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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在藝術創作之路上，偶有崎嶇難行

之處，但是既然選擇創作，就不能輕

易放棄。現在學會反省、思考，嘗試

先把心思放空、找出動力再重新開

始，能堅持到最後才是關鍵。

－木京鼎雕塑藝術有限公司負責人吳榮賜

2、3版

　本校107學年度新任校長葛煥昭、學術副校長何
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
成，另有新任一級單位主管12位履新。本報二、
三版特別介紹其學經歷，並以專訪報導新任主管
的願景與期許。（圖／本報資料照）

107學年度新任主管專訪
4版

　柬埔寨服務學習團以「我寨這裡柬單愛」前往
柬國蓮花佛院和禮圓佛院進行中文及電腦教學，
本次特地參訪暹粒省柬埔寨發展組織(KAKO)非營
利組織，深入村落了解當地偏鄉文盲識字教育工
作，交流教育服務理念。（圖／課外組提供）

服務學習團深耕柬埔寨

科技部獎勵本校62師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科技部107年度補
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原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措施）名冊出爐了！本校獲補助新臺幣463萬
4,867元，共計62名教師獲獎；其中，物理系
教授彭維鋒、電機系教授翁慶昌、物理系助理
教授董崇禮3人更是獲得第一級「傑出人才」
獎勵。彭維鋒表示：「感謝科技部的肯定，以
及學校提供盡善的研究環境，讓我們有努力耕
耘的空間，盼未來有更多資源投入，我也會持
續在同步輻射領域中戮力研究。」

獲研究補助逾463萬

　【本報訊】106學年度專任教師評鑑傑出
獎、優等獎名單於日前公布，體育處教學組副
教授王元聖、企管系教授汪美伶、法文系教授
梁蓉3位榮獲傑出獎，歷史系副教授高上雯、
資圖系副教授林雯瑤、電機系副教授蔡奇謚、
日文系助理教授蔡欣吟、日文系副教授中村香
苗、航太系教授王怡仁、歷史系助理教授古怡
青、經濟系副教授林彥伶8位獲優等獎。
　教師評鑑是為提升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
服務之績效，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最終評
選，依據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準則，通過教師依
序排名，名列於總評鑑人數前1%者授予傑出
獎，前1%至5%者獲頒優等獎。人資處表示，
得獎教師預計將於明年初歲末聯歡會中，公開
表揚並頒發獎勵。
　本刊將陸續報導榮獲傑出獎肯定之教師，公
開其教學秘訣。

11師獲專任教師評鑑獎肯定

本校蟬聯私校第一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
WRWU）2018年7月份最新排名出爐，本校
全球排名632、亞洲143、全國第10、仍穩坐私
校第一。在4項指標表現中，「Presence」233
名，「Impact」242名，「Openness」977名，
「Excellence」1,331名。
　該排名自2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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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其他大學排名，20所學校排入前1,000
名，包括臺大第93名、交大第253名、清大277
名、成大第286名、中央466名、中山472名、
陽明512名、臺師大617名、臺科大619名、中
興701名、高醫大855名、政大869名、中國醫
大877名、長庚902名、中正935名、輔仁952
名、海洋966名、北醫大968名、元智978名。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WRWU）

全國 Top 10
排名 世界排名 校名

1 93 臺灣大學
2 253 交通大學
3 277 清華大學
4 286 成功大學
5 466 中央大學
6 472 中山大學
7 512 陽明大學
8 617 臺灣師範大學
9 619 臺灣科技大學

10 632 淡江大學
（資料來源／WRWU網站）

本校奪FIRA世界盃機器人1金4銀1銅
本校出賽2018FIRA獲1金、4銀、1銅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智慧型控制
實驗室和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團隊於8月6
日至11日在逢甲大學參加2018FIRA（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Robot-soccer Association）世界
盃機器人比賽，在中型視覺自主足球機器人
RoboSot、全能人形機器人HuroCup等15場賽事
中，拿下1金4銀1銅佳績。RoboSot組贏得總
獎牌4銀1銅，並在首次新增「足球機器人競速
賽」（RoboSot Race）項目拿下銀牌。隊長、機
器人博二張宗翰說，今年賽制改變，除循環賽
外，增加複賽後的4強決賽，多了機器人的耗
損與碰撞的機會，加上參賽隊伍實力相近，使
強化和提升機器人功能成為優先改善目標，團
隊正積極研發新型機器人，盼趕上明年出賽。
　HuroCup組在機器人舉重項目搶下1金，隊
長、電機碩二陳宗勳說，今年表現差強人意，
但也藉此發現改善目標，例如減少機器人重
量，使其得以靈活操控；另是強化機器人自主
控制系統，讓其能順利排除狀況。

第十一屆「上銀智慧機器手」實作競賽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機器人
研發團隊再創佳績！8月29日至9月1日
在南港展覽館參加第11屆上銀智慧機器
手實作競賽，團隊研發的機器手臂「大
黃蜂 MIT」再次蟬聯開發組總冠軍，締
造五連霸紀錄；另參加應用組的機器手
臂「淡江尚贏」獲得銅牌。
　開發組隊長、機器人博一郭昆龍說，
今年比賽項目有異動，「智慧裝配」項目微調
成「智慧分類」、「眼明手快」被「智慧澆
注」取代，加上今年競賽提前，讓團隊準備較
為倉促。「感謝團隊在短期內進入狀況並快速
達成預期目標，才能維持總冠軍和贏得智慧堆
疊、智慧揮毫、智慧分類3個單項冠軍。今年
各校實力皆有成長，盼團隊未來能更加努力、
維持好成績。」
機電系參加2018智慧機器人競賽贏得第三名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機電系機器視覺實
驗室團隊於8月29日至9月1日參加經濟部工業

▲本校贏得2018FIRA世界盃機器人比賽1金4銀1銅佳
績。（圖／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提供）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校園展新貌！總務
處於暑假期間針對全校各樓館污水大管、五
虎崗機車停車場進行整建工程，並重新整理瀛
苑屋頂、在會文館改裝兩間房間，打造成為熊
貓級短期宿舍；另建置車輛入校自動化管理系
統，於淡水校園大門口和5區域停車場附近路
口設立LED看板，顯示即時的剩餘車位數量。
　其中，五虎崗機車停車場一樓新開放400個
停車位，二樓維持800個停車位不變，各樓層

出車道皆設有警示燈。節能與空間組組長姜宜
山表示，「一樓停車場為半室內空間，入口處
為90度車道，提醒師生行駛其間務必慢行，進
入停車場請熄火，以牽引方式停車。」姜宜山
呼籲同學遵守路標和號誌，絕不可逆向行駛。
　車輛入校自動化管理系統將淡水校園內451
個汽車停車空間劃分為：司令臺後方、科學館
後方、網球場周圍、工學大館前方、文學館後
方五個區域，除了在各區域停車場附近路口設
置LED看板，校內師生更可在大門入校時，透
過LED看板即時了解校內全區的車位概況。
　此車管系統部分設備是由五百戶科技有限公
司負責人、資工系校友張園宗捐贈，他表示：
「很榮幸參與母校持續發展進步的建設。此份
心意傳達給學弟妹盼傳承下去，號召更多的學
弟妹認同母校，出社會更要懂得感激和回饋，
對國家社會有貢獻，才不負淡江校友之名。」

校園新風貌 五虎崗新增400機車停車位

總務處籲生騎車出入五虎崗機車停車場時，務
必留意室內、外警示燈號。（攝影／丁孟暄）

中華翰墨情書法展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攜手佛山市政協、中華書學會於8月15日至9月
4日合辦「中華翰墨情書法展」，展出2018年
兩岸四地學生書法比賽得獎作品。8月27日下
午2時舉行開幕式暨頒獎典禮，文錙藝術中心
主任張炳煌說：「從本次作品可見中國學生在

書寫能力較有膽識，臺灣學生則是在文字基礎
有良好的功夫。淡江有書法專門研究室，未來
持續推廣書法文化，加強校內藝術文化涵養，
期待能聚集喜歡書法的同學們一同學習。」
第26屆暑期書法教學研究會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為推廣書法和
培育書法教師，文錙藝術中心與中華書學會於
8月16日至20日在淡水校園合作舉辦第26屆暑
期書法教學研究會，共計有82位學員參與。　
　本次最年輕的學員是來自嘉義、年僅24歲的
李鈺薇，她表示從小學習書法，因為父親是書
法教師，所以對書法有濃厚的興趣；這次參加
活動是想精進實力，除了體悟實際運筆，還學
到更多理論及應用，受益良多。

▲參加第26屆暑期書法教學研究會的學員們於
8月19日在美食廣場揮毫。（攝影／馮子煊）

暑期書法會 文錙飄墨香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於8月
8、9日在蘭陽校園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行「107
學年度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學術副校長何
啟東主持並簡報時，引用Robert於1972年提出
雁行理論鼓勵各主管「團隊合作，輪流領導；
激勵同伴，互相扶持」，以新思維、高EQ管
理，盼提升全員向心力與職場幸福感。會中，
校長葛煥昭致贈各主管《機器，平台，群眾：
如何駕馭我們的數位未來》一書，期勉每位新
任主管能思考數位未來，以成就校務發展。
　會後，國企系系主任孫嘉祈表示，「聽完經
驗分享，深覺領導與溝通對於團隊經營和管理
相當重要，且對於未來工作也有更加明確的目
標。教育工作是長遠任務，期許自己能持續擴
大學術交流的連結，建立起產學合作的平臺，
以爭取更多學習資源和實習機會，幫助學生完
成升學、就業，更為系上開創新局。」
新聘教師座談會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於
9月5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7學年度「新

新任主管研習 新進教職員訓練展動能
聘教師座談會」，校長葛煥昭主持並介紹與會
主管，他首先歡迎新聘教師加入淡江大家庭，
同時以教學、研究、服務、指導4個方針，勉
勵教師致力於教學和研究，期許全員參與系上
產學合作、招生及校友聯繫等重大活動。
　新聘教師、日文系副教授蔡佩青說：「時隔
多年回到母校任教，既懷念又充滿新鮮感。會
中提及張創辦人的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的
遠見，未來會努力配合校務發展和教學。」
新進職員教育訓練
　【記者柯家媛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於
9月3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7學年度「新
進職員教育訓練」，研習內容有公文系統介
紹、文書處理、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性別
平等教育宣導、電子社交工程及網路智慧財產
權宣導、諮商輔導宣導。新進職員、諮商暨職
涯輔導組輔導員朱怡靜表示，「課程內容實
用，都是工作上會使用到的法規和公文流程，
教育訓練也讓我對校務運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盼新工作能盡快上手。」

　【記者鄭少玲淡水校園報導】研發處於9月7
日上午10時在達文西樂創基地舉辦「廠商捐贈
暨合作簽約儀式」，由研發長王伯昌代表本校
與侖新科技總經理周文祺、翰尼斯負責人鄭建
彥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儀式在31位與會人士
共同見證下圓滿完成。
　王伯昌首先感謝全體工作人員的共同努力，
「僅費時兩個月建造出基地，更加感謝侖新科
技、翰尼斯有限公司兩個廠商捐贈設備。如今
現有資源活絡了基地，日後將推廣自造文化課
程，期許設備能更加完善。」王伯昌鼓勵理、
工學院師長將課程安排在基地授課，未來規劃
增設微學程課程，以培育學生活用知識，將應
用從課堂延伸到自造，使達文西樂創基地發展
更加多元。
　周文祺說：「淡江是我的母校，能回饋母校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期待與科技、人文、藝術
等領域結合，並注入新思維與創意，相信未來
一定可以更加順利推廣『STEAM』課程或是
『創客』，更盼在科學教育扎根。」
　鄭建彥肯定基地創立的必要性，「現有基地
的落成，才能引入相關資源，協助創造者圓
夢，期待與淡江師生共同創造奇蹟，讓創作更
加成熟。」
　達文西樂創基地現有設備包含3D列印機、
真空成型機、紙模切割機、CNC模型加工
機、各式開發板（arduino系列）、sensor元

件，以及樂高機器人教學模組等自造相關手
動、電動工具，歡迎各系所師生申請使用。

本校攜手翰尼斯侖新科技活絡樂創基地

蔡佳蓉獲建築設計雙首獎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建築系校友蔡佳蓉
以作品「日日：時間旅館」獲得2018未來居學
生首獎，自134件作品脫穎而出；該作品同時
榮獲「TEAM20」第6屆建築與規劃新人獎建
築組首獎。蔡佳蓉感謝建築系的專業訓練，培
養獨立思考、耐心與毅力等特質，並提到指導
老師林家如課堂分享自然生命等人生哲學，且
正因如此，使她的作品得以融入更多想法。
　蔡佳蓉感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經營協
會主辦未來居學生獎，讓學生能發揮對於未
來的想像與願景，也很感謝系上推薦參加
「TEAM20」，觀摩來自兩岸三地32所大學建
築系畢業生的優秀參賽作品。

▲建築系校友蔡佳蓉（右）獲TEAM20建築組
首獎（圖／TEAM20建築與規劃新人獎提供）

（圖／徐瑋駿提供）

局「2018智慧機器人競賽」，贏得銅牌，亦是
連續第5年獲獎。隊長、機電四曾思銓表示：
「經歷過這次比賽後，團隊每個成員在各方面
都有所成長，尤其在機器人相關的技術方面收
穫頗豐，對個人而言遠比獲獎來得有意義。」
　他感謝指導教授王銀添主任與實驗室學長的
支持與指導，讓團隊在比賽期間克服困難並快
速成長。他覺得獲獎是主辦方的肯定，代表淡
江大學機電系領獎也是一種榮幸，當然這項殊
榮對於日後研究更是激勵，會持續努力以回報
教授與學長期待。

　為推廣自造文化課程及活絡達文西樂創基
地，本校與侖新科技、翰尼斯有限公司於9月
7日簽署合作備忘錄，並感謝兩大廠商捐贈3D
列印機、真空成型機、紙模切割機等學習資
源。（攝影／鄭少玲）

▲

師領生開學初登克難坡
　【記者李羿璇淡水校園報導】歡迎107學
年度新鮮人！本校107學年度大學部、研究
所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講習於9月6、7日在
紹謨紀念體育館熱烈舉行。連續兩日在典禮
之前，依循傳統由一級行政、教學單位主管

及師長，率領新生登上克難坡，此次由學術副
校長何啟東領軍一同與大一新生逾4,800位新
鮮人走上132階克難坡，體現校訓的「樸實剛
毅」精神外，更希望新生能以克服困難的勇氣
來迎接全新的大學生活；登坡過程中，各系新
鮮人也紛紛展現他們活潑好奇的一面。
　典禮由校歌演唱、社團表演拉開序幕，
Beatbox社、競技啦啦隊及舞蹈研習社等帶來
精采演出，先後炒熱全場氣氛；接著，校長葛
煥昭歡迎107學年度新生加入淡江大家庭，並
介紹本校創校歷史、各項得獎殊榮，以及多元
一體的四個校園和三化的辦學理念，葛校長提
醒新生要謹記學生八大素養，將其融入校園生
活以鍛鍊成為具心靈卓越人才，更期勉：「同
學們在淡江中快樂學習，學有所成。」

　為讓新生們更加了解學
校、更快適應新環境，各
行政單位主管分別說明業
務，例如選課注意事項、
榮譽學程和社團必修學
分、交通資訊、校園設
施，並鼓勵新生愛護校園環境。坐在會場的
新生也熱切交流，言談中皆展現了他們對未
來充滿了期待與憧憬，中文一張繡雲表示，
未來想成為老師，預計會修習教育學程。
　英文一陳亭妘笑著說：「我覺得校園很
大，到處都是坡，爬得很累，至於未來的規
劃暫時沒有想法，但大三想出國留學。」電
機一許庭毓表示，當初是因淡江的地理位置
而選擇就讀，期許自己未來專心唸書。

　【記者張展輝淡水校園報導】工學院於8月1
日，舉辦「智慧機器人與智慧機械」整合型實
習課程計畫始業式，來自泰、印學生20人與教
授3人出席，共計逾50位師生參與。
　工學院院長許輝煌致詞表示，「此計畫由
本校資工、電機、機電主導，開設7門短期課
程，讓外籍同學選課，於4個月內完成專題製
作。另安排企業參訪與旅遊規劃等活動，讓外
籍生更了解臺灣，未來可考慮在地留學。」
　 該 計 畫 由 教 育 部 「 新 南 向 及 先 進 國 家
優 秀 外 國 青 年 來 臺 蹲 點 計 畫 」 （ 簡 稱
TEEP@AsiaPlus）補助，盼促進與南向國家
進行學術交流。本校自2017年起，已有20
位新南向國家的同學來校就讀；2018年的
TEEP@India計畫有22位印度學生來校實習。
　在泰國就讀電子系的Pattanapon說：「這次
來臺是透過系上教授推薦成行，除了交流學術
活動，也能多加了解臺灣、提升中文能力。」

工學院獲教育部補助
啟動新南向實習計畫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揭曉

徐瑋駿擒亞運空手道銅牌
　【本報訊】西語系校友徐瑋駿於日前拿下
2018年亞運空手道75公斤級銅牌，出賽前即被
視為得牌熱門人選，受訪時卻謙虛表示：「比
賽奪牌是目標，但比賽千變萬化，在賽前沒有
預期會得獎。」他經歷過關斬將，銅牌之戰對
上泰國選手獲勝，在場邊有剛獲得金牌的女友
文姿云加油打氣，徐瑋駿稱這是與女友一起努
力的里程碑，「因為有她的鼓勵才有這麼好的
成績。」
　教練黃昊昀、曾麗如提供很多建議，讓他在
賽前有很好心理準備，未來會繼續專注練習，
一步一腳印一樣不少的做好準備拼積分，與女
友攜手2020東京奧運。
　徐瑋駿在校期間兩度代表參與全大運，並於
103年獲得空手道第三量級金牌。體育處秘書
陳建樺表示，徐瑋駿是位認真且嚴謹的國手，
對籃球也很拿手，是天生的運動員。

　【本報訊】狂賀建築系校友鄭明輝，以作品
「城市介面」榮獲「2018德國紅點產品設計大
獎」殊榮。他的作品是辦公共空間卻有著通透
特色。近年得獎頻繁，2017、2018亦囊括德國
IF設計獎、2016-2018連續3年獲得臺灣室內設
計大獎（TID），本報近期將推出鄭明輝「卓
爾不群」專訪。（圖／鄭明輝提供）

鄭明輝受德國紅點獎肯定

本學年度開學典禮於9月6、7日展開，由師
長率領新生登上克難坡。（攝影／胡昀芸）

圖為校長葛煥昭。
（攝影／羅偉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