與
導生溝通。在評量方面，大三（含）以上未取
得「大學學習」學分者，可選修「學習與發展
學門」其他課程代替，本課程「不通過」者會
列入二一之計算。
　遠距組組長王英宏主講「學習策略線上課程
說明」，其中「知心的溝通表達」提供場景
模擬對話情境，讓學生學習人際之間正確的溝
通與表達心理需求及關鍵語句；「簡報架簡
單」則提升學生製作簡報能力。另「時間大玩
家」、「原文書完全攻略」，則為學生打造專
屬學習策略。綜合座談時間中，與會教師針對
導師在大學學習中的定位以及職責討論熱絡。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為鼓勵106學
年度即將出國留學學生，國際處於6月20日舉
行「106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授旗典禮」，校
長張家宜親臨主持與授旗並邀請加拿大駐臺
北貿易辦事處副處長Ms. Charmaine Stanley、
法國在台協會專員Ms. Anne-Laure Vincent、
西班牙商務辦事處專員Mr. Miguel De Felipe 
Tena、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日本語專家Ms. 
Fujishima Yukiyo等貴賓、一、二級主管，為
同學獻上祝福。106學年度共計將有597名同
學赴19個國家、102所學校研修1年。
  張校長致詞時勉勵即將出國圓夢的同學，好
好利用時間精進語言深度、克服文化隔閡，
賦予自己更全方位的附加價值。典禮上也邀

大一導師研習
助新生適應大學生活

網路看更
http://tkutimes.tku.edu.tw/

大條

　【記者楊喻閔整理】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獲
海內外校友熱情響應捐款興建而成，空間命
名已全數認捐。據校服暨資發處資料指出，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與有蓮國際會議廳由校
友徐航健慷慨解囊1億2千萬；4間大型會議
室，由世界校友會聯合會、中華民國校友總
會、菁英校友會、不具名校友各以5百萬元
認捐1間，其中，校友陳定川共捐6百萬元。
　11間中型會議室中，校友林健祥以宗瑋工
業及化學系名義認捐2間共6百萬元；馬來西
亞校友會、日文系、現代保險雜誌社、校友
孫瑞隆以伯馬企業名義、校友莊文甫以3百
萬各認捐1間；不具名校友認捐2間共6百萬
元；本校為紀念校友高新平對學弟妹的照
顧，以其名認捐1間；校長張家宜勸募3百萬
元；同舟廣場由中華民國大學校院學生社團
事務發展協會（淡海同舟）捐款逾3百萬，
其中1百萬為林健祥所捐。

守謙之 7FOCUS

2016 年 9 月 3 日舉行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新建工
程上梁典禮。（圖／本報資料照）

　【記者邱筱涵淡水校園報導】上月31日，本
校與台灣區默克集團共同簽訂科學教育活動合
作備忘錄，台灣默克董事長謝志宏、本校校長
張家宜、研發長王伯昌等人出席，雙方藉由產
學合作，攜手提升臺灣偏鄉科學教育。謝志宏
感謝本校提供合作機會，共同參與行動化學車
偏鄉教育活動，謝志宏說明，認同淡大行動化
學車理念，因此將連續3年獲得集團總部直接
贊助外，並提供人力和物力來協助推動科普教
育；更因著該集團之「創新來自於好奇心」之
企業理念，將贊助第二部行動化學車，希望能
讓偏鄉孩童了解化學趣味性，將來能為人類創
新謀幸福的科技。
　張校長感謝台灣默克長期的關注與支持，也
感謝化–學業界之校友們對母校的贊助鼓勵，
張校長致詞表示，行動化學車緣起於2011年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研究發展處於
日前公布106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獲科技
部補助名單，共54位學生通過核定，相較於去
年39位大幅增加；每人獲得4萬8千元補助。從
通過核定件數來看，最高的是工學院有33件、
其次是商管學院13件、理學院4件、文學院3
件、外語學院1件。
　本次以主題〈新世紀以來台灣文學中的「少
女」書寫──以李維菁、鄭聖勳、神小風及陳
又津為例〉獲補助的中文四李冠緯表示：「在
開始進行研究後，才逐漸明白這是一個扎實、

國際化學年，由王伯昌執行科技部
推廣化學計畫開始，至今累計已超
過350場化學科普偏鄉教育活動，
張校長強調，行動化學車於本校有
三大重要意義；一是對科普教育的
推廣支持；二為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USR）貢獻社會；三則透過產官
學三方合作，讓教育能更深更廣。
　現場播放化學遊樂趣之下鄉服務
的紀錄影片，由科學教育中心執行

  【本報訊】本校電機系教授翁慶昌、李揚
漢與副教授蔡奇謚帶領13位學生組成機器人
研發團隊「TKU M-Bot」，於上月27日參
加2017年「亞馬遜機器人挑戰賽（Amazon 
Robotics Challenge）」，淡江是臺灣唯一入圍
的團隊，首次帶著自行研發的機械手臂，與
來自麻省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雪梨大
學、東京大學及日本企業松下、三菱與東芝
等16組團隊在日本名古屋同台競技。
　翁慶昌表示：「此次入圍決賽即是肯定，
感謝學校支持自主研發機器人的學習環境，
更讓學生能在短時間完成研製一台具有雙手
臂的機器人。」本競賽由電商巨擘亞馬遜連
續3年舉辦挑戰賽，邀請全球在自動化領域共
同研發和創新機器人應用。今年要求參賽機
器人具自主判斷能力，透過影像辨識及深度
學習來執行各項任務，期待提升運作效率。

　【本報訊】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
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105年度下半年教育部大
專校院統合視導，6月公布視導結果，28間受
評學校中，有24校全數通過，本校在8項考核
項目全數通過。稽核長白滌清表示，本校秉
持全面品質管理精神，在接受外部評鑑之前
進行內部自評，並且持續改善，獲「全數通
過」是本校全員共同努力的成果。
  考核8項內容為大學甄選入學招生、私立大
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大專校院校園環
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校園保護智慧

本校機器人團隊
全臺唯一入圍　　　賽

漫長的過程。也漸漸發現，『少女』並非有趣、
輕鬆的主題，它更反映出臺灣一種只相信愛情的
主體困境。感謝中文系黃文倩老師的指導，才讓
此計劃逐漸成形。」
　而以〈蟻群最佳化之路徑規劃應用於生產線分
裝〉為研究主題的電機四張譯云則分享，「這次
研究主要以『蟻群演算法』來探討與研究機械手
臂抓取物件的路徑規劃，透過模組化的零件和簡
易的人機介面，可以手動組出簡易型小手臂，是
此計畫重點之一，非常感謝實驗室的學長們給予
很多協助及指導，我會繼續努力的！」

請政經四謝齡寬與國企四林芳
羽，分享於105學年度分赴美
國紐約州立大學科特蘭分校及
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交換留
學1年的感想與收獲。
　法文三陳美儒則是暢談自己
即將於9月初至法國普瓦捷大
學1年的留學計畫。即將啟航
前往日本立命館大學留學的外
交與國際三邱子瑄說：「在全
球化的時代，具備良好外語能
力與國際觀已經不再是優勢，
而是一種基本能力，期許能在
這1年內更充實自己各項能力。」

　【本報訊】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於12日
起，在全臺及離島舉辦16場新生暨家長座談
會，將由各校友會幹部、校友分享求學歷程、
職場經驗，以及介紹校園環境和講述系所出
路，並與家長及新生當面對談，讓其對於未來
求學環境、食衣住行及校外賃居有所認識，歡
迎踴躍參與。若有最新消息或資料異動，將隨
時公佈在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網站（網址：
http://www.fl.tku.edu.tw），或可電洽校服暨
資發處，（電話：02-2351-5123）詢問。

新生暨家長座談12日登場

106 學年度新生暨家長座談會場次表
日期/時間 承辦單位 活動地點/地址

8/12(六)
10:00

金門縣
金門高中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 94 號

8/13(日)
15:00

澎湖縣
百世多麗花園酒店 B1 百麗廳 
澎湖縣馬公市新店路 420 號

8/19(六)
15:00

台東縣
台東富野飯店
台東市復興路 38 號

8/19(六)
10:00

嘉義縣
嘉義市

中油公司福利餐廳
嘉義市興業東路 6 號

8/19(六)
10:00

苗栗縣
建臺高中會議室
苗栗縣苗栗市至公路 251 號

8/19(六)
10:00

彰化縣
卦山月圓景觀餐廳會議室
彰化縣彰化市卦山路 23 號

8/20(日)
10:00

基隆市
基隆文化中心第二會議室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 181 號

8/20(日)
10:00

花蓮縣
救國團花蓮學苑
花蓮市公園路 40 - 11 號

8/20(日)
10:00

雲林縣
三好國際酒店
雲林縣斗六市斗六五路 35 號

8/20(日)
10:00

台中市
南投市

臺中市西屯區潮洋里活動中心 2 樓禮堂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二路 400 號

8/26(六)
10:00

蘭陽校園
蘭陽校園
強邦國際會議廳

8/26(六)
9:30

新竹縣
新竹市

新竹縣議會 3 樓簡報室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 8 號

8/26(六)
14:00

台南市
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中正樓 3 樓
台南市南區萬年路 167 號

8/26(六)
14:00

高雄市
高雄市議會簡報廳
高雄市鳳山區國泰路二段 156 號

8/27(日)
14:00

屏東市
中國國民黨黨部 3 樓會議室
屏東縣屏東市桂林街 38-2 號

9/02(六)
10:00

學務處 淡江大學淡水校園

資料來源／校服暨資發處，本表僅供參考。最新消息或資料異
動，隨時公佈校服暨資發處網站http://www.fl.tku.edu.tw

盲資中心攜文化部推數位有聲書
　6月19日視障資源中心在臺北校園與文化
部、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等合辦106年點字
書、數位有聲書暨閱讀推廣活動。（本報訊）

理學院暑期營2百生玩科學
　理學院於上月17、24日舉辦「2017暑期
高中科學營」，近200位全國國、高中學生
來校進行3天2夜之營隊活動。（本報訊）

皖台學者共研物聯網
　本校與滁州學院合辦之第四屆皖台物聯網
研討會上月8日在滁州學院舉行，校長張家
宜、學術副校長葛煥昭等出席。（本報訊）

郭位來校演講與張校長交流
　香港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於6月24日蒞校，
在覺生國際會議廳以「霾害」為題演講，
校長張家宜等人出席交流。（本報訊）

建築系共築竹波坪亭@海關碼頭
　建築系竹構藝術空間的設計與實作6月11
日在淡水海關碼頭展開為期3個月的「竹波
坪亭」竹構藝術工程裝置展。（本報訊）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1日，秘書
處舉辦「106學年度布達暨單位主管交接典
禮」，校長張家宜主持典禮，逾百人參與。張
校長致詞時表示，此典禮是本校悠久傳統，藉
此凝聚大家的向心力。她感謝卸任主管的全力
付出，並勉勵新任主管在高教競爭下共同克服
少子化現象，希望大家共體時艱，讓淡江邁向
永續經營。
  在校務方面，張校長揭示，淡江大學邁向第
五波，除了落實105-107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外，構想未來深耕計畫與新一波校務發展計
畫，針對教學、研究、產學、行政等持續深
化，也期盼新任系所主管加入行列，迸發更多
新思維和具體規劃，並鼓勵各系發展產學合
作、募款規劃等，讓系所教師們都能了解及參
與校務發展計畫。 
　張校長將贈送每位新任系所主管兩本書，其
一，提醒大家在領導團隊時，要有高ＥＱ，才
能扮演好溝通的橋梁；其二，《謝謝你遲到
了》希望大家在講求效率的快速生活下，也要
停下腳步反思、觀察環境。
  張校長布達並頒發印信予4位新設單位主
管，工學院機器人博士學位學程主任翁慶昌、
商管學院大數據分析與商業智慧碩士學位學程
主任吳碩傑、商管學院產業金融暨經營管理博
士學位學程主任陳玉瓏，以及海洋及水下科技
研究中心主任劉金源。張校長鼓勵大家多嘗試
各領域有特色與未來性的研究。接著，進行17
個二級單位新舊主管交接。
  電機系講座教授、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劉金源分享20多年來在海洋研究方面的經
驗，「成立研究中心是希望能統合各領域優秀
人才的團隊，研究淡水一帶的水下環境，也期
望因應政府國艦國造的政策做多方研究。」
  新任英文系系主任蔡振興表示，過了兩年又
回鍋系主任，以「使命必達」自勉，期許能
讓英文系有更長足的發展，增加英文系的能見
度。產經系系主任洪小文則表示，接了系主任
是新的開始，會全力支援系上與學校的任務。
  卸任主管分享經驗，前大傳系系主任紀慧君
表示，在任內與不少系所主管建立情誼，一同
互勉與砥礪。前航太系系主任湯敬民在任內推
動不少產學合作，他勉勵，新任系所主管，以
正面態度與同仁合作完成各項工作。

布達交接典禮
106學年

　1日，秘書處舉辦「106學年度布達暨單位
主管交接典禮」，校長張家宜（左）頒發印信
給新任海洋及水下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劉金源
（右）。（攝影／吳冠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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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報 訊 】 世 界 大 學 網 路 排 名
（ W e b o m e t r i c s  R a n k i n g  o f  W o r l d 
Universities；WRWU）2017年7月份最
新排名於上月底出爐，本校全球排名第
596名、亞洲第115名、全國第8名，穩坐
臺灣私立大學第一。在4項指標表現中，
Presence指標排名第93名，Impact指標排名
第213名，Openness指標排名第1,066名，
Excellence指標排名第1,170名。
　 世 界 大 學 網 路 排 名 自 2 0 0 4 年 起 ， 由
Cybermetrics實驗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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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學術資料和網站數據作為評
比，每年1月與7月更新排名。

　THE亞太大學排名 本校首進榜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於今年首次製作「亞太地區大學排
名」（Asia-Pacific University Ranking），分析
東亞、東南亞及大洋洲38個國家的大學，並於
上月4日公布臺灣共有26所學校上榜，本校排
名位居「200+」。
　負責這項調查的主編巴提（Phil Baty）表
示，臺灣在「知識轉移」表現優異，但是在
「國際觀」指標相對較弱勢，部分原因是澳
洲、紐西蘭在這項指標的表現太過搶眼。此
外，臺灣的大學還有預算侷限的問題，亦可能
影響學校表現。巴提認為，「如果臺灣能夠更
向外聚焦，吸引更多國際學生及師資，並擴大
與海外學術合作，將有助於排名提升。」此次
評比使用教學、研究、
知識轉移及國際視野等
13項績效指標與世界大
學排名相同，針對亞太
地區13國、逾200所學校
進行排序，且配合亞太
區特色而略有調整評比

WRWU全國第八私校第一

財產權與資訊安全（含個資保護）、大專校院
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大學校院推動性別
平等教育工作辦理情形。
　視導報告中，委員對本校整體訪視給予肯
定，白滌清指出，本校致力推動節能減碳、通
過ISO認證、盡心照顧弱勢學生、落實性別平
等教育、完善的財務制度等方面，都受到委員
正面評價，仍須改進之處，未來將秉持「持續
改善」精神精進努力。

2017年全國大學國際化程度Top5
排名 學校

1 臺灣大學
2 政治大學
3 淡江大學
4 逢甲大學
5 交通大學

( 資料來源／《遠見》雜誌）

THE
亞太地區大學排名

淡江大學200+

( 資料來源／ THE 網站：https://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m）( 資料來源／ WRWU 網站：http://www.webometrics.info）

權重。
遠見雜誌最佳大學排行 本校國際化第三
　《遠見》雜誌於上月4日公布「2017台灣
最佳大學排行榜」調查，本校在總排名第22
名；排除醫學大學、技職類大學後，本校搶
進第15名。其中，在「國際化程度」面向排
名第三，僅次於臺大、政大，是私校中國際
化績效最好，且相較於去年排名微幅上升1個
名次。
　在「社會聲望」面向，針對「企業最愛大
學生」、「企業最愛研究生」及「大學正副
校長互評」3細項評比，本校亦有第14名的
佳績。此次調查延續去年，同樣分為學術成
就、教學、國際化程度、產學績效、社會聲
望五大構面及22個細項指標，針對臺灣102
所大學進行評鑑，最後再依不同權數加總排
名。

　「106學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授旗典禮」中，校長張家宜（前排左
一）與國際長李佩華（前排右一）為學生授旗。（攝影／蔡晉宇）

　在記者會中，由本校校長張家宜（右二）與台灣默克董事長謝
志宏（左二）、本校研發長王伯昌（右一）、台灣默克生命科科
學事業體處長陳委承（左一）、舉行簽訂科學教育活動合作備忘
錄。（攝影／盧逸峰）

2017世界大學網路排名Top10
世界排名 全國排名 學校

86 1 臺灣大學
253 2 交通大學
264 3 成功大學
294 4 清華大學
429 5 中央大學
472 6 中山大學
558 7 陽明大學
596 8 淡江大學
605 9 臺灣科大
646 10 臺灣師大

新鮮人！We're Ready

統合
視導

歡迎新鮮人

Amazon

長 高 憲 章 介 紹 行 動 化 學 車 的 裝 備
外 ， 並 解 說 「 鈣 世 硬 雄 」 實 驗 情
形，藉由停靠各縣市國中小學師生
攜帶當地水樣，使用台灣默克提供器材進行全臺
水質硬度檢測。高憲章指出，化學遊樂趣的實驗
設計以生活週遭為主，透過動手做方式讓孩童了

解光影等化學變化，分享化學實驗驚喜。台灣默
克生命科科學事業體處長陳委承報告，台灣默克
科學教育成果，雙方合作前往偏鄉進行科普教
育，希望向孩童傳達科學技術的樂趣。
　邀請你參加「行動化學館創意形象命名選拔活
動」，即日起至11月30日止，只要是全國國小及
國中學生都可透過學校推薦報名投稿，活動詳情
請見化學遊樂趣臉書粉絲專頁。（網址：https://
www.facebook.com/ChemistryOT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