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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機器人足球賽 本校獲3金2銀3銅

█淡水
日期/時間

二何丞堯、人形機器人組隊長電機博三胡越陽等15位電機系
學生，於本月15日至19日5天的比賽中，擊敗來自英國、中
國、韓國等國家所組成的隊伍，凱旋歸來。
視覺全自主機器人組表現依舊亮眼，這次比賽派出的機器
人在外型上大翻新，整體構造較以往簡單，機體重量也經過
改良減輕不少，移動速度因此更為快速，何丞堯表示，為了
使機器人輕量化，他們在機器人側身部分挖了「TKU」字
樣的洞，不僅減輕了機器人本身的重量，也幫學校作宣傳。
比賽以3對3足球賽的方式進行，將現實的足球場按比例縮小
作為機器人的比賽場地，「我們的守門員直到目前為止，還

圖說：由電機系教授翁慶昌帶領﹁視覺全自主機器人組﹂奪冠，
與韓國隊隊友合影留念。 ︵圖 電/機提供︶

淡江之光 印度揚威

未曾漏接過任何一球呢！」何丞堯驕傲地
說。
人形機器人組部分，總積分繼去年再
度衛冕第1，派出為此比賽而設計的第7代
機器人應戰，使用2個核心作控制，使得
運動性能更為穩定；另外，使用最新研發
的IPC（工業型電腦），加強影像處理功
能，辨識度也大為提升，這些都是致勝的
關鍵。胡越陽表示，賽前熬夜寫程式、不
斷測試的辛苦都值得了。異於往年的是，
分項馬拉松賽事頭一回移師戶外舉行，在
自然環境下，光線強弱變化多端，增加了
機器人視覺判斷的困難，也因此競爭相當
激烈，形成拉鋸戰，最後僅三支隊伍跑完

68資深優良教師 獲總統設宴表揚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教育部將
於本週二（28日）舉辦資深優良教師表揚
大會暨總統餐會，並頒發資深優良教師獎
勵金，獎勵服務滿10年至40年的教師，本
校今年總計68位教師獲獎，其中服務滿40
年的教師共2位，分別為英文系副教授陳
玉秀、體育室體育教學組副教授郭月娥；
服務滿30年資深優良教師有楊育鎂、黃繁
光、袁保新、陳幹男、吳錦全、高惠春、

真菌會唱歌

李榮熹。
陳玉秀授課項目包括英文翻譯及習作與
英文，她認為：「教育是要開發學生的學
習動機，培養學生的學習能力，分享學習
經驗。」而最重要的是訓練學生解決問題
的能力。中文二洪千茵說：「老師會親自
挑選適合我們的教材，不會給學生太大的
壓力，如果學習上有問題，老師都很樂意
替學生解決。」

張志勇
石貴平

【記者陳書澔淡水校園報導】真菌會唱歌！
本校資訊工程學系教授張志勇、石貴平與台北藝
術大學教授許素朱等人合作，將無線感測器網路
（Wireless Sensor Networks, WSN）技術運用在公
共藝術上，建置出全台首創的「無線感測真菌人文
樹道」，目前正申請美國專利中，並將於11月、本
校60週年校慶時公開展示。
張志勇說明，「無線感測真菌人文樹道」共有兩
種模式，為「音樂互動模式」與「Twitter社會話
語互動模式」，其特點在於可利用鋪設在外的無線
環境感測節點來蒐集風力、溫溼度、光線等環境資
訊，配合媒體聲音節點來播放不同的音樂或音效，
夜間還可照明。
在「音樂互動模式」中，當第一個人靠近樹道
中任何一朵真菌，真菌就會開始播放交響樂的主旋
律，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進入樹道，就會觸發更多
的樂器加入合奏，此外，若你拍打真菌時，它還會
對你大喊︰「好痛喔！別打我啦！」而在「Twitter

郭月娥專長為籃球、桌球、網球，上課
時秉持著：「用最專業的教學，讓學生得
到最貼心的學習。讓學生可以擁有健康的
人生。」中文四盧以珊表示：「她是一個
很像媽媽的老師，會叮嚀我們一些生活細
節，對於學習較慢的同學也會認真地去輔
導。」歷史四陳姝蒨表示：「老師教學非
常認真，還會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幫助學生
理解。」

無線感測器校慶展出

社會話語互動模式中」，則會以不同節慶與社會議題當作關
鍵字搜尋Twitter平台上的相關文字，再把文字轉換成數位話
語，當有人靠近其中一朵真菌時，會促發播放Twitter的數位
話語，讓你在散步時也能知道大家所關心的時事。
無線感測器網路技術目前在國內外應用甚廣，但成果多
顯現於國防、醫療科技上，然而整合了無線通訊技術、無線
感測器技術、互動科技、數位藝術、音樂、造型等多項領域
所研發而成的「真菌」，其實用性與未來商機受到國科會的
高度關注。張志勇表示，做成真菌造型主要在其菌帽具有防
水、防風及貼近自然的用意，其外觀亦可隨公司、學校的特
色不同，改變成各具特色的造型，「當初設計的出發點就是
希望讓科技與人類產生互動，利用裝置藝術與無線感測器技
術的結合，讓民眾感受到科技親民的一面。」
「無線感測真菌人文樹道」預計將於校慶時展示給全校
師生參觀體驗，未來亦有可能永久設置於校內及其他公共場
所。財金三陳義仉表示，如果有這樣的裝置藝術出現在校園
中，除美化環境外，校園生活也會變得更有樂趣。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

位於美國加州第三大城舊金山市區的舊金山州立大學
（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創立於1899年，為本
校校長張家宜的母校，於2007年6月與本校正式締結為
第96所姊妹校。該校校長Prof. Robert A. Corrigan夫婦
將一同出席本校60週年校慶活動。
該校為美國西海岸最大的教育聯盟－加州州立大學系
60週年校慶活動將於11月6日舉
統23所分校之一，將近百年歷史。該校共有8院，下設
行，屆時有29所姊妹校之校長或教
授代表蒞臨，我們搶先介紹來訪學 68個系，最有名的科系為商業管理，重視華語文化，是
美國西岸第一所成立孔子學院的大學。該校副校長Dr.
校與貴賓。
Yenbo Wu甫於4月蒞校訪問，除進行演講，亦表示未來

60校慶

金石交姊妹校來賀

淡水校園：25137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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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到達終點。胡越陽開心地說：「對比
賽的成績很滿意，但我們在許多分項仍有
努力的空間，期許明年能再創佳績，讓淡
江的機器人達到更高的水準。」
被《遠見》雜誌譽為「讓機器人出國
得金牌、成為『另類台灣之光』的主要推
手」，翁慶昌謙虛地表示，「我們在進
步，別人也在進步」，比賽都是在剎那之
間，因此臨場面對突發狀況的表現就顯得
很關鍵；學生不斷投入時間研究改良，技
術與經驗的傳承也做得相當好，希望從
「做中學」，在未來的賽事中也能獲得佳
績，為校、為國爭光。

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 本校件數上揚
【記者王鈺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
度大專生參與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本校通過件數為32件，較去年增加4
件。其中，工學院通過件數為23件，
超過總通過件數的一半，連續3年蟬聯
各院第1，尤其是電機系及資工系各通
過7件為最高。管理學院通過件數為4
件居次，理學院、商學院各通過2件，
外語學院則通過1件。凡通過計畫的學
生，每名皆可獲得4萬7千元補助。
資工四李明純「無線網路具品質服
務保證之網路佈建與排程技術」的研
究計畫，以無線網路為主題，由於受
到大一資訊概論老師資工系教授張志
勇的啟發，使她決定研究相關議題。

張志勇同時也是她的指導老師，她很
高興能夠以自身有興趣的主題為研究
計畫並獲得國科會的補助。她很感謝
老師的指導，能讓她將所學應用於研
究上，使她很有成就感。
電機四劉正凱以「低成本之視力
保健系統模組開發」為研究主題，計
劃研發出防止筆記型電腦使用者容易
因太靠近螢幕而罹患近視的機器。當
使用者太接近螢幕時，機器會發出警
告，提醒使用者正確的姿勢。他表
示，當初會想參加此計劃是受到同學
及老師的鼓勵，能夠將所學的專業知
識發揮出來並得到補助，對他來說是
很大的肯定。

28日在地食材 師情話意 饗師恩
【記者湯琮詰淡水校
園報導】女教職員聯誼
會將於28日（週二）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舉辦慶祝
教師節的活動，屆時將
有66道佳餚。此次的主
題為「環保、輕食、在
地化」，女聯會活動長
─學習與教中心主任徐
新逸表示，為了響應越
漸重視的環保議題，今
年主題除了倡導永續綠
能的概念之外，更要使
用竹筍、地瓜等台灣在
地食材完成每一道菜，
讓每一位與會者都能品
嚐到最新鮮的台灣味！
同時以「66」代表「六六
大順」，希望每一位教
職員都能吃得飽飽，精
神好好地繼續在工作崗
位上耕耘，歡迎全體教

職員共襄盛舉並聯誼同
樂。
另學務處課外活動
輔導組於20日至28日在
淡水校園、台北校園、
蘭陽校園，同步舉辦
「師情話意滿淡江」感
恩祝福活動，鼓勵同學
用「話語、小卡片、
email、握手、擁抱、鞠
躬」等方式對老師表達

【記者李冠賢淡水校園報導】依據資訊
中心統計，98學年度疑似侵犯智慧財產權
的案例計為51件，較97學年度案件減少29
件。其中以工學院23件最多，理學院9件。
網路管理組組長蕭明清表示，因教育宣
導方式使侵權案例降低，且利用帳號密碼
及電腦認證等方法達到減少觸法的效果，
期待能將目標降低並趨近於0。但P2P軟
體的使用無法利用此方式防治，希望同
學自治盡量減少使用P2P等下載軟體以免
犯法。理、工學院疑似侵權案偏高，蕭明
清說明，因理、工學院電腦尚無認證功能
且該學院學生使用電腦時間較長，容易侵
權。他呼籲「網路上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請大家尊重智慧財產權，不要觸法。」

感恩與祝福之意，還印
製小卡片，讓社團的同
學親自送給指導老師。
學生會權益部長財金三
王遇安表示，平時很多
活動都仰賴師長們的幫
助與支持，因此送上卡
片，表達滿滿的感恩。
教師卡片自即日起開放
各社團索取，請至課外
組（SG315）領取。

普列斯卡演講： 減稅促復甦
【記者張友柔淡水校園報
導】經濟學大師來淡江！
繼2005年第一次來本校演
講，本月20日下午2時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愛德華．普列斯卡教
授（Professor Edward
C. Prescott）再度蒞
校，於驚聲國際
會議廳以英語演
講，主題為「Asia

侵犯智財權 51例觸法
（攝影／黃立欣）

主辦/地點

█蘭陽

█網路

演講人/講題

淡水校園

視覺全自主機器人6度奪冠 人形機器人再度衛冕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今年在印度班加羅爾舉
行的「2010年FIRA Cup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本校電
機工程學系智慧型控制實驗室「機器人研究團隊」所向
披靡，再傳捷報！奪得自2003年以來第6度的「視覺全自
主機器人組（RoboSot）」冠軍，並拿下「人形機器人組
（HuroCup）」分項競走賽冠軍；罰踢賽、投籃賽亞軍；攀
岩賽、馬拉松賽、舉重賽季軍，共獲3金2銀3銅，總積分與
同樣來自台灣的成功大學並列為參賽隊伍之冠。
此次機器人團隊由名列《遠見》雜誌新台灣之光的電機
系教授翁慶昌率領，包括視覺全自主機器人組隊長電機博

演講看板

█台北

Booming, U.S.
Depressed, and Europe Stagnating」，

吸引全校師生前往一睹大師風采。當天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經濟系系主任莊希豐皆出席接待，慕
名而來的師生擠滿驚聲國際會議廳。
普列斯卡教授針對過去全球的經濟發展作了概況
描述。他表示，金融危機後，亞洲多數經濟體因生
產力的提升，在經濟上表現十分亮眼，尤以中國發
展更是突出。經濟四蔡捷安說：「普列斯卡教授認
為減稅政策是衡量一國是否能夠復甦的關鍵，使我
有了新的想法。」演講結束後，普列斯卡教授在覺
生國際會議廳與眾多師生進行茶會餐敘，許多師生
把握機會搶著與普列斯卡教授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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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光電系助理教授鄒
志偉
Enabling Technologies for Next
Generation Opitcal and Wireless
Access Networks
台灣愛思唯爾有限公司顧問陳建
丞
Reaxys化學資料庫
國立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因體
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周記源
利用分子酶學的方法來研究SARS
冠狀病毒
隆福行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洪哲
文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與
您分享我的工作與學習經驗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科學家顧威
Strong Coupling Picture of
Superconductivity in Underdoped
Cuprates:Anti-BCS Superfluidity
and Quasi-Particle Gap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黃
文璋
統計與數學
職業攝影師Jennifer
旅行讓我遇見許多美好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培訓種子師資
葉玫妤律師
智慧財產權概論
六合法律事務所律師李佩昌
現代網路環境下的智慧財產權問
題

資圖系
資圖系助理教授張玄菩
圖書館總館
從數位閱讀的三要素說起
2F閱活區
至上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企管系
蘇子誠、協理吳建衛
B712
IC產業的發展現況與經營管理
德國作家Prof. Dr. Susanne
德文系
Hornfeck
T606
〝Ina aus China〞導讀
拓墣產業研究所副所長楊勝帆
大陸所
兩岸IC產業未來策略佈局與投資
T505
機會
歐研所
民進黨黨主席蔡英文
驚聲國際
從台北縣到新北市
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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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機械所博士歐士輔
禪，跟你想的不一樣

10/01(五)
10:00

大傳系
O202

台灣電視公司副總經理劉麗惠
台灣電視產業分析

10/01(五)
14:10

產經系
B302B

中研院經濟所助理研究員彭喜樞
A Theory of Organization Form
Based on Similarity in Knowledge
Capital

台北校園
9/30(四)
9:20

財金系
D310

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董事
長賴清祺
台灣近十年保險事業之發展

癮君子看過來 福園吸菸區撤除
【記者林俞兒淡水校園報導】癮君子請注意！本
校淡水校園的福園涼亭吸菸區自20日起撤除。
淡水校園原本設置的吸菸區有：新工學大樓的
頂樓、商管大樓的頂樓、牧羊草坪的涼亭和福園涼
亭共4個區。但是，根據「淡江大學禁菸規則」規
定，吸菸區不得設於主要通道必經之處。也就是
說，福園涼亭吸菸區因為設置的地點距離主要通道
─驚聲路與衛生保健組過於接近，依照三長會報決
議撤除此吸菸區。
若違反規定，教師將送交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職工則依本校職工獎懲辦法送人事室懲處；學
生則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辦理。
更正啟事：
60週年校慶活動，屆時將有多所姊妹校之代表
來賀。本報於795期誤植來校參與慶祝活動之姊妹
校數，特此更正。11月份舉行之論壇與研討會等多
項相關活動，將有29所姊妹校之校長或教授代表蒞
臨。

渴望有進一步的客座教師及雙學位合作，也希望本校至 結交流協議。該校推動第二外語研習，除了必修的英文 4月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為本校在大陸第22所姊
舊金山進行行政參訪，為兩校合作拉近距離。
之外，可依照興趣選擇中文、德文等修習。另外，該校 妹校。去年該校副校長樊麗明來訪，兩校於近年交流密
在放射線對生物之影響與放射線傷害醫療之研究、特殊 切。11月校慶當天，該校校長徐顯明及港澳台辦公室主
感染症研究之世界研究中心、長崎地區性與地理性特徵 任姬銳均將來校，祝賀60週年校慶。
日本長崎大學
該校有7個校區，目前共有6萬餘名學生，11大學科
長崎大學創立於1949年，於2004年11月與本校締結為 之相關研究、東南亞經濟研究等方面，皆具有世界學術
門類，42個學院，學科齊全，特色鮮明，包含文、理、
姊妹校，與本校交流熱絡，除每年互派交換生，該校環 聲望。
工、醫四大學科領域；具有雄厚的學術科技實力，擁有
境科學部副部長連清吉、教授富永義則，曾於去年贈送
部省級重點實驗室和省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國家級重
27箱、約500本化學、哲學相關書籍給本校圖書館。今
大陸山東大學
年，該校校長片峰茂及環境科學部教授佐久間亦將蒞
大陸山東大學（Shandong University）位於山東省濟 點實驗室等。該校實現了各學科的協調發展。自98學年
臨，同賀本校60週年校慶。
南市，創立於1901年，前身為山東大學堂，歷史悠久， 度起至今，本校已陸續甄選學生到該校修習。
該校目前與世界上26個國家的96所大學及研究機構締 目前是大陸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於2009年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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