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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團隊獲6金3銅

RoboSot 9連霸 HuroCup第九代小黑Renew

【本報訊】本校電機系「智慧型控制實
驗室」機器人研發團隊於6至10日在大陸
北京的「2014年第19屆FIRA世界盃機器人
足球賽」中，奪下「中型視覺自主機器人
組（RoboSot）」冠軍和「人形機器人組

（HuroCup）」全能賽兩項冠軍，整體競賽項
目共獲6金3銅，這是2003年參賽以來，獲金牌
數最多的一次，其中，中型視覺自主機器人組
（RoboSot）從2006起至今已蟬聯9次冠軍。
此次，由電機系教授暨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
中心主任翁慶昌、
助理教授李世安帶
領超過30位學生參
加。翁慶昌表示，
感謝學校長期支
持，才有這樣的機
會讓學生持續嘗試

進而蟬聯冠軍；學生可藉由國際賽事發揮專業
外，亦能培養領導力。他指出，現在與業界合
作機械手臂，並朝向大型機器人的研發，「現
在學生越來越專業且趨於業界水準，勇於嘗試
系統開發，未來還有改善空間，將持續培育學
生，鼓勵優秀學生深化學習。」
中型視覺自主機器人組獲得3金1銅，隊長電
機博三陳功瀚表示，今年比賽規則更接近真實
足球賽，且因場地關係而增加比賽困難度。他
開心地說：「是第二次參賽，在挑戰賽使用第
六代機器人，隊員們團隊合作以Linux系統和
C語言開發，感謝老師們指導獲得好成績。」

人形機器人組拿下3金2銅，隊長電機碩二林
怡仲強調這是團隊合作的成果，並說明使用
內裝軟硬體升級後的第九代機器人（暱稱小
黑），規則比往年難度高且有新增項目，但大
家仍齊心比賽。他感謝指導老師給予自由發
揮空間，賽前電機系助理教授鄭吉泰鼓勵大家
「要享受比賽」，比賽中翁慶昌更以「知己知
彼，百戰百勝」鼓舞大家士氣。
林怡仲分享，這是第四次參賽，從經歷中了
解到經驗傳承的重要性，「我們傳承過去很好
的團隊氣氛和比賽策略等，維持良好互動和學
習，讓我們發揮實力獲得佳績。」

本校攜手資策會 推3雲端微學程
電機系「智慧型控制實驗室」機器人研發團隊於6至10日在「2014年第
19屆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中，奪下「中型視覺自主機器人組」冠軍
和「人形機器人組」全能賽2項冠軍。（圖／機器人中心提供）

諮輔實習獲績優肯定

【記者鄭文媛淡
水校園報導】本
校資訊處於19日舉
行「淡江大學雲端
微學程推動說明
會」，首度與資策
會攜手建構數位微
學程。由資訊長郭
經華主持，邀請資
訊工業策進會主任
劉德泰簡介TibaMe
學習網，會議與蘭
陽校園同步視訊。
郭經華表示，本
校雲端微學程為國

【記者陳怡如淡水校園報導】諮商輔導組日前榮獲臺灣諮商心理學會首
辦103年度績優實習機構獎，並於8日在臺灣師範大學接受表揚！諮輔組組
長胡延薇表示，本組為衛福部認可的合格諮商心理師訓練機構，能再獲此
獎是對專業的肯定。謝謝張校長、長官的支持，也感激同仁協助與幫忙。
此獎針對符合實習基本要項、專業訓練、硬體設備、實習友善情況4大
項進行評分。本校與10餘單位角逐，最終脫穎而出、成為5間績優實習機
構之一。胡延薇說明，本組提供每年5至8名全、兼職實習諮商心理師名
額，安排個別諮商、心理測驗與衡鑑、心理衛
生教育推廣工作、危機評估等實習內容，實習
期滿且成績合格者，發與實習證書。
臺灣諮商心理學會秘書侯奕翎表示，評審委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航太系於18、
員指出淡江諮輔組對於實習諮商心理師實習安
1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九屆海峽兩岸
排規劃清楚，且有軟硬體設備支援，並提供專
航空太空學術研討會」，邀請北京航空航天大
業督導使實習者在專業實習中，培養專業諮商
學、北京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南京航空
知能。而且淡江的特色在諮商專業行政實習，
航天大學、西北工業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西
讓實習者瞭解諮商行政工作及整體心理諮商服
安交通大學、臺灣大學應用力學研究所、漢翔
務的重要，也透過實作熟悉諮商行政運作。
飛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科研機構共同研討，

內首創，在校生透過線上平臺進行自主學習，
期待O2O培訓和技能驗證能有效縮減學用落
差，也為學生提前做足就業增能的準備。這項
推動對象不限於資訊人才，鼓勵各領域的教職
員生投入學習行列。
103學年度規劃在「TibaMe學習網」有
Google Android APP開發、Apple iOS APP開發
及HTML5網頁程式3門微學程，首批報名註冊
提供coupon折抵微學程學費。每門學程由數堂
課程串連，以職務為導向、進行關卡式學習，
另可依個人喜好安排學程順序。TibaMe不僅
提供雲端課程，另整合個人學習歷程、提供企
業媒合等功能，而在取得3張認證者，資策會
規劃在明年6月進行就業媒合。
對微學程有興趣者可至活動報名系統（網

兩岸70航太專家來校研討

逾70位學者專家齊聚交流。
校長張家宜開幕致詞表示，本
校航太系歷史悠久，並與中華航
空共同推動民航學分學程，開展

產學合作的新里程碑。本校已第五度主辦「海
峽兩岸航空太空學術研討會」，這是兩岸力學
與航空航天領域的學者專家學術交流的重要平
臺，期待能透過經驗分享促進兩岸師生的研究
交流。會中，邀請上海飛機設計研究院院長郭
博智，以「中國大型客機研製的機遇與挑戰」
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本次研討會論文集內容包含59篇空氣動力
學、實驗與計算流體力學、航太結構及先進材
料、控制與導航、太空力學與人造衛星、飛航
及安全管理等領域主題論文。

雲端微課程

址：http://enroll.tku.edu.
tw/）「擁抱微學程，實力再
上層」報名，截止日到12月15日。

本校獲進用身心障績優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日前4
度榮獲「新北市進用身心障礙者績優單位」，
為新北市政府勞工局評選的23個績優單位中，
唯一獲選的學校單位。人資長莊希豐表示，本
校致力於營造友善校園環境，依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積極維護身障者的工作權益，且主動
了解需求、積極提供相關協助。
莊希豐更一步說明，未來會持續努力進用身
心障礙者員工，提升身心障礙者工作機會，並
向新北市申請職務再設計補助及獎勵金，建構
友善環境，維護身心障礙者自立及發展機會。
根據人力資源處資料，本校身心障礙員工加
權人數占員工總人數的比例由102學年度4.5％
上升至4.8％，身心障礙員工平均工作年資也
由102學年度9.84提高至9.91。

High

全國大專生書法賽 快來報名 全員拚期中 All Pass

【記者卓琦淡水校園報導】
「2014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書法
比賽」開放報名囉！由本校文錙
諮輔組日前榮獲臺灣諮商心理學會首辦103年度績優實習
藝術中心與中華民國書學會共同
機構獎，為五間績優實習機構之一。（攝影／吳國禎）
主辦，第一名獎金高達2萬元，
總獎金6萬元，歡迎踴躍參加。比賽分為初選
與決賽2階段進行，邀請國內知名書法家擔任

27日起導讀村上新作

【記者盧逸峰淡水校園報導】村上春樹研究
中心將於27日起，於覺生紀念圖書館2樓閱活
區舉行「村上春樹最新短篇小說《沒有女人的
男人們》導讀系列演講」。中心主任曾秋桂表
示，希望藉由7場導讀，讓本校師生更加認識
村上春樹的文學作品，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
同時期待開啟與會者的興趣、進入村上春樹的
文學世界。
曾秋桂說明，《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甫於上
月出版，在村上春樹描寫愛情題材的作品中，
是相當成熟的一部。她認為，日文版作品展現
了最原始的魅力，讀者不妨參考選讀，可再更
深入地了解其精髓。
活動共計7場，依照書中章節分別進行，並
由研究中心的5位教師擔任講者，詳情請洽村
上春樹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2.
tku.edu.tw/~fdma/）查詢。

評審。
有興趣參加者請填寫報名表，並自行書寫一
幅直式對開作品，內容、字體及格式不拘，連
同報名表於11月28日前送交淡江大
學書法研究室（海博館3樓），詳
情可到書法研究室網頁（網址：
www.finearts.tku.edu.tw）查詢。

上週適逢期中考週，淡水地區受東北季風影
響，天氣濕冷。18日上午，覺生紀念圖書館自
習室內大客滿，同學們無畏風雨前往苦讀，希
望拚得好成績。（文／卓琦、攝影／吳國禎）

冬節近 校園閃星光

強化內控教育 關注學生意見
【記者黃詩晴淡水校園報導】品質保證稽核
處於21日在驚聲國際廳舉行本學期「內部控制
教育訓練」，由稽核長白滌清主持，邀請勤業
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經理施淑文，以「如何
選定控制重點與內控自評」為題進行演講，逾
百人與會。
白滌清致詞時表示，本校稽核工作已推動3
年，且為教育部內部控制制度訪視的第三波對
象，預計教育部於明年中來校，期許同仁能重
視稽核事項是否符合實際作業，並審視目標是
否有過於理想化的情況。
施淑文說明，內控重點在於增進組織效率，
並以生源不足可能導致私校經營困難等情境，
藉此引出潛在的「治理營運」、「校務行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政」、「教學研究」3風險。會
中，並透過影片提醒，在內部控
制中容易忽略風險的「不注意視
盲」現象。
此外，施淑文肯定本校品保處
的目標具可行性，說明應先訂定
明確目標，並經風險辨識、管理
及應對，進而達成內部控制。
綜合座談中，白滌清提出本校
勞健保新流程在行政作業造成困
擾的問題，希望接續能參考內控
進行規劃，未來學生申訴意見會
列入風險考量，以利作業完善。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浪漫的冬季佳節即將來到！本校總務處於19日起，
陸續在行人徒步區、體育館旁及會文館周圍裝置燈飾，
點亮淡水校園的夜空。今年佈置範圍擴大，文學館與商
管大樓間的斜坡道兩旁也增設燈飾，而且耶誕樹也長高
了！逾五米的高度，增添滿滿驚喜感。
此外，童軍團規劃在書卷廣場佈置耶誕燈飾，且學務
處預計於12月8日舉辦「點一顆心燈祈一年幸福」點燈祈
福活動。（文／劉蕙萍、攝影／吳國禎）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1

左圖為水彩畫大師劉其偉的
作品「門神」，是一幅轉印為
版畫的畫作，構圖是比較滿盈
於全張畫面上，頂上的門神二
字表明圖中的意向。
此畫作門神是帶有稚趣，且
運用澄、黑、白三色組成溫暖
的色彩關係，為所見過門神中
趣味性最高的作品。
這幅獨幅作品「門神」亦成
為劉其偉先生的代表作之一。
（文／駐校藝術家顧重光導
覽、圖／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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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卓越
日期/時間

演講看板

█教學卓越 █淡水 █臺北 █蘭陽

教學卓越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4(一)
資管系 華碩電腦軟體創新企劃部主任洪祥閔
10:00
B425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11/24(一)
大傳系 導演連奕琦
10:00
L401
故事與電影
11/24(一)
中文系 詠悅國際有限公司商品設計師林家馴
10:00
L201
開發商品經驗分享
11/24(一)
觀光系 Club Med業務副理鄧宏芝
10:10
CL328
渡假村服務管理
11/24(一) 未來所、職輔組 104人力銀行教育網專案經理李銘濬
13:00
E302
職場趨勢與態度建立
11/25(二)
中文系 世新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張耀仁
10:00
L301
一種臺灣新移民書寫
11/25(二) 資傳系、職輔組 米蘭數位執行副總曾郁淳
10:00
Q206
自我行銷與作品集設計
美國供應鏈管理專業協會台灣圓桌會
11/25(二) 企管系、職輔組
會長李柏峰
10:00
B501
綠色物流與供應鏈安全
11/25(二)
法文系 藝高文創專案總監張舜傑
10:00
H104
大學生涯規劃與職場入門準備
11/25(二)
大傳系 熱門搶手分鏡師吳識鴻
12:00
N203
我在動新聞做動畫
11/25(二)
水環系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甘魯生
15:00
E415
Green Chemistry/Engineering & Environment & Environment Pollution
11/25(二) 日文系、職輔組 日商三菱重工業(股)公司台北分公司會計主任蔡瑋倫
18:00
D307
日商就業經驗與企業文化
11/26(三)
英文系 英國BBC國際電視網WSTV同步口譯員魏慶瑜
12:00
T310
國際口譯實戰－走向國際必備之條件
11/26(三)
教科系 天地多媒體網路企劃兼剪輯協理林子揚
13:30
L110
網頁設計實務
11/26(三) 電機系、職輔組 CAVE教育團隊教育部門經理曾吉弘
15:00
E409
自造者運動與新工業革命
11/26(三)
化材系 臺科大色彩與顯示所助理教授李宗憲
16:00
B713
LED之光學設計理論與應用
11/26(三)
出版中心 特助吳冠杰
17:00
B515
紙張的介紹
11/26(三)
觀光系 天玥泉溫泉會館協理曾信維
17:10
CL407
渡假村經營管理實務分享
11/27(四)
觀光系 飛來旅行社總經理薛正中
10:10
CL325
國際領隊與導遊職場現況分析
11/27(四) 企管系、職輔組 黑面蔡連鎖餐飲事業執行長林聖豪
14:10
B604
連鎖餐飲事業經營實戰經驗之談
11/27(四)
中文系 前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于建汌
16:00
L307
新聞編輯的素養與實務操作
11/28(五)
西語系 前外交部次長黃瀧元
10:00
T310
我的外館工作經驗談
11/29(六)
諮輔組 諮商心理師王淑鄉
9:00
B129
踏向夢想之路-生涯卡工作坊

淡水校園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演講人/講題

11/24(一)
10:10
11/24(一)
13:10

電機系
E819
化材系
E819

11/24(一)
13:10

產經系
L417

11/24(一)
13:10
11/24(一)
13:10
11/24(一)
14:10
11/25(二)
10:00
11/25(二)
10:10
11/25(二)
10:10
11/25(二)
12:00
11/25(二)
13:10
11/25(二)
14:10
11/25(二)
14:10
11/25(二)
15:10
11/25(二)
18:30

公行系
B604
人資處
驚聲國際廳
化學系
Q409
戰略所
T507
資圖系
B130
美洲所
T306
歐研所
驚聲國際廳
商管學院
B508
物理系
S215
法文系
T605
亞洲所
T702
土木系
E830

11/26(三)
10:00

財金系
B501

11/26(三)
10:00
11/26(三)
10:10
11/26(三)
12:00
11/26(三)
13:00
11/26(三)
14:00
11/26(三)
14:10
11/26(三)
14:10
11/26(三)
14:10
11/26(三)
15:00
11/26(三)
18:00
11/27(四)
10:00
11/27(四)
10:10
11/27(四)
12:00
11/27(四)
13:00
11/27(四)
15:10

法文系
T604
財金系
B713
職輔組
Q409
國企系
B408
創育中心
B427
資圖系
L206
會計系
B501
英文系
I201
法文系
覺生國際廳
參考組
U301
會計系
B515
未來所
Q409
境輔組
I201
歐研所
T306
資圖系
L507
村上春樹研究
中心、圖書館
總圖2樓
資工系
T212
英文系
T311
出版中心
B513
村上春樹研究
中心、圖書館
總圖2樓

麗臺科技(股)公司寬頻通信事業處總經理楊錦鈿
談「雲端運算與幾個雲服務應用」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組長梁乃允
紡織產業價值鏈與趨勢
國家實驗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
中心助理研究員徐慶柏
科技計畫經濟評估與實作
富邦金控經理陳怡潔
規劃成功快樂的人生
新世紀形象管理學院講師邱詩瑜
服務禮儀與形象管理
淡江大學參考服務組編纂傅淑琴
研究所圖書館資源講習
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丁樹範
中國的強軍之路：國防科技體制的變革與創新
前陽明大學基因體研究中心資深技術員李少君
生物科技與生物資訊
中美洲經貿辦事處主任蔡孟宏
外交職場的艱辛與挑戰
華友旅行社協理李羅生
歐俄文化觀光之探索
上海銀行人力資源處經理何友鵬
金融人才需求分析
上海微系統與訊息技術研究所教授劉嘯嵩
The applications of soft X-ray spectroscopy on the energy materials
巴黎中文導遊協會會長趙韻如
巴黎旅遊業經驗談
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主任裴仲雲
越南的外資及外援與經濟發展
土木系校友曾慶正
如何成為一位優秀的土木工程師
臺北大學企管系教授陳達新
Is there A Informed or Uninformed Dealer Dominating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Evidence from Taiwan
法文系前法籍助理Julien Chameroy
法國人的生活
合作金庫投信董事長蔡秋榮
信託業概論
Career職涯學院職涯顧問李夙敏
職場軟實力：職場情緒管理
臺灣經濟研究院研究所所長左峻德
臺灣綠色燃料與載具發展前景
湛天創新科技(股)公司創辦人蔡競賢
創業在雲端－湛天科技pubu電子書城
中研院物理所副研究員林誠謙
Data Science
資深慈濟委員張美麗
醫人之美：醫院志工
新銳公關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翁子騏
The Road Not Taken－英文系之後？
法國在台協會文化處處長Nicolas BAUQUET
為何在大學學法文
講師劉靜頻
語文研究資源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林志隆
從財務報表談審計實務
中鼎工程公司副總經理楊文輝
如何引領創新研發
不累本舖負責人溫芳玲
「遇見狐獴學會愛」講座
斯京經濟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卡塔琳‧塞法瓦尤娃
斯洛伐克在歐盟及中東歐區域內的扮演角色
檔案管理局檔案資訊組組長張文熙
數位電子檔案發展趨勢

11/27(四)
15:10
11/28(五)
10:10
11/28(五)
10:10
11/28(五)
13:00
11/28(五)
14:10

淡江大學日文系教授曾秋桂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導讀1-〈Drive MyCar〉
程曦資訊整合(股)公司總經理張榮貴
服務的科學暨客服產業發展
後山創意有限公司創辦人鄧皓元
外文系畢業絕對可以跨界？
老貓學出版作者陳穎青
如何使壞翻譯從臺灣消失
淡江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內田康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導讀2-〈Yesterday〉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