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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要聞版 1

　【記者姜雅馨淡水校園報導】本學年度大學
部、研究所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講習於5、6日
上午在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行。首日遇雨克難坡
巡禮行程取消，第二日是由校長葛煥昭依循傳
統，率學術副校長何啟東、行政副校長莊希
豐、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蘭陽副校長林志
鴻和各教學與行政單位主管，帶領新鮮人登上
132階的克難坡，象徵學子要經過這項淬煉，
感受草創時期的艱辛，以及一步一腳印的堅毅
精神。
　開學典禮在校歌教唱、社團宣傳影片及精
彩表演中拉開序幕，由卡波耶拉社、競技啦
啦隊、源社及舞蹈研習社等社團賣力演出，
掌聲不絕於耳。葛校長致詞介紹學校四階段
發展，於2017年創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時邁入
第五波，至今共4個校園、8所學院、2萬5千
多位學生、27萬多位校友，2015年榮獲教育部
大專院校國際化品質視導特優獎、蟬聯22年
《Cheers》雜誌企業最愛私立大學第一名。同
時說明本校長期推動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教育，規劃專業、通識教育、課外活動課程，
以及培養學生具備全球視野、資訊應用、洞悉
未來、品德倫理、獨立思考、樂活健康、團隊

王莉婷努力不懈 三度叩關勇奪MOS世界冠軍

　【本報訊】《天下》雜誌在今年8月公佈第
一次「USR大學公民評選」結果，本校表現在
整體評鑑結果中為私校第三，在『社會參與』
的部分得到私校中最高分。
　此調查從社會責任角度檢視各大學特色發
展，透過3大面向看個別學校排名。「大學治
理」面向的外部評比是《Cheers》雜誌的「大
學校長互評」調查。「教學環境」面向中指
標蒐集的一大重點，就是各校積極打造的「國
際化」。「社會參與」面向中採用對應聯合國
SDGs的相關指標，如：性別平等、減少不平
等、永續城市、和平與正義等，鼓勵大學應帶
動社會進步思想、推動社會發展的核心功能。
　調查報告指出，若以企業社會責任（CSR） 
最基本的資訊揭露精神來看，各大學在透明度
上有很大進步空間。

演講看板
█ 高教深耕    █ 淡水    █ 臺北    █ 蘭陽

淡水校園
日期 / 時間 主辦 / 地點 演講人 / 講題

9/12(四)
10:00

水環系
鍾靈中正堂

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
Dr. GREGORY V. KORSHIN
Formation and Electrochemical 
Degradation of Iodine-Containing 
Persistent Organic Contaminants

9/12(四)
10:10

日文系
HC403

日本同志社大學文化情報學部教授
山內信幸
グローバル化時代に求められる語
法研究の射程ー教育と研究の接点
をめぐってー（因應全球化時代之語
法研究：聚焦教育與研究連結點）

葛校長領生登克難坡本校續坐私校第一

淡江團隊表現突出 世界盃機器人大賽奪七金

　【郭萱之淡水校園報導】由電機系教授翁慶
昌、副教授李世安、助理教授劉智誠領軍的40
人師生團隊，參加在韓國昌原舉行的第24屆世
界盃機器人大賽（FIRA），總共獲得7金2銀2
銅；更在人形機器人組全能賽9度奪冠。
　「2019 FIRA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合作、美學涵
養八大素養，
期以成為心靈
卓 越 的 淡 江
人。最後鼓勵
新生踴躍參與
課外活動，在
大 學 4 年 留 下
深刻的記憶。
　為了讓新生
們能更快適應
新環境，通識
與核心課程中
心主任干詠穎
代理教務長鄭
東文上臺介紹選課資訊、英文檢定門檻、榮譽
學程及創新創業工作坊等學習資源，鼓勵同學
積極爭取各種學習資源；學務長林俊宏藉由本
校西語系校友盧廣仲的「一百種生活」歌曲為
喻，呼籲同學們無論遇到任何困難，都可以向
校內學務系統尋求協助；總務長蕭瑞祥宣導交
通資訊和校園安全服務，例如校內安全走廊、
公車入校、無菸校園，並推廣外食不外帶、低

境外生活動中心迎新
　【記者黃于真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9月4日於學生活動中心舉辦「108學年
度境外新生入學輔導講習會」，近550名境外
新生參與。活動以簡報及影片形式介紹淡江環
境、境外生相關業務說明、境外生社團、教育
部「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專案計畫」
及元大銀行「境外繳費系統暨理財規劃說明」
提供境外生各式詳細資訊以供參考，並由醒獅
團帶來精彩的演出。
　接著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以雙語歡迎新生
們的到來，接著介紹淡江概況，以及三化（國
際化、資訊化、未來化）及五育（德智體群
美）等八大學生基本素養的培育，更鼓勵學生
多參與活動融入淡江大家庭，也期許學生努力
充實自我，在四年後有所收穫及成長。　
　來自日本的經濟一河田瑞貴分享，期許自己
在未來四年能增進中文能力，也想多參與活動
及社團，尤其是運動性社團。來自印尼的國企
一程琳婷則表示，很期待大學的課程內容，同
時希望自己能多參加活動來充實大學生活。

　【郭萱之淡水校園報導】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Webometrics Rankings of World Universities；
WRWU）2019年第2版於7月出爐。本校表現
為全國私校第一；在全國排名第11、亞洲排名
186、全球排名870。
　引述資料來源自2019年8月12日官網顯示之
當期評比版本（current edition July 2019）。國
內大學排名前10分別為：臺大（111）、清大
（330）、成大（336）、交大（350）、中央
（522）、中山（555）、陽明（572）、臺科
大（684）、臺師大（704）、中興（739）。
本校4項評比指標成績分別是「Presence」411
名，「Impact」463名，「Openness」2,265
名，「Excellence」1,5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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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品婕淡水校園報導】資管四王莉婷7月
28日赴紐約參加「2019年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
競賽」總決賽，擊敗65個國家逾200名選手，
拿下「辦公室應用軟體能力競賽（MOS）」
Word 2013世界盃冠軍。賽後總統蔡英文致賀
電稱許「技藝超群，揚譽全球，為國爭光」，
副總統陳建仁也致賀電讚揚「智藝精湛，成績

斐然，足堪表率」。
　這是王莉婷第三度參賽，她喜悅的表示：
「為了比賽我準備了一年的時間，練習較完整
也增加很多信心，賽前老師也給我很多鼓勵和
指導，我真的很想贏，很開心能拿到冠軍。賽
後收到總統和副總統的致賀電真的受寵若驚，
讓我有替國家爭光的感覺！」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最近到行政大樓
申請成績單的同學，是否發現申請證件的販賣
機可以使用悠遊卡支付了呢？學校與悠遊卡公
司、華南銀行淡水分行合作，推廣小額收款機
制，游泳館的收費項目也可以透過悠遊卡進行
支付喲！
　總務長蕭瑞祥說明，交易電子化已是趨勢，
除了降低現金交易風險，提升消費便利，還可
縮短作業時間及減少錯誤，提升工作效率。除
了悠遊卡，總務處也與資訊處合作，積極建置
「淡江大學行動支付整合管理平臺」，未來校
內行政規費的收取可以透過「Taiwan Pay」進
行付款。　

　【本報訊】本學期將於行事曆第2週（9月
16日～9月24日）辦理網路「學生加退選課
程」，各年級加退選課程開放時間請至課程
查詢系統（網址：http://esquery.tku.edu.tw/
acad）「選課、註冊及繳費等須知」查閱。
期中退選課程，退選科目仍須登記於該學期及
歷年成績單，且於成績欄加註「停修」字樣
（詳本校「學生期中退選實施要點」）教務處
課務組特別呼籲同學應審慎規劃加退選課程，
避免留下上述記錄，並對所修習之課程認真學
習，努力不懈。

Robosports Association）， Roboworld 
Cup」，賽事自8月11日至16日連續進行
5天，計有來自環太平洋地區7國38隊參
賽。在「中型視覺全自主足球機器人組
（RoboSot）」6項競賽中，本校獲得4金1
銀，是歷屆參賽以來奪金最多的一屆，隊長
電機碩二陳建良表示有此佳績，「感謝學校
支持，讓我們今年能開發全新第7代的輪型
機器人參與比賽，技術大幅提升；而全隊同
學的投入，也功不可沒。」

　在「人形機器人組（HuroCup）」9項競賽
中，本校獲得包括全能賽金牌在內的3金1銀2
銅，隊長電機碩二王亮欽感謝學校「提供優質
環境及補助，讓我們能夠使用升級的第11代機
器人參賽，同學們在比賽現場的臨場反應及團
隊合作也令我難忘。」2位隊長皆表示，同學
們在練習的過程中，透過學長姐的經驗傳承、

　【郭萱之淡水校園報導】第12屆上銀智慧機
器手競賽8月21日在南港展覽二館進行決賽，
本校「淡江尚贏」獲應用組季軍及「智慧分
類」單項冠軍。應用組由上銀科技提供手臂，
參賽者編寫程式，考驗參賽隊伍的軟實力。
　「淡江尚贏」去年同樣獲得「應用組」季
軍，機器人博二陳仁杰表示，由於實驗室今年
五月才將作業系統由Windows更換為Linex，同
學們還在學習和適應的階段；再者，主辦單位
今年取消「開發組」賽制，只能操控現場提供
的機械手臂，對喜歡自主研發、強調開發實作
的本校同學而言較為不利。同學們皆已盡力，
期待熟悉Linex作業系統後能有更好的表現。

張炳煌任人民書畫院榮譽院長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為提供更安全與
友善的優質校園環境，總務處暑假期間進行校
園環境設施整建與強化作業近四十項工程，其
中，消防設施強化是重點，另有學生活動中心
後方設置永久性無障礙通道等，迎接開學日。
　暑期設施整建與強化作業，包括強化消防設
施、改善無障礙設施、高壓電氣設備整修、
鐵皮屋頂防漏、宿舍空間整建、路面改善等近
四十項工程。其中在覺生紀念圖書館內東西
二側各層安全梯增設具1小時防火時效的安全
門，增加師生於緊急災害時逃生的安全性；在
無障礙設施方面，則透過學生活動中心後方設
置永久性無障礙通道、圖書館二樓及活動中心
增設無障礙廁所、更新松濤館無障礙寢室家具
等，讓同學生活更方便。
　總務長蕭瑞祥說明，總務處持續維護校園環
境，平時各單位透過修繕申請，以及事務整備
組工友的回報蒐集相關資訊，屬一般修繕類就
儘快處理，其餘則評估後規劃及編列預算進行
整建或修繕，為不影響教學活動，通常安排在
暑假期間施工。他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問題，
歡迎隨時回報或建議，共同讓校園變得更好。

新任系所主管教職員研習 勵兵秣馬迎新局
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　
　【潘劭愷蘭陽報導】如何在競爭激烈的高教
環境中脫穎而出，對於系所主管而言是嚴峻的
挑戰。人力資源處8月7日、8日於蘭陽校園舉
辦「108學年度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由學
術副校長何啟東主持，校長葛煥昭及另3位副
校長出席打氣，會中安排行政業務報告、資深
主管經驗及專題分享、希望協助新任系所主管
更了解相關組織運作、自身職責及努力方向。
　何啟東以「經驗分享、凝聚共識」八個字點
出本次研習會的目的，希望大家本著「以服務
成就他人，一起成長」的態度，協助學生「去
蕪存菁」，成為優質的人才踏出淡江。葛校長
則提醒「系所是大學的主體，系所辦得好，學
校就會跟著好」，擔任一個系所主管，除了應
具備足夠的專業能力外，更需要高度的EQ及
服務熱忱，全心投入系所經營，結合全系教師
一起致力系所發展。他特別贈送《雙軌轉型：
既有業務再升級＋發掘市場新缺口，翻轉創新
的兩難》一書，希望能給新任主管啟發，好好
思考如何突破現況，再創新局。
　新任理學院院長施增廉肯定人資處用心，有
助新任主管心理建設，及早適應職務，規劃未
來；新任英文系系主任林怡弟則表示研習會讓
她更了解學校事務，也知道未來努力方向。
新聘教師座談會／新聘教師教學工作坊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為協助新聘教師了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文錙藝術中心
與中華民國書學會，8月8至12日聯合舉辦「第
27屆暑期書法教學研究營」，來自全臺各地逾
70名學員參與。中華民國書學會理事長陳美秀
說明，研究會除了推廣書法，更希望培養書法
專業教師，「每年都有來自全臺各地的學員踴
躍報名，大家對書法的喜愛不受年齡影響，皆
期盼能更精進自身的書法造詣，成為教授書法
的專家。」
　課程由文錙藝術中心主任，中華民國書學會
會長張炳煌、副會長龔朝陽、副理事長羅順隆
及中國書法學會副理事長陳嘉子等多位書法名
家至現場傳授，課程內容從書法基礎探討到書
法的教與學，透過深入的講解及現場揮毫來展
現與驗證，並在最後以申論題及批改學生書法
總結。張炳煌表示，書法教學營已經持續很長
一段時間，未來也會繼續舉辦，讓更多愛好書
法的同好都能來參與，互相學習，將書法研究
的精神持續傳承。

文錙暑期書法營 同好齊聚

　【記者胡榮華淡水校園報導】本校中國文學
學系教授兼文錙藝術中心主任張炳煌於今年6
月獲得中國人民書畫院聘請為「終身榮譽院
長」。中國人民書畫院為中國重要藝術單位，
以弘揚國粹文化、傳承藝術瑰寶為名，是為書
畫藝術家和書畫愛好者所建，亦是藝術交流、
學習技藝的平臺。
　張炳煌謙虛地說：「人民書畫院在全中國籌
辦多場學生書法比賽，規模相當龐大，我曾參
與多場的國內、外書法賽事，也提供了很多辦
理經驗、策劃方法，加上長期與中國書畫界有
所來往，因而受到對方的重視、邀請我擔任這
項職務。」

淡江時報網站新貌
專題／專訪不錯過

課務組提醒審慎加退選
　【張瑟玉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時報網站改版
新上線！本報於暑假期間委託資訊處數位設計
組進行網站系統功能新增與異動，新網頁告別
以「期別」呈現，改由「日期」為主要呈現，
每則報導可以清楚看到發刊日期及期別；此
外，網站後臺的系統管理新增「更新軌跡」並
與學校首頁設定有相關連機制，讓即時新聞可
以同步放送。「淡江i生活」APP亦可閱讀淡江
時報，歡迎全校教職員工生踴躍收看淡江時報
（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總務處暑期整修校園
華語教學師資培訓淡江開跑
　【潘劭愷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為提升於大
專校院設置「新南向國際學生產學合作專班」
（簡稱「新南向專班」）的華語教學品質，特
別於今年起開設「華語教學師資培訓班」，由
本校華語中心與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合作，7
月15日起在本校淡水校園舉辦，內容包括基礎
課程、實務課程、教師專業倫理課程及教學實
習，共計150小時。8月16日舉辦結業式，由本
校華語中心主任，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理事長
周湘華主持，教育部教育副參事黃薳玉應邀出
席，全程參與座談，聆聽回饋與建議。

碳餐飲等各項環境維護觀念。
　最後，透過社團鍛造師的介紹，使新鮮人了
解校內社團九大屬性及各項特色，並以「鴨子
舞」帶動臺下同學互動，現場另準備有人際關
係、問題解決、創新創意、溝通表達、團隊合
作、正向態度等大球讓學生齊心推至臺前。教
科一董雨玟說：「很喜歡新學校，最期待大學
的社團生活！」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天下首次USR評選
本校社會參與最佳

嗶一聲行動支付暢行校園

同儕之間的討論，確實有助於策略精進；而出
國比賽和外國同學交換經驗，更是獲益良多。

淡江尚贏奪上銀智慧機器手賽單項冠軍

新進職員教育訓練
　【記者鍾明君淡水校園報導】人力資源處9

解淡江文化、環境、組織及資源，以利融入這
個大家庭，並儘速投入教學及研究，人力資源
處及教務處分別舉辦新聘教師的座談會及教學
工作坊，引領他們順利邁開在淡江的第一步。
　9月4日於驚聲國際廳舉辦「108學年度新聘
教師座談會」，由校長葛煥昭主持，他首先歡
迎新教師通過淡江嚴格的審查進入這個大家
庭，希望大家全心投入，為淡江的永續發展共
同努力。接著由學術副校長何啟東及相關單位
進行專題報告，讓新聘教師了解淡江現況、教
學及行政資源、自身權益等相關事項。最後由
葛校長主持綜合座談，新聘教師們提出的問題
即時得到相關單位回復。
　9月2日於驚聲大樓翻轉教室舉辦的「108學
年度新聘教師教學工作坊」由教務處教師教學
發展組組長李麗君主持，她以「教學二三事in
淡江」專題揭開序幕，接著由師培中心副教授
陳劍涵與課程所所長張月霞，分別就「大學課
程該怎麼設計」、「課程設計實作」、「課
程設計分享與回饋」及「如何促進學生學習」
等主題，分享自身經驗並帶領實際操作教學活
動，同時進行意見交流。李麗君最後以「教學
有法、但無定法」勉勵新進教師在創新教學之
餘兼顧學習效果，畢竟「能讓學生有效的學
習，就是最好的教學」。

月2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8學年度新進
職員教育訓練」，透過相關行政業務介紹與說
明，協助新進人員了解並快速融入淡江職場，
人資長林宜男致詞時表示，面臨少子化衝擊，
希望大家能在自己的工作上充分發揮所長，協
助學校永續發展。
　訓練內容包含OD、OA、iClass系統介紹、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諮商輔導宣導及電子社交工程及網路智慧財產
權宣導。綜合座談由行政副校長莊希豐主持，
各行政單位代表列席參與，資訊處蕭明清組長
回復資安問題時特別提醒，收發公文或信件時
須謹慎，尤其是網站連結更要仔細確認。

葛煥昭校長（前排左3）率副校長、一級主管及系主任，帶領學生爬上克難坡，
體驗校訓「樸實剛毅」精神。（攝影／游晞彤）

國際處舉辦境外新生入學輔導講習會，近550
名新生參與。（攝影／潘劭愷）

人力資源處9月4日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108學年度新聘教師座談會，會後葛煥昭校長（前排右
6）與參與人員於驚聲大樓前合影。（攝影／潘劭愷）

總務處推小額收款機制，同學們已能透過悠
卡支付申購成績單。（攝影／潘劭愷）

淡江團隊參加第24屆世界盃機器人大賽，第9度搶
下人形機器人競賽全能金牌。（圖／電機系提供）

（圖／王莉婷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