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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賀郭婞淳

世大運落幕

破世界紀錄

【記者廖吟萱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大學
部、研究所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講習於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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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欽和各教學與行政單位主管，帶領逾5,500位
新鮮人登上132階的克難坡，象徵學子經過這
項淬煉，感受草創時期的艱辛，以及一步一腳
印的堅毅精神。（文轉四版，攝影／吳冠樑）

文學院出版中心主管交接

【記者廖吟
萱淡水校園報
導】文學院新
舊任院長及出
版中心主任
（攝影／陳柏儒）
交接典禮於12日舉行，在學術副校長葛煥昭
（中）監交下，前任院長林信成（左）將印信
移交給新任院長林煌達（右）；出版中心主任
交接則在研發長王伯昌監交下，由前主任林
信成將印信移交給新任主任歐陽崇榮。葛煥昭
表示：「過去在林院長的帶領下，將在地化、
國際化、資訊化等特色融入文學院，更透過
『文創大淡水全紀錄』計畫，結合文學院5大
學系。對林院長的努力有目共睹，也期待林煌
達院長能領導所有同仁師生繼續發展文創，領
導文學院配合學校未來的校務發展及高教深耕
計畫，實現未來5至10年願景－共創大淡水，
智慧大未來。」林煌達表示，接下院長一職心
情有點緊張，但有了前人為文創打拚的基礎，
他期許帶領文學院，配合學校各項發展計畫，
繼續向前邁進。葛煥昭也提醒，「文創大淡
水」仍需考慮以課程創新、發展學校特色、大
學社會責任面向作為發展定位，配合高教深耕
計畫。卸任林信成說：「感謝校長在4年前任
命，讓我在這期間有不少的歷練與個人成長，
也感謝院辦同仁共同打拼，相信新院長會將文
學院更加緊密結合。」歐陽崇榮感謝在林信成
帶領下，出版中心有完整制度與發展基礎，未
來以書與期刊為兩大方向發展，強化與校內各
系所連結，持續加強行銷，希望為各期刊爭取
國際編號，推廣出去。

新任主管
研習會

談團隊合作

【記者陳偉傑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於
上月9、10日在蘭陽校園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辦
「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由學術副校長葛煥
昭主持，期間商管學院院長邱建良和國際觀光
管理學系系主任葉劍木分享自身經驗，加上生
動的描述，使與會者有著身歷其境的感覺，著
實受益匪淺。而學習與教學中心執行長潘慧
玲、學務長林俊宏分別進行的專題演講，條理
分明地解說和闡述正確的領導統御和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更是對新上任系主管增添莫大助
益。與會中校長張家宜除了致贈《謝謝你遲到
了》與《哈佛教你 高EQ管理術》兩書以外，
期勉每位新任主管能以新思維、高EQ的管理
原則，以成就團隊合作的目標。葛煥昭則以校
長贈書《謝謝你遲到了》提醒團隊成員共同合
作的重要性。會後，水環系系主任李柏青表示
教育事業是需要長思遠慮工作「一山還有一山
高，一哩還有一哩路」，期許自己能善盡職
責，能為團隊開創新局。

臺中參訪

（文／廖吟萱、攝影／佀廣承）

下2金6銀1銅，贏回9面
獎牌。
RoboSot組今年重新搶
下「避障賽」金牌，並
蟬聯「定位挑戰賽」冠
軍，總獎牌2金2銀，隊
長電機博二周立翔表示
今年在機器人的開發上
有許多技術性的突破，
更幫助他們拿到2016年
賽制更新後的最佳成
績。雖然這樣的好成
績未能達成四冠王的夢
想，希望團隊在累積寶
本校智慧型控制實驗室及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團隊於2017
貴的比賽經驗後，明年能
FIRA賽事獲2金6銀1銅。（圖／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提供）
有更好的表現。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系
HuroCup組則拿下4銀1銅，隊長電機碩二蔡
翁慶昌教授及李世安助理教授指導的「智慧
承恩對賽況提出說明，由於該組參賽隊伍愈來
型控制實驗室」及「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
愈多（25隊），加上比賽項目多達10項，部分
心」團隊於上月23至27日在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參賽隊伍會針對單一賽事設計專用機器人以利
大學參加2017FIRA(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爭取獎牌。該團隊的目標本在於全能賽，對機
Robot-soccer Association)世界盃機器人比
器人的設計須兼顧到各賽項的均衡表現，相對
賽，在RoboSot(中型視覺自主足球機器人)及
來說較為不利，不過他們會持續做好機器人的
HuroCup(全能人形機器人)全部13場賽事中拿
調整，爭取優異的成績。

第十屆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系教
授翁慶昌與副教授蔡奇謚兩位老師所率領的
「機器人研發團隊」再創佳績，於6、7日在南
港展覽館舉行的「第十屆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
競賽」再創佳績，團隊研發之機器手臂「大黃
蜂 MIT」及使用『上銀科技』所提供之機械
手臂進行軟體策略應用的「淡江尚贏」，分別
再次蟬聯「開發組」及「應用組」的總冠軍，
締造了四連霸及二連霸的紀錄。
開發組隊長資工博二葉奕伸表示，今年四個
比賽項目「智慧堆疊」、「機械揮毫」、「眼
明手快」及「智慧裝配」皆增添了「AI人工智
慧」的元素提高競賽難度，而團隊也能迅速地
尋找新技術與方法來因應，才能突破去年兩冠
的紀錄，拿下三個單項冠軍更上層樓。他回憶
四年來連續參加競賽的歷程，身分從參與的隊
員到領導統合的隊長，不僅目睹上銀致力推廣
智慧自動化領域的熱忱，同時也見證了實驗室
的「傳承」。即使這四年間實驗室成員不斷更
換，但良好的傳承，仍能讓學弟妹吸收學長姐
們的經驗，團結一致，持續獲得好成績，讓他
備感欣慰，希望能優良傳統能跟好成績一起持
續下去。

金鷹獎的英文系校友，在記者會上表
示：「Yahoo TV擁有全臺最高規格的
網路直播攝影棚，以及創新的內容產製
經驗，實習生在 Yahoo TV多元的自製
節目中學習最新設備技術操作、直播節
目製作、影音行銷企劃等全方位實戰
經驗，讓理論與實務接軌，提升臺灣影
音人才實戰力。同時，藉由專屬導師
（Mentor）制度，幫助實習生在專業
本校於上月30日在Yahoo TV母公司Oath台灣辦公室舉 學 習 外 ， 開 拓 職 場 多 元 化 的 體 驗 與 視
野。」此產學合作實習計畫培育的新媒
行期中成果分享記者會。（攝影／黃耀德）
體人才在結束一年實習後，若表現優異
【記者林嘉倩淡水校園報導】知名影音媒體
有機會轉為正職。
平台Yahoo TV首度與本校進行「產學合作實
張校長致詞時表示：「希望產學共同創造傳
習計畫」，大眾傳播學系有4位學生經甄選進
播的新文化，此即為本校使命，承先啟後，塑
行為期一年的新媒體實習。上月30日在Yahoo
造社會新文化，此外，王興校友以傑出產業經
TV母公司Oath台灣辦公室舉行期中成果分享
驗回饋學弟妹，正是本校培育具心靈卓越的人
記者會，邀請本校校長張家宜與大傳系教師們
才，使我欣慰。」張校長並指出，本校致力
驗收此階段合作成效。
推動產學合作，如同電腦圖形介面發明者Alan
現任Oath台灣董事總經理的王興曾獲本校

Kay所說：「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invent it，預測未來最好的方式是創造未
來」，產學合作即透過企業與教育界的相互學
習與對話，引領未來。
大傳系4位同學在已完成的實習期間，已經
歷自製15個節目、高達200場的直播磨練，大
傳四林芳如分享：「我負責年輕世代的政治直
播節目，常遇到網友不理性回應的棘手狀況，
所以在Yahoo TV，不僅是累積實務經驗，也
訓練了思辨能力、反應力，要學會將輿論風向
帶向正面！」林芳如建議，系上學弟妹多利用
系上所學累積實力，主動爭取機會，創新新
媒體的文化。會後，王興校友捐款20萬元給母
校，並指定將此捐款做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
同舟廣場專用，為學弟妹打造園地，「讓年輕
世代的夢想起飛」。

與Yahoo TV產學合作 大傳生實習增能

校園熱點

守謙亮相 驚聲路新貌相襯

【記者李羿璇、林嘉倩淡水校園報導】開學
回到淡水校園，從驚聲路上一片新風貌，煥
然一新。首先映入眼簾是新近完工的人車分
道，再望左側，之前的施工彩繪圍籬已拆除，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簇新的矗立眼前，成為
校園熱門新景點。守謙預計9月底獲得使用執
照，10月完成全部裝修，11月份將開放使用。
首先，預計11月3日校務會議將於有蓮會議中
心舉行，別具意義，4日則是校慶活動，16日
更有中華民國品質協會來校在此舉辦全球華人
品質峰會。此外，已有未來所、法文系、英文
系、中文系、教政所、數學系等預約借用，將
在此新穎建築中舉辦國際研討會與教學、工作
坊等多元類型的活動。
守謙周圍的透水磚鋪設與人車分道工程，使
20年未修整的驚聲路平坦無障礙，總務長羅孝
賢特別說明：「人車分道的設置主要是為了讓
本校的身障生們更能方便行走，避免撞到障礙
物的情況發生；在鋪面材質的選擇上也挑選較

為粗糙的紋理以讓車輛減速，希望師生在開車
時一定要多留意行人安全。」因此可以看到在
校園內人口較密集處設置醒目的紅色鋪面，在
游泳館連接驚聲廣場的道路上也進行了綠色紋
理鋪面。大傳二連昱嘉說：「感覺到路很平，
走起來比以前舒服很多，鋪面的顏色也很醒目
明亮，對保護行人安全有幫助！」
同舟廣場延續社團精神
位於守謙國際會議中心一樓同舟廣場，屬於
半開放空間，規劃有梳化貴賓室、階梯式座
位、中央廣場可供社團各種形式展演，支持學
生多利用此場地，行政副校長胡宜仁表示將提
供大型LED螢幕可播放同學作品、表演、觀賞
運動賽事轉播等。此廣場由許多社團校友共同
捐贈，以淡江文化之「社團負責人研習會-淡
海同舟」為精神象徵，將成為日後社團人活動
以及薪傳的重要場地，目前同舟廣場捐款金額
達400萬，歡迎社團學長姊持續關心與挹注。

新進教職員研習融入淡江文化

新聘教師座談會介紹本校發展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人資處於13日
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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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位新聘教師出席。張校
長致詞歡迎新進教師加入。學術副校長葛煥昭
以「淡江文化與辦學成效」為題，介紹本校發
展歷程，說明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正式啟用後，
本校即進入第五波時期，同時期勉新進教師發
揮馬太效應，多爭取資源。新聘教師、資傳系
助理教授林俊賢表示：「藉由座談可以初步了
解治學理念，也比較理解校內運作概況。」
新聘教師教學工作坊鼓勵教師深耕教學研究
【記者趙世勳淡水校園報導】學教中心於12
日舉行「新聘教師教學工作坊」，逾20名新聘
教師參與。學教中心執行長潘慧玲歡迎新進教
師成為淡江一份子，鼓勵教師深耕教學研究，
盼有助於提供更完善的教學資源。本次工作
坊中，教發組組長李麗君介紹淡江教學二三
事，遠距組則是簡介遠距教學課程與翻轉教室
（T307）。會中，邀請到土木系助理教授羅

校長張家宜5日率領逾
30位同仁前往臺中歌
劇院等參觀，與科博
館館長孫維新交流。

本校擒FIRA2金6銀1銅
（攝影／盧逸峰）

體驗傳承 克難坡迎新

舉重女將郭婞淳在本校紹謨紀念
體育館奪金，不僅打破世界大學
運動會紀錄，更刷新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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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隆主講「從行政參與到教學」，從個人研究
到參與系上事務，循序漸進地熟悉單位資源，
有利於尋求教學研究的資源與協助。羅元隆建
議，教師可在教學研究上，主動爭取協辦國際
研討會，尋求專家學者建言與支持，並從中精
益求精。同時，他提醒「領導」學生的重要
性，盼教師從單向灌輸轉換為師生雙向交流。
新進職員教育訓練 快速步上軌道
【記者林嘉倩淡水校園報導】人資處於8日
在驚聲國際廳舉辦「新進職員教育訓練」，行
政副校長胡宜仁表示，「感謝大家參加此次教
育訓練，歡迎大家加入淡江，以後若有任何建
議，也歡迎透過各個管道提出，我們雖無法做
到盡善盡美，但一定努力往水準更高的面向邁
進。」人資長莊希豐說：「歡迎加入淡江大
家庭，透過活動盼輔助大家適應工作。」會
中，針對OD、OA系統介紹、個資保護管理
制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等和綜合座談，讓新
進職員了解校內行政運作。物理學系助教劉兆
烜說：「對校內運作有初步了解，課程也幫助
我們認識淡江，期盼能快速步上軌道。」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106學年度起，本校在商管大樓B206增設公
用Mac電腦教室，備有51臺Mac電腦。（攝影
／佀廣成）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106學年度
起，本校在商管大樓B206增設公用Mac電腦教
室，備有51臺Mac電腦、51臺iPad提供全校師
生使用。資訊處教學組組長林東毅說明，本
校於今年6月與晶盛科技簽署合作備忘錄，建
置「Apple區域教育培訓中心RTC（Regional
Training Center，簡稱RTC）」來提升學生就
業競爭力及配合程式教育；他指出，新建置
Mac教室本學期計有通識課程（資工系）、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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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100分，100分永遠和自己保有一步
的距離，而這一步往往格外地難以拉近，唯
有不斷的學，才能讓自己拉近和100分之間
的距離。
臺灣保來得公司總經理朱秋龍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9/20(三)
10:00

財金系
B713

演講人/講題
顧廣平/金融市場實務講座

新設學程 碩博一貫化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注重產學
合作，落實學用合一，本學期新增3個學位學
程、1個學分學程。
財金、產經、管科系聯合新設「產業金融暨
經營管理博士學位學程」，培育具有扎實的金
融經營基礎、跨領域整合能力的產業管理人
才。電機系新設「機器人博士學位學程」，強
化系統實務的軟硬實力，培育智慧機器人產業
所需人才，並增強產學合作，今年入學新生陳
仁杰表示，在淡江電機系就讀迄今，系上資源
對自己的研究相當有幫助，再加上就讀此學程
可至相關產業實習，更能連結學術在實務上的
應用，因此修習這門課程。以上2學程皆為碩
博士五年研發一貫，學生需於博三博四前往合
作企業實習。統計、資管、運管、企管系為培
育各領域之大數據資訊分析人才，共同新設
「大數據分析與商業智慧碩士學位學程」，增
進統計及程式能力，申請方法有甄試及一般
考試，修畢37學分並完成論文者，即可取得學
位。資傳系新設「創意數位媒體實務就業學分
學程」，以培育數位媒體行銷人才為目的，可
望結合媒體產業實習，增進學生的實務經驗，
開拓未來就業管道。三大領域分別為傳播行
銷、美學設計、科技應用，必修16學分，並於
四年級前往合作公司實習，如網路基因資訊、
不來梅等9公司，完成後可取得學程證明。

優九聯盟校際雙主修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與優九聯
盟共同推進「校際雙主修修讀辦法」以及「校
際輔修修讀辦法」，為學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學
習平台。註冊組組長陳漢桂表示，優九聯盟雙
主修以及輔系有望在106學年第二學期實施，
目前正在等待教育部審核通過。與本校規定相
同，輔系與雙主修能夠同時申報；雙主修申
報條件為前一學期所修習學分達15學分以上且
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75分以上，輔系無門檻限
制。陳漢桂提醒，由於雙主修或輔系要到其他
學校上課，並且開課也按照各學校的規定，因
此各位同學需要考慮到雙主修輔系課程與自己
的課程是否衝突，以及考慮交通等各項因素，
合理安排雙主修以及輔系。我校雙主修以及輔
系承認暑修學分，其他學校根據各校的具體規
定。陳漢桂歡迎同學到優九聯盟網站查詢相關
訊息。（網址：http://u9.tku.edu.tw/）

榮退同仁 謝謝你們

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即將啟用，展現全新風
貌。（攝影／吳冠樑）

「105學年度第2學期榮退同仁歡送茶會」於
6月13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離情依依。校長張
家宜、退休人員聯誼會理事長林雲山、學術副
校長葛煥昭、行政副校長胡宜仁、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和商管學院、外語學院及資訊處近
百位同仁到場獻上祝福。張校長向榮退同仁們
致謝，感謝他們的貢獻「人生重要的歲月」，
一路陪伴淡江成長，邁入第五波。張校長將精
美紀念品贈送予每位榮退同仁並合影留念（文
／陳偉傑、攝影／閩家瑋）

守謙周圍的透水磚鋪設與人車分道工程，使
驚聲路平坦無障礙。（攝影／吳冠樑）

Mac教室啟用 開放課程與自學

資管系、資傳系、教科系開課使用，
「目前通識課程部分已開設iOS程式
開發相關內容供學生選修，也歡迎各
系所多利用此資源開設相關課程，給
予學生更多學習、增進自我能力的
機會。」林東毅提醒：「此教室僅安
裝Mac OS及相容軟體，而不再加裝
Windows系統，不習慣的同學則可連
線淡江軟體雲使用Windows系統及軟
體。」在環境上，牆面使用大片落地
窗製造明亮空間，桌椅等硬體設施也講究舒
適、美觀，期待學生能在良好的環境下學習。
驚聲國際會議廳視訊設備更新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暑假期間，
位於驚聲大樓3樓的國際會議廳更新了視訊設
備。本校20年前於驚聲國際會議廳建置之電視
牆，歷經20寒暑，組件已老化，顯示器畫面解
析度已不敷國際學術會議或校級視訊會議時使
用。為了提升會議播送品質，學校今年特別撥
出一筆經費來更新，由總務處和學習與教學中
心遠距組規劃添購9部46吋的液晶電視，其整
體解析度達到Ultra HD以上，顯示亮度充足、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色彩飽滿且畫質細膩，視覺呈現煥然一新。
學教中心執行長潘慧玲表示：「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欲達成目標，工具與設備的
輔助必不可缺。相信視訊設備更新後，在未來
教育部視導、外賓來訪或是舉辦國際會議時，
驚聲國際會議廳的電視牆會成為協助會議順利
進行最有力的設備。」
飲水機設備全面更新
為了提供全校師生飲水安全，於暑假期間，
全面汰換淡水校園各教學大樓、行政大樓253
臺飲水機，並重新進行水質檢測，請師生安心
使用。
總務處空間異動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自106學年度
第一學期起，總務處各組辦公室位置將有些許
變動，異動如下：文書組將從會文館一樓變更
至行政大樓一樓A102；安全組、環安中心也
一同由行政大樓一樓移動到會文館，也就是文
書組移動前的位置，與資產組共同合併成聯合
辦公室；事務組則從行政大樓一樓移至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三樓，以上變動，敬請見諒。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