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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機器人首度奪冠 第五波元年淡江時報論壇

1

機電系王銀添教授指導的「機器
視覺實驗室」團隊，拿下經濟
部工業局「2017年智慧機器人競
賽」冠軍，為2014年參賽以來拿
下的首面金牌，成員開心合照。

11屆淡品獎擴大獎項獎金
第11屆淡江品質獎
品質卓越獎

1名
獎金30萬元

品質績優獎

2名
5萬元獎金

（製表／淡江時報）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品質獎以
全新面貌出發，自第11屆淡江品質獎開始，
設有「淡江品質卓越獎」及「淡江品質績優
獎」兩獎項，各獲獎金30萬元和5萬元獎金；
獲品質卓越獎及品質績優獎者，將於歲末聯歡
會時頒予獎座及獎金公開表揚。
品保處於19日舉辦的「106學年度第11屆淡
江品質獎暨第9屆品管圈競賽活動說明會」
中，秘書長何啟東說明，去年係因配合國家
品質獎申請辦法之修訂而停辦淡品獎一次，
「藉此也重新修訂淡江品質獎實施規則，並擴
大獎項和獎金，希望大家能踴躍參與。」說明
會上，由稽核長白滌清介紹淡江品質獎的評審
項目外，也介紹品管圈競賽的申請方式、連續
參賽獎勵等內容；而蘭陽校園資訊業務專員鄒
昌達分享品管圈參賽經驗，「第一次參賽雖沒
得名，但讓我們得以發現自己的缺點，因此從
99年度開始我們連年都有得獎，知道『持續改
善』的重要性。」第11屆淡江品質獎即日起報
名至29日止，申請報告書繳交至11月30日止、
第9屆品管圈競賽則報名至29日止，申請報告
書繳交至明年1月31日止。報名請洽品保處組
員陳君祺，校內分機2423。

配合教部期程 校務評鑑啟動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為使全
校教職員了解107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
評鑑內容，品保處於8日舉辦第二週期校務評
鑑「自我評鑑研習會」，邀請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執行長侯永琪蒞校說明「品質保證全球趨勢
及挑戰」，由校長張家宜主持，讓本校了解實
施計畫、評鑑目的、評鑑內容及評鑑方式。
本次研習會中，侯永琪以品質保證國際趨
勢，說明已超過100個國家成立國家層級品質
保證機構，全球亦超過200個公私立專業評鑑
機構進行評鑑，藉由評鑑來認可當地高等教育
機構和學術課程，侯永琪表示，因應新型態高
教機構將發展新的評鑑模式，同時也針對學生
學習成效發展評估方式；她以「CHEA品質七
大原則」說明品質保證的評鑑重點。侯永琪指
出，國內於2005年成立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協助
各大學定期針對教研、行政、學生參與等進行
自我評鑑；2015年12月起取消其評鑑結果作為
經費補助參考，以符合多元丶分流、專業原
則。侯永琪強調，除了完整說明校務評鑑五大
項目外，須注意資料繳交時間，以利後續評鑑
安排。座談會中，侯永琪也針對相關問題逐一
說明協助本校教職員釐清。

擘劃高教深耕聚共識

【記者楊喻閔淡水報導】教育部日前正式啟
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本校高度重視並已舉
行4次共識會議，將配合教育部期程遞交計畫
書，以爭取經費培育出適才適所之學生和提升
本校學術能量，將於11月份前往教育部進行簡
報說明本校之高教深耕計畫特色內容。校長張
家宜於第四次共識會議中致詞提到，本校長期
以跨處室集思廣益方式，擬定校務發展和教學
卓越計畫，而這次的「高教深耕計畫」更是全
校共同參與規畫，在既有基礎上整合本校系
所相關學術特色。本校以「共創大淡水，智
慧大未來」為重點，針對「校務發展計畫概
要」、「學校現況及問題分析」、「學校推動
之目標、策略及執行方案」方向切入，深入學
生學習和具體學習資訊，幫助學生提升學習成
效之外，也指出大環境改變讓教師面臨教學工
作的困難，進而提出解決方式；藉由經費補助
來落實教學創新、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
色等多面向。

春風化雨 教部獎勵56 教師

【記者楊喻閔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為獎勵
教育工作者長期對教育的奉獻，致贈獎勵金
予教學滿10年至40年之教師，表達感謝之意。
今年本校資深優良教師共有56位，其中服務年
滿40年教師之體教組楊繼美將受邀赴總統府餐
敘。服務年滿40年教師2位：日文系孫寅華、
體教組楊繼美；服務年滿30年12位：數學系曾
琇瑱、化材系何啟東、鄭東文、水環系許中
杰、盧博堅、公行系林麗香、法文系吳錫德、
外交與國際系柯大衛、拉美所白方濟、教政所
張家宜、體教組洪敦賓、數學系錢傳仁；服務
年滿20年有26位：大傳系紀慧君、化學系吳俊
弘、數學系余成義、張玉坤、物理系鄭振益、
薛宏中、建築系賴怡成、機電系楊龍杰、李宗
翰、資工系顏淑惠、蔡憶佳、張志勇、航太系
蕭照焜、牛仰堯、水環系黃富國、國企系林江
峰、統計系陳怡如、法文系徐琿輝、西語系林
惠瑛、陸研所陳建甫、歐研所彼薩列夫、林
立、馬良文、通核中心鄧玉英、體教組王誼
邦、軍訓室韓建慧；服務年滿10年有16位：化
學系鄧金培、土木系蔡明修、電機系許駿飛、
企管系張瑋倫、保險系田峻吉、統計系陳怡
如、運管系溫裕弘、英文系陳佩筠、課程所薛
雅慈、政經系包正豪、體教組黃貴樹、軍訓室
孫守丕、謝衍傑、黃建文、黃文鳳、郭碧英。

服務年滿40年的楊繼美表示，「在淡江這個
環境任教，遇到了優秀的同事與學生，課堂中
學生學習得好，我也感到十分快樂，這40年是
愉快而充實的。」而服務年滿30年的林麗香則
認為學生對於專業學科應該更投入努力學習，
勉勵同學「厚植自己的實力，才能在未來站穩
腳步！」（相關專訪請見 本期三版）
陳劍涵獲指導教育實習績優
【記者廖吟萱、洪筱婕淡水校園報導】本校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陳劍涵參加教育部主辦的
全國「106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甄選，榮獲
「指導教授優良獎」。他表示：「在師資培育
學習過程中『實習』是個重要的環節，指導老
師能給予實習老師在授課時許多建議與幫助，
以及課後的討論，是一個重要的推手，因而在
101學年開始便投入了很多時間與心力。」他
認為，此次獲獎是肯定淡江在教育實習領域方
面的投入與重視，讓學生受益良多。
陳劍涵也是本校第一位教學型升等副教授，
曾任國中老師的他原已有教學經驗豐富，加上
在師培中心任教，在教學環境的引領下選擇教
學型升等。對未來的規劃，陳劍涵表示將專注
師培中心的工作，培育更多未來的優秀教師。
陳劍涵為106學年度新任二級主管，相關介紹
詳三版。

校友林志城獲師鐸獎
【記者盧
逸峰淡水校
園報導】本
校化學系校
友林志城，
現為元培醫
事科技大學
校長，於８
月獲頒本年
度教育部師
（攝影／盧逸峰）
鐸獎，該獎
項每年經地方、中央初審、複審、決審的流
程，遴選出全臺各類組特殊優良教師，為我
國教育人員領域之最高殊榮。林志城自化學
系碩士班畢業後，繼續進修取得博士學位並
從事教職。在元培醫大執教23年的林志城是
該校第一位校內升等的教授，在兼行政職的
同時，仍投注心力在教學、研究領域，不但
為學校規畫、購買多項研究設備，也帶領技
術轉移並開發產品上市。林志城強調，在學
期間，系上老師教學態度嚴謹，對學生要求
剛柔並濟，特別感謝薛文發教授，他一直是
教學路上的典範。林志城，即使擔任校長公
務繁忙，但教書仍是他的最愛。

淡江理工學刊入列ESCI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淡江理工學刊（JASE）於18日被正式收
入於Emerging Sources Citation Index （ESCI）資料庫。ESCI資料庫是
Thomson Reuters自2015年11月起推出的新興資源引文索引資料庫，它進
一步擴大了Web of Science（WOS即一般的SCI資料庫）所涵蓋的出版品
領域，廣泛納入各種新興科學領域中，高品質、經同儕審查且具區域重
要性的出版品。淡江理工學刊從民國87年起開始出刊，以一年出版四期
約60篇文章，年投稿量已超過200篇，並且為了為維持高品質，來稿接
受率約只有三成，現今出刊第20期第三卷。淡江理工學刊總編輯、機電
系教授楊龍杰，在本校任職20年，研究專長及授課領域有微機電系統、
半導體製程設備等，他分享：「淡江理工學刊在各級長官及教授們的指
導與努力下，期盼能盡速被正式收錄至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資料
庫。目前淡江理工學刊外部投稿較多，希望本校的老師積極投稿優秀論
文，增加學校曝光度。也希望有興趣的同學登入期刊官網http://www2.
tku.edu.tw/~tkjse/index-cn 進行瀏覽閱讀並投稿。」

張志勇獲OCW特優課程
【記者李穎琪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工系教授張志勇開設之開放式課
程「物聯網」，參加106年台灣開放式課程聯盟「OCW（OpenCourse
Ｗare）優良課程徵選」，從15門課程中脫穎而出，獲得特優獎。對於
該課程，張志勇本著一顆「做到最好」的心。他表示，物聯網開啟了
一個智慧新時代，世界各國都對其投以密切關注的眼光，對人才的需
求亦愈見迫切。「在課程裡同學可以看到很多生活實例，從日常入手學
習，將原理輔以案例、案例輔以應用進行解析，三者並重。」在設計課
程期間，張志勇也攻克不少難關。他說：「觀看影片不同於真實課堂的
環境，所以要增加在螢幕前的學生的參與感，便要告訴同學學習動機、
目標及進行總結，講到實際操作時也會動手演練一次，以加深學生的印
象。」對於未來的規劃，他還是會朝物聯網、大數據的方向前進，讓主
題更豐富之餘，也希望將內容更深化。
負責本校開放式課程業務的遠距教學組研究助理季振忠說明，該課程
以ppt簡報背景清楚呈現主題內容，搭配老師的真人影像進行口述，多了
一分生動與臨場感，也可感受他的用心。除「物聯網」外，本校還有其
他開放式課程，有興趣的同學可至http://ocw.tku.edu.tw/瀏覽。

體驗 iClass 教師絡繹增能

【記者簡妙如淡水校園報導】現行「教學支援平台」軟、硬體均已
老舊將停用，107學年度起全面改以「iClass學習平台」取代。為確保
學生學習成效，資訊處規劃透過iClass的使用，蒐集並運用出席、作
業、練習題、小考及前學期成績等資料，搭配分析建模，未來可提供
預警資訊，供老師教學參考。大傳系副教授王慰慈表示，「iClass學
習平台」相較過往「教學資源平台」提供多項功能，加強師生的互動
性，但建議校方能暫緩關閉教學資源平台，或協助教師進行資料轉
移，能延續教師過往資料建置的努力。106學年度第1學期選定各系新
聘教師及文學院、工學院、教育院、國際學院，於15、19、21日，進
行3梯次「iClass學習平台導入工作坊」，由教科系助理教授鍾志鴻主
講，向教師說明如何用運用系統查看執行結果，進階課程預告等功
能，並贈予與會教師由資訊長郭經華負責編輯之《運用LMS提升教學
成效─幾件關心事》一書。

圖館指尖市集電子書吸睛

圖書館參考組19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於3樓櫃台前舉辦「指尖市集
體驗營」，特邀凌網、華藝等9家電子書廠商親臨現場供實際體驗電子
書，以下載App借閱電子書等活潑有趣的互動闖關方式並搭配抽獎活動
吸引師生前往。中文四黃姿瀠說：「透過廠商多方介紹不同電子書資
源，讓學生能夠有更深的認識，也方便學習上的學術研究。」
參考組將於25日、26日在圖書館3樓U301指導室舉辦「指間視界學
習營」，每場講座由兩家電子書廠商講師分別做說明，針對電子書平
台進行內容進行講解與操作示範。參考組組員吳理莉表示，所邀請的
廠商都是學生們瀏覽率較高的，但電子書下載率卻較低，於是廠商講
師將針對此落差予以細心說明電子書平台如何運用，以幫助學生，因
應未來職涯要求。
28日，大傳系校友簡陳中，任臺灣電子書協會常務理事，將於圖書
館3樓「學習共享區」分享《電子書改變了什麼？真正重要的改變用眼
睛是看不見的》的使用與應用於生活層面之經驗。名額有限，報名請
從速。（報名網址： http://enroll.tku.edu.tw/）（文／陳昶育、佀廣承）

5勞方代表依法選出
【記者陳瑞婧淡水校園報導】根據「勞資會議實施辦法」規定，本
校人資處已於6月21日舉辦第1屆校約聘人員及工友勞資會議勞方代表
選舉會，共有13名約聘人員登記參加選舉。選舉結果出爐，共選出勞
方代表5人，後補代表5人，任期四年，且連選得以連任，這5名當選人
為：商管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約聘行政人員王雅玄、總務處安全組駐衛
警察林憲吉、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輔導組約聘行政人員陳彥銘、學生
事務處約聘專任研究助理吳恩慈，以及國際事務處境外生輔導組約聘
行政人員劉駿志。第1屆校約聘人員及工友勞資會議依法成立，今後將
舉辦約聘勞工活動、提供福利項目、改善工作環境、協調勞資關係、
促進勞資合作事項等多項服務。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教學卓越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9/27(三)
10:00

教發組
I501

9/29(五)
10:00

資圖系
L413

9/29(五)
12:00

教發組
I501

9/29(五)
13:00

資圖系
L413

演講人/講題
企管系教授張瑋倫
教學創新獎勵教師成果分享:科技與
遊戲混合之教學應用方法
碩亞數碼科技有限公司數位出版部
總監黃冠升
兩岸出版大不同
管科系副教授牛涵錚
教學實務研究計畫成果分享系列活
動：捕捉動人的浮光掠影
國家圖書館出版中心主任曾堃賢
出版與臺灣圖書出版概況—以ISBN
暨CIP新書資料為基礎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9/26(二)
產經系 營隊王行銷有限公司執行長邱玉玲
13:10
B511教室 創造有價值的未來
中央大學物理系副教授羅健榮
9/26(二)
物理系
細菌鞭毛的生長：一維奈米傳輸系
14:10
S215
統
9/26(二)
14:10
9/26(二)
19:10

經濟系
B712

老虎牙子有限公司執行長林志隆
企業社會責任

彰化商業銀行國際營運處經理
全財管學
陳毓珊
程B516
國際金融業務 (Offshore Banking)

9/27(三)
10:10

財金系
B713

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董事長林建智
金融服務業與經濟發展

9/27(三)
14:10

化材系
G315

旭正隆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魏建隆
PU材料的應用與發展

9/28(四)
10:00

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公益公關委員會
會計學系
主任委員李坤明
B504
會計師行業面面觀

9/29(五)
10:10

產經系
B505

淡江大學產業經濟系副教授蔡明芳
台灣行動支付的發展與挑戰

9/29(五)
13:10

經濟系
B505

淡江大學產經系副教授林佩蒨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Exports

iClass學習平台導入工
作坊」，由教科系助理教
授鍾志鴻主講，向教師說
明如何運用系統查看執行
結果，並贈送《運用LMS
提升教學成效─幾件關心
事》一書。（攝影／吳冠
樑、馮子煊）

深化研究力 7生得獎進階
【記者鄭乃文淡水校園報導】科技部日前公告「105年度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研究創作獎」，本校有土木系校友林逸崧、企管四林逸珊、化材系
校友蔡毅霖、資圖系校友林家鈺、觀光系校友方姿雅、電機系校友陳柏
瑞和伍森德7人獲得2萬元獎勵，指導教授也獲頒獎盃一座。本校105年度
共有39人申請大專生研究計畫案通過，經過一年的執行成果，7人研究成
績優良且具有創意，經科技部評審後獲此獎勵，實屬難得。得獎人之一
陳柏瑞以「BB-8圓球機器人設計與硬體實現」獲獎；他表示，此機器人
為星際大戰中所登場機器人之一，因非常喜歡星際大戰才會以此作為研
究主題，想做出可真實運作的實體。該研究指導老師電機系教授許駿飛
認為，此圓球機器人可作為機器人平衡實驗中具有挑戰性的研究項目，
在研究過程中對於硬體的組裝與軟體計算上遇到的難題都提供協助也順
利解決。今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案本校有53件通過，明年是否仍有同學
獲得研究創作獎佳績，令人拭目以待。

教學
卓越

演講看板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外交部次長
校友劉德立拜會校長

外交部常務次長劉德立於18日蒞校拜會校長
張家宜（攝影／陳柏儒）
【記者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現任外交部常
務次長、本校西語系校友劉德立於18日蒞校
拜會校長張家宜，並與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
欽、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國際研究學院院長
王高成、拉丁美洲所所長宮國威等人聚首，相
談甚歡。陳小雀表示，「劉德立是本校西語
系傑出校友，曾任駐巴拉圭、巴拿馬大使館大
使。今日會談中，張校長特邀他來校為學弟妹
進行分享座談，期待日後的合作！」
劉德立於民國69年畢業於西班牙語系，外
交工作資歷資深厚，曾任外交部禮賓司司長
外，也曾外派西班牙、宏都拉斯等地擔任要
職。劉德立感念母校培育，於本報838期接受
專訪，分享他的外交工作經驗外，說明大學生
活的社團經驗奠定禮賓司長的基礎；劉德立更
在1042期的新生特刊中勉勵學弟妹：「淡江向
來鼓勵同學們全方位發展，期勉有興趣的學弟
妹們把握每次學習的機會，相信必能追隨學長
姐的腳步，達到自己的理想、目標。」

校友曹立傑
駐秘魯辦事處代表
【本報訊】本校歐研所校友曹立傑出任駐秘
魯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已於上月14日銜
命就職。曹立傑校友擁有相當豐富的外交資
歷，曾任外交部禮賓司交際科科長、駐哥斯大
黎加大使館參事、外交部禮賓司副司長、駐美
國邁阿密辦事處處長、駐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
斯大使、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司長等
職，六月卸下駐巴拿馬大使一職返台，旋即接
獲新職。
曹校友表示，「臺秘兩國間雖無正式邦交，
但在觀光、資通訊合作層面，都還有很多強化
空間，身為第一線的外交人員，只要能重回戰
場，有機會就該全力以赴。」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