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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學年大學部、研究所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講習於10、11日上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
行。連續兩日在典禮開始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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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教學單位主管，帶領5千餘位參與之新鮮人登上
132階的克難坡，此為每位新生體會「樸實剛毅」的開始，準備迎接即將展開的精采大學
生活。大傳一蘇筱晴說：「登克難坡比想像中輕鬆許多，我覺得這是個有特色的傳統。」
（文／蔡晉宇、攝影／林俊廷）（文轉四版）

新鮮人登克難坡轉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
導】機器人設計再升級！電
機系「智慧型控制實驗室」
機器人研發團隊於上月4日
在韓國大田參加「2015年第
20屆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
賽」，奪下「中型視覺自主

機器人組（RoboSot）」足球賽及「人形機器
人組（HuroCup）全能賽」的雙料總冠軍，其
中「人形機器人組全能賽」已8度掄元，「中
型機器人組」更蟬聯10年冠軍寶座，整體競
賽共獲5金4銀2銅，表現亮眼。
　本次，由電機系教授兼智慧自動化與機器
人中心主任翁慶昌、電機系助理教授鄭吉泰
與李世安所帶領學生參賽，翁慶昌表示，

「10連霸既是壓力，但也是一種挑戰。很高興
學生願意在暑假期間全力投入機器人的研發，
亦感謝張校長的長期支持，讓我們有機會為學
校及臺灣爭取榮耀。」他分析時指出，「今年
研發團隊對機器人進行進一步優化設計，讓第
十代的人形機器人能快速拆解維修。」
　「中型視覺自主機器人組」成績亦相當出
色，分別獲得足球正規賽冠軍、避障挑戰賽冠
軍、公開創意挑戰賽冠軍，及定位挑戰賽亞
軍，合計3金1銀，奪下總積分冠軍。隊長電機
碩二周立翔表示：「延續過去良好的團隊氣
氛、互動與學習，得以發揮實力，也感謝3位
帶隊老師的指導。在足球正規賽中，將第五代
足球機器人升級改造，增加機器人系統穩定性
及更省電，憑藉著影像處理速度、足球策略贏

得勝利。」他分享：「團隊準備比賽時，
一度陷入機器人穩定度不足的問題，所幸
在比賽前一個月及時做出修正、改善。能
成功克服時間壓力並獲得佳績，讓我感到
有成就感。」
　「人形機器人組」競賽中，分別獲得舉
重冠軍、舉重亞軍、負重爬坡亞軍、來回
競走亞軍、跳遠季軍、籃球季軍，以及
最後全能賽冠軍，共獲2金3銀2銅佳績。隊
長電機碩二蕭聖儒表示：「我是第三次出國
參賽，首次擔任隊長，能拿下好成績非常開
心。在備賽過程中教導學弟妹，讓他們錯中
學，是很難得的經驗。」他認為，賽前在校
內舉辦模擬賽進行狀況分析及不斷練習是本
次的致勝關鍵。

　【本報訊】本校歐研所與歐盟中心於104
學年度榮獲歐盟莫內計畫（Jean  Monne t 
Program）全額經費補助，共計8萬歐元；其中
歐研所教授兼所長、歐盟中心主任陳麗娟為全
臺首例獲莫內講座（Jean Monnet Chairs）全額
補助5萬歐元；歐研所教授卓忠宏則獲莫內教
學模組課程（Jean Monnet Teaching Modules）
3萬歐元補助，是本校第二次獲得。
　陳麗娟感謝張建邦創辦人和張家宜校長的支
持，讓本校之歐洲研究能獲得歐盟肯定，同時
也突顯本校在此領域的領先地位。她說明，本
次獲頒為「歐洲貿易法莫內講座教授」頭銜，
藉由歐洲貿易法研究可讓更多人深入了解歐洲

的出口貿易，將運用補助經費舉辦海內外研討
會，讓更多人了解歐盟。陳麗娟強調，莫內計
畫是歡迎各國高等教育機構申請，未來將在校
內舉辦說明會，讓有意願和有興趣的教師們加
入申請，向世界展現本校的學術研究能量。接
下來，陳麗娟期許能以「歐盟法律研究中心」
申請莫內卓越中心（Jean Monnet Centres of 
Excellence），以增進本校的國際能見度。
　卓忠宏承襲過去經驗，將在「歐洲聯盟與歐
洲統合」課程當中加強與學生交流，如演講、
講座、漫畫展、以歐洲議會主題的桌遊遊戲
等，希望讓學生能在互動之餘，還能獲得歐盟
相關政策知識，歡迎有興趣之學生選修。

本校獲莫內計畫補助  歐元

　【記者周雨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建築四黃
昱誠、建築三李映萱參加「2015遠東建築新人
獎」，經初、決賽，從139件作品中出線，兩
位均獲佳作獎，僅次第一名。其中，黃昱誠
「淡水大家庭」作品，更由日本建築學者李暎
一特別推薦，破格代表臺灣至越南胡志明市
參加今年「亞洲建築新人戰」亞洲總決賽資
格，李映萱得獎金2萬元。黃昱誠以淡水老街
的在地居民生活為主題，並將巷弄串成「大家
庭」，融入教堂與社區活動中心建築，展現城
市文明與在地文化。對於獲獎並得到日本建築
學者推薦，黃昱誠表示：「感謝建築系副教授
賴怡成指導及父母支持，很開心能將臺灣地域
建築特色推廣至國外。」李映萱「石牌國際宿
舍」作品是以裂縫與縫合概念，期能帶給異鄉
學生暫居的家。首次參賽就獲獎的李映萱表
示：「感謝建築系教師林彥穎指導，離夢想更
近一步！是首次完整呈現自我風格的作品。」

2015遠東建築新人獎佳作
黃昱誠破格出戰海外賽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於
暑期舉辦104學年度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與新
進職員教育訓練，以熟悉校內相關事務。
　此研習會於8月12、13日蘭陽校園強邦國際
會議廳舉行，會中有教務處、人資處、財務處
進行業務報告外，並有資深系所主管進行經驗
分享；在專題報告中，由國際研究學院院長王
高成主講「領導哲學與溝通技巧」和覺生紀念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分享「團隊經營與管理」，
以增進新任系所主管之領導力。
　校長張家宜出席勉勵，提醒教學單位將進行
系所外部評鑑、校務發展計畫，以及研擬少子
化因應策略等重點工作，並贈閱《高EQ領導
力》、《90秒壓力off》書籍，期許大家帶領
系所走向更好的發展。
　兩日研習會均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主持，
他說明「擬定少子化因應策略」、「推動
105-107校務發展計畫」、「落實產學合作計
畫」、「輔導學生創業」、「提升學生學習成
效」5大未來工作重點，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另外，4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4學年
度新進職員教育訓練」，並與蘭陽校園同步視

訊。行政副校長胡宜仁歡迎新進同仁，期許能
時時保持學習態度向資深同仁請教，資深同仁
也能與後進分享經驗，一起為校服務。為讓新
進職員對校內各單位及業務有更深入了解，各
單位業務重點報告、本校電子社交工程、網
路智慧財產權宣導及性別平等教育宣導等內
容，。師培中心行政助理陳心華表示，經由這
次的訓練，提醒自己平時在公文上容易忽略的
部分，也讓自己對各單位有更深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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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管集訓 團隊領導力增能

機器人全面進化升級 共奪5金4銀2銅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企業
學系與中華兩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協會，於17
日上午10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共同舉辦「兩岸
青年企業家創業論壇」。浙江省台辦主任裘小
玲和萬事利集團董事局主席屠紅燕將帶領「浙
江省青年企業家交流參訪團」一行13人來校參
觀、訪問，及進行兩岸青年創業經驗分享。
　國企系教授林宜男強調，本次論壇為首度

舉辦，來訪的團員阿里巴巴商學院E次方基地
主任裘涵、杭州海邦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執行總
裁梁剛、杭州米趣網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兼
CEO毛靖翔、浙江每日互動科技CEO方毅等
人，多為曉諭國際的上市公司董事長。此外，
林宜男更力邀了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與
華新科董事長焦佑衡與會。他期盼全校師生參
與，進而促成更多的產學合作計畫。

淡江預見大未來
預測未來最好的方式
就是創造未來

1999年淡江大學經「世界未來研究聯盟」評選為「最佳未來學教育機構」

─ Abraham Lincoln

運管系4隊獲公共運輸獎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由交通部公路
總局舉辦「2015年公路公共運輸服務路線規劃
競賽」成績於日前揭曉，本校運輸管理學系學
生組成多支隊伍參賽，經過8個月的努力，運
管四黃茂宇、徐煒翔、鄭宏承以「長路線公
車營運改善計畫」，自全國50組隊伍中脫穎而
出，榮獲第三名，獎金10萬元。
　隊長運管四黃茂宇坦言，雖然團隊不像其他
隊伍有新穎的想法，但在規劃上表現務實、貼
近人群。他提到，長路線的公車供給量過多，
以致承載率不平均，除了浪費成本外，也會造
成道路擁擠，未來期望借助公部門力量，讓計
畫得以實踐、造福大眾。
　此次規劃競賽，歷經兩階段綜合評審，最終
有4校進入決賽，本校運管系校友倪靖也與學
弟妹組隊參賽，贏得佳作及獎金5萬元。另有
兩組運管系學生贏得入選佳作，各獲2萬元的
獎勵金。

教部訪視內控 讚譽高校標竿
　【記者吳國禎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配合教育
部政策推動內部控制，經各單位協同準備並召
開教育訓練後，4位訪視委員高強、何清釧、
黃振家、徐素琴4人於8月19日訪視本校「104
年度推動學校法人與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
度訪視輔導計畫」，校長張家宜率三位副校
長、教學和行政一級主管參與，並由張校長簡
報說明。經委員們查閱資料、晤談行政和稽核
人員、綜合座談等階段後，高強表示，淡大的
內控制度標準作業程序完整，值得作為他校標
竿學習，將以期許角度提出更好建議。

　上月18日，外交部國際傳播司邀請西語國家
及非洲聖多美普林西比共12國、14家媒體，15
位記者蒞校來訪，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接待
介紹本校辦理國際合作事務成果。會中，媒體
團關心本校西語教育方向、拉美學生比例、學
生就業情形、產學合作等內容，陳小雀（前排
中間）說明本校與西語相關的產學合作，如學
生協助出版社的校譯工作等；並介紹本校「國
際青年大使交流團」至拉美國家發揚中華文化
之交流成果。會後，陳小雀分享，本校西語系
校友傑出，亦是臺灣外交官的搖籃，希望藉由
這次媒體來訪，加以宣傳本校推動國際事務的
成果。（文、攝影／莊雅婷）

新教師座談融入 研習N世代教學
　【記者蔡晉宇、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為讓
104學年度新進教師、教學助理了解本校教學
運作，學習與教學中心與人力資源處分別舉辦
研習會，協助他們熟悉本校教學相關事務。
　學教中心於8日舉行104學年度「新聘教師教
學工作坊」，除了協助新聘教師了解本校教
學資源外，並與資深教師經驗交流。學教中心
執行長潘慧玲表示，希望透過工作坊讓大家儘
早融入校園，未來會再舉辦教師工作坊，讓教
師們參與增能。會中，由學務長柯志恩以「N
世代大學生教學策略」演講，鼓勵教師面對新
世代的教學挑戰。中文系助理教授楊宗翰說，
「雖有近12年教學經驗，但在淡江仍是新鮮
人，透過工作坊，對學校有更多的認識。」
　人資處於9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4學
年度新聘教師座談會」，現場有25位新聘任教
師出席，校長張家宜歡迎加入淡江大家庭並表

示，「本校提供教師在學術研究上許多資源，
盼各位多加利用且能在教學之外，發揮學術研
究能量。」會中，由學術副校長葛煥昭主講
「淡江文化與辦學成效」、教務長鄭東文主講
「教務支援教學概況」等7個專題報告，讓新
進教師更了解本校。水環系助理教授彭晴玉肯
定座談會成效，她表示：「座談會後更認識淡
江文化、整體教學與行政資源，期待能快速融
入、對教學有所奉獻。」

　學教中心於1日至3日舉辦「教學助理暑期成
長營—邁向TA+」研習活動中，共有84人參與
建立團隊默契。潘慧玲表示，在工業4.0的浪
潮來襲下，社會即將邁向機械化，讓學習顯得
更為重要。學教中心扮演發動角色，除提供資
源外，也積極促使學生達成更好的學習成效。

國企系17日兩岸青年創業家論壇

　電機系機器人研發團隊於8月4日韓國
「2015年第20屆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
中，獲中型視覺自主機器人組
總冠軍，蟬聯10年冠軍，
本 次 獲 3 金 1 銀 。
（圖／電機系
提供）

　電機系機器人研發團隊於8月4日韓國「2015
年第20屆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中，獲
得「人形機器人組（HuroCup）全能賽」總冠
軍，為第八度獲得此殊榮。
　在本次的「人形機器人組」競賽中，分別獲
得舉重冠軍、舉重亞軍、負重爬坡亞軍、來回
競走亞軍、跳遠季軍、籃球季軍，以及最後全
能賽冠軍，拿下2金3銀2銅佳績，表現亮眼。
（圖／電機系提供）

　【記者吳國禎淡水校園報導】暑假過後，工
學大樓煥然一新！首先將西側改為服務入口，
緊接著中庭兩側增添活動座椅和植栽綠化。特
別的是，各系系辦使用專屬代表色作為導引指
標且提高各學系辨識度；此外工學大樓各樓層
廁所全面改建，還有清爽的茶水洗手臺，方便
師生飲水使用。樓梯間轉角處也讓人驚艷，增
設能觀賞校園美景的造型座椅。電機三林哲緯
表示：「整體變得很舒爽漂亮，廁所變得乾淨
高級，大廳休憩空間有活動式座位，課後休息
變得更加方便。」
　節能組組長姜宜山說明，本次改建是以節能
減碳、公共安全、實驗室安全的角度出發，
除了整體空間營造和廁所改建外，在節能減碳
上，全面更換LED照明設施、廁所改用科技免
沖水小便斗、6和7樓教師研究室改用分離式變
頻冷氣機等；安全方面則全面檢視並改善公共
安全和實驗室安全。姜宜山表示，學校重視教
學環境舒適的營造，希望同學都能愛惜公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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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大樓節能減碳翻修有感

淡江人

　工學大樓各樓層
之樓梯間造型座
椅，善用玻璃帷幕
景觀，讓你在工學
大樓裡也能享受滿
滿的愜意氣息。
（攝影／吳重毅）

　工學大樓中庭兩側增設休閒座椅植栽，不但便
利學生使用，還能綠化環境。（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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