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鍾小喬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智慧型
控制實驗室」機器人研發團隊於上月27日至
30日參加「2011年FIRA世界智慧型機器人競
賽」，與來自11個國家，52支隊伍相互較勁。
勇奪「全能人形機器人競賽（HuroCup）」以
及「RoboSot中型足球機器人組」兩項冠軍。
電機系教授翁慶昌表示，未來除了會更注重機
器人應用方面的研究，如人形及居家服務的機
器人，也會多讓學生參與比賽，以期累積更多
的實戰經驗，加強比賽時的穩定性。

FIRA世界智慧型機器人競賽首次在台灣舉
行，在「全能人形機器人競賽」的8個項目比
賽中，本校今年表現十分亮眼，摘下3冠3亞，
順利四度奪下「全能人形機器人競賽」冠軍！
電機博四隊長胡越陽表示，在「全能人型機器
人」的比賽項目「負重賽」（lift and carry）
中，機器人須背負電池行走於崎嶇地形上，
許多其他隊伍的機器人在行走途中因穩定性不
夠就跌倒淘汰了，而本校團隊除了順利完成挑
戰外，在兩回合的賽事中也都拿下第一名！電
機碩一鐘皓家開心地說：「機器人在帶球避障
（Penalty Kick）項目中的表現令人振奮，因
為這項目的難度非常高，除了要讓機器人帶球
避開層層障礙後，還須將球射入球門內才算得
分！其中能領先其他隊伍的秘訣在於，我們
並非像有些隊伍靠運氣先把球踢開再避開障
礙，而是運用戰術先讓機器人帶球避過所有障
礙外，在球門前才瞄準射門，全場4球的進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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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活化特刊-組織再造 前瞻未來

【黃佩如、歐書函、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
組織調整與更名經教育部核定通過，各單位及主管已啟用
新名稱，而組織活化後各單位任務更加明確，如同校長張
家宜日前在布達典禮中談到，100學年度全校有4大工作重
點計畫，包括加強陸生輔導、奠定招生基礎；落實教學研
究計畫、創造本校特色；研究能量之提升、產學創育之落
實；廣納社會資源、興建資訊教學大樓。她同時表示，一
個領導者如同一個導遊，不是一個人自顧攻頂，最重要的
是和團隊密切合作、與下屬充分溝通。

重點工作計畫中興建資訊教學大樓的部分，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陽表示，此案目前在研擬中，其經
費來自捐款，以涓滴成河方式募款，朝向凝聚校友認捐、
共同募款的方向努力。

秘書處秘書長徐錠基表示，因應未來產官學發展，強化
組織功能有其必要性。本校組織活化後，部分單位名稱
「室」改為「處」，一級單位「主任」改為「長」。另有
部分單位要搬遷，如：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更名為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下設「國際暨兩岸交流組、境外
生輔導組」，並將搬遷至驚聲大樓。對此，節能與空間組
組長姜宜山指出，位於驚聲大樓的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預

計將於9月底完工。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李佩華表示，「國交處」以往

著重在學術輔導的部分，經活化調整，加入「境外生輔導
組」，除了加強對境外生的輔導，未來要培養出跨國際合
作人才，並提升校園國際化環境。另外，今年總務處4個
組正名，總務長鄭晃二提出，總務處的核心價值「健康、
安全、永續」不變，他期許未來的組織架構，中期目標為
整併成4組，長期目標是設置4人，綜理總務業務。（詳見
本報2、3版組織活化特刊）

迎接第二甲子首批新血  新聘教師主管密集研習
【記者李又如淡水報導】100學年度新氣象！人力資源處於

上月10日及30日舉辦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及新聘教師座談會，
迎接新任主管上任，並使新聘教師更快融入淡江大家庭。

在蘭陽校園舉辦的兩天一夜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共13位新
任系所主管與會，校長張家宜及3位副校長也到場參與。研習
會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主持，他表示，面對未來的工作要如
何興利除弊，各位將最清楚，而有夢才有希望，只要1個系1年
除1個弊，興1個利，10年後淡江會更強大。會中由教務長葛煥
昭、人資長林蒼祥、學務長柯志恩等進行業務報告；資深院
長、系所主管進行經驗分享。會後另有凝聚向心力的卡拉OK
歡唱活動，增進彼此感情。

綜合座談中，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長暨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宋佩芬針對「教育學院即將搬到新的環境，關於空間改造經
費」提問；大眾傳播學系主任王慰慈也提到，有關創意執行的
提案，例如若要與其他系所結合，共同開設「兩岸研究所專
班」，應該和哪個窗口進行溝通？在空間改造經費問題方面，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表示，在學校有限的空間考量下，我們要提

升環境的精緻及層次，各單位若需要，可提出計畫，學校會整
體考量。而「創意提案溝通聯絡窗口」他指出，可透過院，由
學院的層級進行溝通協調會較快。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也回
應，事實上多所學校都在進行，學校亦積極考量中，現有廣州
大學組成專門班來本校學習文化創意傳播，未來考慮採用3加1
的制度，大傳系若有意成立兩岸研究所專班，學校樂見其成。

此外，為歡迎41位新聘教師，由校長張家宜主持的新聘教師
座談會，在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張校長歡迎各位
教師加入淡江，並表示100學年度的新聘教師，是淡江邁入第
二甲子的第一批新血，希望教師們認同淡江精神，盡快融入環
境，全心投入工作。

會中學術副校長虞國興等人進行5項專題報告，另由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黃文智進行「老師，不可以………」簡
報，讓新聘教師由教務、學務及組織文化不同面向認識淡江。

回校任教的校友，現為公行系助理教授黃婉玲提到，學生時
期就對淡江有許多很棒的青春記憶，這份歸屬感永遠不會改
變，現今更多了一份責任，也期許未來，自己在教學和研究上

能對學校有所貢獻。

張校長率團赴大阪高教會議

校友陳偉泓任建國中學校長

本校電機
系機器人
在「台北
國際機器
人展」亮
相。（圖
／電機系
提供）

【本報訊】畢業於本校教科系碩士班的陳偉泓，於日前
榮任明星高中台北市立建國中學校長。

陳偉泓曾任麗山高中校長、北一女中教師、中山女中和
中正高中教務主任，以陳偉泓完整的教育行政資歷及信
念，將能帶領建國中學創造卓越未來。陳偉泓表示，全球
化是台灣未來的走向及趨勢，國家發展面臨很大的挑戰，
所以人才的培養更重要，未來會從學校課程及教學方面
著手，落實課程目標，希望能為台灣培養出更多優秀的人
才。

office世界盃總決賽 廖妤瑄陳智揚載譽歸國

活化組織迎新學年 張校長：團隊密切合作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校長暨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長張家宜，與教育部國際文教處
處長林文通一同率領台灣高等教育代表團，日前赴日本參
加 「2011年臺日大阪高教會議」。會中台日各4位校長，
針對台日大學各自在教育體制、產學合作、大學評鑑等議
題進行分享。代表團成員包括本校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
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李佩華等，及國內12所大學的6
位大學校長、5位副校長與學校代表共27人。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表示，本次校長分別以淡江大學
校長及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長兩種身分參加會
議，與日本全國大學聯合協議會事務局暨京都地區大學聯
合會及日本私立大學協會進行交流，除了促進雙方未來合
作外，同時也讓日本友校更加了解本校的實力。另外，日
本關西大學擁有百年歷史，學術與研究實力值得學習，未
來也將與關西大學、同志社大學以及立命館大學加強交換
學生、學術研究等相關合作。

李佩華表示，在拜訪協會行程中，由本校姊妹校同志社
大學校長八田英二，以及立命館大學校長川口清史接待，
兩校分別於2010年與2007年與本校簽署學術交流協議。而
此次訪問，讓本校與兩校校長有了更深入的接觸與了解。
此外，李佩華指出，會中張校長特別談到將於今年12月，
在淡江大學淡水校園舉辦「第一屆臺日校長論壇」，預期
可見台日大學間的學術合作與交流。

【記者李又如、藍硯琳淡水校園
報導】100學年度新生開學典禮暨入
學講習於1日、2日於紹謨紀念體育
館舉行。典禮開始之前，學術副校
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國
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與本校一級主
管帶領100學年7千名新鮮人登克難
坡，「象徵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
創辦人精神。」虞國興表示，希望
同學們能夠傳承淡江精神，並期許
新生能夠追隨自己內心的聲音，努
力充實自我，成為具有競爭力、國
際視野的人才。

132階的克難坡，是淡江新生的必
經之路。高中一年級就加入藏傳佛
教、穿著袈裟在人群中顯得很特別
的中文一吳紀萱說：「走克難坡雖

然很累，但這是一種歷史意義的傳
承，很特別。」她希望能在學習中
文的精髓後，將藏語書籍翻譯成中
文版本，將藏傳佛教傳及世界。而
來自大陸福建省的大傳一張希凝，
走完克難坡之後倒是很意外，「比
我想像中的短！」

開學典禮在華僑同學聯誼社醒獅
團的隆隆鼓聲中開始，接著是跆拳
道社、舞蹈研究社、競技啦啦隊的
表演，台下熱烈掌聲不斷。虞國興
表示，「大學是重要的養成教育學
程，更是奠定專業知識的殿堂，希
望各位淡江新生謹記：「態度決
定高度，高度決定格局，成功乃取
決於自我的態度，希望各位能在大
學生涯中，展現自我態度的獨特

性。」並引用蘋果電腦創辦者Steve 
J ob s於曾勉勵史丹福大學畢業生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期許
同學們能抱著求知若飢、虛心若愚
的態度。

學生的優異表現是吸引新生選擇
就讀的原因，機電一吳明哲就提
到，自己常常看到淡江比賽得獎的
新聞。而中文一闕婉倫則覺得中文
系的出路很廣，希望能在系上豐富
的課程中找到人生的方向，「但現
在最想嘗試的是打工！希望能在大
學中體驗自主的生活。」

另外，在學生活動中心亦舉辦新
生校園安全講習，邀請藝人宋少卿
分享大學生活的經驗，以簡單、輕
鬆的方式傳達校園安全的概念。

【記者梁琮閔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教職員工於日前組隊參加
99學年度全國大專盃教職員工排球錦標賽，隊員奮力與中央大
學、文化大學、中原大學等9所大專院校教職員工競賽，在3天
激烈賽程中，本校挾著上屆冠軍的氣勢，從預賽開始如入無人
之境，最後在決賽中打敗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獲得總冠軍。

本校團隊陣容堅強，並以體育老師居多，而這次比賽以不分
男女分為3組進行，比賽採分組循環，二局決勝負，比賽從20
日到22日一連舉辦3天。校服暨資發處組員羅少鈞賽後表示：
「比賽前不會因為是前任冠軍就鬆懈，反而利用早上或中午抽
空練習，也因為以前就有打球經驗，練起來也比較快進入狀
況。」他回憶比賽時況指出，本隊整體實力算齊全，對手通常
都可應付，決賽時遇上中華醫事科技大學，第一局就陷入苦戰
落後，第二局開始經隊員討論，改變攻擊戰術後，最後才反敗
為勝，把冠軍再次抱回家。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工系
以「智慧城市（i-City）」計畫，獲得國科
會100學年度補助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
色專案計畫徵選補助，此計畫獲得每年經費
450萬元，3年共計1千350萬元。資工系系主
任郭經華表示，該計畫的特色在於議題兼具
新穎與實用性，技術層面相當具有前瞻性，
該計畫未來的成果可與產業界合作。

計畫共同主持人資工系教授張志勇表示，
此次為資工系第一次獲得如此高額的補助獎
金，希望能將經費發揮最大的效用，並且擴
大計畫施行產學合作，讓資工系和業界接軌
更進一步。此整合型計畫研發團隊有十餘位
資工系教授，以及超過20位博碩士班研究生
共同投入。張志勇指出，研發計畫產品主要
是結合嵌入式系統、車載通訊、雲端運算等
前瞻性技術，研發先進的資通訊產品『智慧
行車記錄器』及『環境感知記錄器』。

張志勇並進一步解釋，『智慧行車記錄
器』，可裝載在車上，即時以匿名的方式無
線傳輸至雲端，作進一步的影像處理與分
享，由於其上傳的影像，內含影像拍攝的經
緯度及時間，因此可將不同車輛所上傳的影
像透過位置及時間的關聯性，進行影像融合
及接取處理。而車上所裝載的『環境感知記
錄器』，亦可透過感測器進一步將行車經過
的地點其『溫溼度』、『空氣品質』、『道
路平坦度』、『噪音程度』等環境資訊，以
無線方式即時傳遞至雲端處理，使用者只需
點選Google Map上的某一路段及指定某一時
段，便可查詢即時的影像及環境資訊。

郭經華也談到，資工系亦積極與校友及產
業界產學合作，培養具市場應用價值的技
術，未來透過產學合作，可使研發的產品推
廣，使計畫之產出具有實質的產業價值。

全能人形機器人壓倒群雄　中型足球機器人定位精準

本校電機系奪FIRA世界機器人賽 雙冠軍

電機系教授翁慶昌帶領機器人團隊，勇奪「RoboSot中型足
球機器人組」冠軍，以及第4度拿下「全能人形機器人競
賽」冠軍！（圖／電機系提供）

四度

奪冠

三副校長領7千生登克難坡

資工系智慧城市i-City

機器人手牽手在展場

數，我們就包辦了2球！讓我們順利拿下此項目積分冠軍的
原因之一。」

在「RoboSot中型足球機器人組」中，表現也十分突出，
除了擊敗來自韓國的隊伍獲得「正規足球賽」冠軍外，在
今年新增的「技術挑戰賽」中，表現也令人驚豔，隊長電
機博三何丞堯表示：「技術挑戰賽中，在影像定位功能這
個項目裡，只有本校機器人可以將5個點完全精準定位！才
能在技術挑戰賽中也拿下冠軍！」

今年本校機器人優異的表現獲得各方肯定，在賽後隔
天，便趕往南港展覽館參加「台北國際機器人展」。展中
更為機器人加穿了寬鬆的運動服，讓機器人在舞蹈表演時
能更加吸睛！翁慶昌表示，藉由此展覽讓更多人看到本校
在機器人領域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經和幾間廠商合作，未
來透過產學合作，相信可以有更具實用性的研究成果。

本校蟬聯大專盃教職員排球冠軍

東海大學主秘率團來訪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前左一）、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前
左二）、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後左二）及蘭陽校園
主任林志鴻（後左一）等多位主管，帶領7千名新鮮人登
克難坡。（攝影／羅廣群）

傳承
淡江精神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東海大學
秘書室主任秘書項靖、公共關係室主任邱
瑞忠、研發處研發長林良恭等同仁，於暑
假期間來本校參訪，交流校務評鑑等相關
事宜，短短兩個小時的經驗分享，項靖表
示，對於本校同仁的分享十分感謝！並指
出，淡江培養出來的人才，常年獲企業最
愛，真是「不同凡響！」

會議由秘書處秘書長徐錠基主持，品質
保證稽核處稽核長白滌清、研究發展處研
發長康尚文、淡江時報社社長馬雨沛等主
管共同接待，針對法規審議委員會運作、
校務會議等決議事項執行與追蹤、校務評
鑑及研究發展相關業務等7項重點，一一
簡報，並在綜合座談時，針對東海大學提
出的問題分享本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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