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時報 新聞萬花筒
探索之域．網路校園動態

蘭陽

本校教育科技學系及全球華商
經營管理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畢業人數已逾70人。
而本校申請成立國際學院亞洲
研究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獲
教育部通過認證，將於9月正式成
立，不僅提升本校網路校園及國
際交流之層次，更為我國外交及
數位學習帶來新紀元。此外，文
學院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籌備成立
數位出版與典藏數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將為本校網路校園再擴
新版圖。（遠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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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檳達人警衛長楊德銘

你一定在校園裡看過他，總是戴著安全
帽，酷酷的騎著機車，為校園安全把關--警
衛長楊德銘。現在他有個新綽號，他是本校
的「戒檳達人」！
不少人都有抽菸、吃檳榔，在成癮多年的
情況下，要像楊德銘一樣戒除癮頭的人實在
不多，背後推手是總務長鄭晃二，「總務長
不斷的提醒我，吃檳榔對健康有害。」楊德
銘說，檳榔帶來的後遺症，是成為口腔癌的

高危險群，「我已經58歲了，要好好
為健康著想。」楊德銘說，戒檳榔沒
有想像中的困難，透過口香糖或人參

片的代替，漸進式的改善對檳榔的依賴。楊德銘
笑說，不吃檳榔後最大的改變是「省錢！」
戒檳成功的楊德銘因此在總務處的歲末聯歡晚
會上獲頒「戒檳達人」的封號，並接受校長表
揚，楊德銘害羞地說，「檳榔」本來就是該戒的
東西。「現在我也慢慢在戒菸了」楊德銘下一
步，要讓自己完全遠離危害健康的致癌物，清
新的生活型態，警衛長不僅維護校園安全，也
為自己的健康做出最好的優良示範！
（文／陳頤華、攝影／林奕宏）

智慧花園盛放 管科所首辦歷屆EMBA校友聯誼 逾百位師生歡聚
櫻花梅樹繽紛喜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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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雅雯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管理科學研究所於上月16日
在北投會館首次舉辦第1屆至12屆
校友「EMBA校友聯誼會」，當天
有逾百位校友、在校生及師長一
同共襄盛舉。
校友金鼎證券董事長林樹源、
傑聯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胡光耀，以及精英國際教育集團
董事長張義雄，與在校生進行職
場心得交流，互動踴躍，掌聲不
斷，為當天活動加溫不少。讓參
與在校生直呼不虛此行、受益良
多。
管科所舉辦本次活動的宗旨以
「凝聚情感、建立人脈、擴散力
量」為主要目的，共邀請第1屆

至12屆校友與在校生一同參加盛
會。當天舉辦了家族活動及帶動
唱，氣氛熱鬧非凡。活動過後，
各屆校友流連會場久久不散，並
相約下次活動再相聚。
管科所所長廖述賢表示，希望
藉此活動，建立管科所校友平
台，讓同學們除了自己的同學之
外，亦能認識本所歷屆的校友，
建立更多的人脈，充實工作內、
外的夥伴關係，進而增強個人在
職場中的力量。

管科所EMBA聯誼會現場，師生
開心合影。（圖／管科所提供）

教師教學研習發展活動影片 網上隨時看
教育科技
學系教授李
世忠，主講
班級經營-與
今日的學生共
舞」，共有13
位教師出席，
希望透過教師
的經驗分享，
與學生建立良
好互動，並達
到教學目標的
雙贏局面。
（圖／教師教
學發展組提
供）

梅園早春的梅子結滿枝頭。
（攝影／蘭陽校園李建宗、文／林惠瓊）

成教英語班增強實力效果佳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成人教育部英
語中心所開「英語實力增強班」，上學期開課
學生反映熱烈。電機博四楊玉婷表示，可以
在1小時的上課時間中練習聽、說、讀、寫，
「很充實！」如果有時間一定會再繼續上課！
水環碩一黃珮瑜指出老師在課前會詢問學生想
加強的部分，會在下堂課針對學生的需求教
授，如：文法等，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增強班會針對學生本身需求，分基礎、初
級、進階英文班，以閱讀英文文本的方式上
課，也會針對學生的能力選擇適合的教材，加
強英文實力。本學期「英語實力增強班」自即
日開始報名至2月28日。相關訊息請上成教部
網站http://www.dce.tku.edu.tw查詢。

高李綢獎學金即起申請
【本報訊】由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承辦之
「高李綢女士紀念獎學金」，已開始申請。
該獎學金係由高新平校友為紀念其母親高李
綢女士而設立；其目的在幫助家境清寒或突遭
重大變故急待金錢救助學生。獎助名額全校10
名，原則每院1名，但如條件未符合，可由他
院學生獲得，每學期每名發給獎學金5萬元。
詳細辦法請至網站查詢，獎學金得獎名單將於
4月公布在網頁（網址：http://www.fl.tku.edu.
tw/news-summary.asp）。
獲獎者為高新平校友或其指派之家屬或代
表，並將親自於頒獎典禮上頒發獎學金及獲獎
證書。典禮上也會分別邀請歷屆及本屆之獲獎
者發表感言。

卓爾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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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服務機
器人」在楊玉
婷手中，彷彿
有了魂。（攝
影／梁琮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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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曾詩涵淡水校園
報導】學習與教學中心於
日前，將96學年度至今教
師教學研習發展活動影
片，移至遠距課程教學平
台，讓教職員可透過網路
分享活動影片。
教師教學發展組表示，
教師研習活動自96學年度
都在持續進行中，平均每
學年度有3至4場講座，邀
請在教學上具心得和想法
的教師進行分享。
教發組也指出，將研習活
動影片移至遠距教學平
台，可打破時間及空間的
限制。
網路影片觀賞方式

成教部機器人班 寒假加梯次帶小朋友玩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
本校成人教育部於寒假開設
「NXT LEGO機器人」基礎及進
階班，共5梯次，台北校園3個梯
次，因學生要求，本次特別在淡
水校園加開2梯次，共約90人參
加。課程利用NXT樂高教具教導
學生動手DIY，大家玩得不亦樂
乎！
基礎班包含教導學生如何製作
汽車雨刷、摩天輪、腳踏車及電
動門；進階班則是學習製作繞圈
機器人、相撲機器人、表情機器
人及投籃機器人，以不同的課程
內容教導，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成人教育部進修教育中心主任
趙麗瓊表示，學員現場學習氣氛
十分熱絡，都非常認真的製作機
器人，而且設計好自己機器人的
同學，會主動幫助其他同學。此
外，教師會利用課後發表時間，
讓同學上台介紹自己的機器人，

並幫機器人取名字，也藉此練習
上台講話及表達。
參加台北校園機器人基礎班、
目前就讀中和國小三年級的黃翊
碩表示，課堂上了解許多物理原
理，又可以學習操控機器人，真
的很有趣！家長黃永鈞表示，本
身是學電子電機方面，希望小朋
友可以從小就接觸相關領域，早
點發現小孩是否有興趣，而淡江
所開設針對小朋友的機器人課
程，很能引起小朋友興趣，「下
次我想讓小孩參加進階班！」
趙麗瓊笑著說：「學生對於機
器人都非常感興趣，甚至不想下
課。」藉著製作機器人，讓學生
提前了解基本的物理原則，上完
基礎班的同學，還會想來上進階
班，她表示3月將加開應用班，
「希望讓喜歡機器人的同學可以
從小玩到大！」

為 ， 進 入 遠 距 教 學
平台（網址：http://
moodle.learning.tku.edu.
tw/），點選「行政單位
Administration」，再點選
「學教中心」，並選「教
師教學專業發展研習活
動- 教師教學發展組」，
再以帳號密碼登入。
新增的研習活動影片
有：資管系副教授蕭瑞祥
「教什麼？怎麼教？誰比
較重要？」、教育科技系
教授李世忠「班級經營與今日的學生共舞」、教
育學院院長高熏芳「99學
年度新聘教師教學工作
坊」等，歡迎上網觀賞。

翻

吳榮賜雕塑藝術展
中文系校友吳榮賜於上月
在高雄佛光山佛光緣美術
館，舉辦「神刀傳奇－雕塑
藝術個展」，將展至3月，
場中以十八羅漢、萬佛世
界、史傳俠義、神話傳奇、
文字藝術五大主題，呈現吳
榮賜多元的創作風格，並以
對雕刻藝術的熱愛，期許能
賦予作品新的生命力，也希
望將各面向的藝術精神呈現
給大眾觀賞。（莊旻嬑）

管科所研討會學生收獲豐

【記者黃雅雯、莊旻嬑淡水校園
報導】本校管理科學研究所於上月
15日上午9時20分，在台北校園5樓
校友會館，舉辦以「台灣金融業於
ECFA之後未來發展之挑戰與機會」
為題的學術研討會，前校長張紘炬
及上百名貴賓也到場參與。會中討
論金融業發展及前景等相關議題，
國內重要金融機構均推派代表參
與，並共同贊助40萬元為管科所博
士班同學會，作為管科所博士班獎
學金。
本次研討會由管科所博士班同學
會理事長，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
理事長簡仁德擔任主持人，並邀請
臺灣金控公司董事長張秀蓮進行專
題演講。會後邀請行政院金管會副
主委吳當傑、臺灣金控公司總經理
黃壽佐，以及金鼎證券董事長林樹
源擔任與談人進行相關議題之座
談。
管科所博士生楊朝堂表示，本身
從事醫藥方面，但會經常積極參加
類似學術研討會，如同這場研討
會，可以吸收不同領域的知識，在
工作、日常生活、投資等可相互應
用，收穫頗多。

英文系大三出國開放申請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英文系即日起至3月21日，開放申
請100學年大三出國留學。
有意前往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
學、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加拿大
布蘭登大學留學一年者，只要是本
校學生大二生，不限科系，大一至
大二上學期成績平均75分（含）以
上，2年內托福網路測驗61分（含）
以上即可報名，可至英文系網頁下
載報名表，送英文系辦。錄取名單
將於4月中旬公告於系辦公布欄及網
頁。

學習策略工作坊開課

機器人課程設計一系列應用主題，讓小朋友透過樂高教具，實際動手做實
驗，了解各種日常生活物理原理，並在製作完成時，上台介紹自組的機器
人。（圖／成教部提供）

【本報訊】學習與教學中心「學
習策略工作坊」本學期開課囉！針
對不同的學習需求，本學期學習策
略工作坊所開課程有：「我是報告
王」書面報告輕鬆寫、「記憶煉金
術」、「 Photoimpact 基礎入門」、
「閱讀全面啟動」 ( 含學習診斷 )
、「輕鬆簡報快‧譯‧通」簡報實
作、「英語聽說能力培訓班」、
「上台報告技巧」、「原文書輕鬆
讀」英文讀書策略 。
課程採小班制，精緻化教學，每
班僅接受14位同學報名，上課時數
將列入「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請
提早報名以免向隅，敬請密切注意
其他開課時間。
欲報名者可洽報名專線校內分機
2160，洽承辦人吳美華；或網路報名
http://163.13.43.79/index.aspx 或親至
I405 報名。

以「居家服務機器人」獲100年度國科會千里馬計畫

楊玉婷抱黃金夢 擁海賊王般團隊使機器人揚名國際
【記者陳頤華專訪】追夢者在偉大的航道上，追
尋夢想的寶藏，電機博四楊玉婷航行於電機的科技
國度，沒有神奇的魔力，卻和海賊王一樣，擁有最
團結的夥伴，他們駕駛的不是海盜船，而是揚名
國際的機器人，熱血的漫漫長路，楊玉婷靠「拚
勁」，向未來一路挺進，為自己贏得榮耀。
1坪大的辦公桌，堆滿的書，還得側身容下一張
簡便的床，這是楊玉婷日以繼夜奮鬥的地方，以
「居家服務型機器人合作行為學習之研究」研究計
畫獲得100年度國科會千里馬計畫，長髮披肩的她，
輕柔的談吐讓人很難聯想，她是機器人背後的「操
手」，但訪談中的專業，卻不得不佩服這位獲得千
里馬計畫的女博士生，她說，「在機器人的領域，
我們追求的只有成就感，無關男女。」在她身上，
所謂「機械」與「科技」，沒有性別差異。
「從小我就想賺大錢，在電子新貴成為科學園區
當紅炸子雞的10年前，我就告訴自己，那就讀電機
吧！」自幼就覺得「賺大錢」是人生志願，認為自
己學不了醫，故很早就看準了「科技業」，於是一
腳踏入電機的領域。「當時我什麼都不懂，直到大
二選修系上教授翁慶昌的『專題實驗』課程，才發
現了機器人的世界！」無心插柳的她，在課堂中加
入機器人團隊，自此悠遊於機器人的世界中。2004
年她參與研究並出國比賽，在著名的FIRA世界盃機
器人足球競賽中，與團隊聯手獲得亞軍，讓她趕上
了淡江機器人發光的頭班車，也讓她的「發財夢」
多了「機器人」的藍圖。「但我爸曾說，我不是做
商人的料，那就比別人認真讀書吧！」於是，在碩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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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年，她決定不進入社會，繼續攻讀，從大學到
博士，11年的「淡江人」，讓她擁有完整的電機專
業能力，也完整的跟隨「機器人團隊」的腳步，
「其實我是很笨的那型！」楊玉婷說，別人做1小
時，「我會花10小時去做！」
10多年的電機路，楊玉婷藉著機器人的雙腳，踏
遍兩岸、甚至橫跨國際，她形容所征服過的戰役是
「3個月1次國內比賽，1年1次國際比賽」。近50場
的比賽，楊玉婷從學妹變成帶隊的隊長，再從隊長
到指導學姐，她說，「大家都知道第一個登陸月球
的是阿姆斯壯，永遠沒有人記得第二位登陸的人是
誰。」於是，她把『第一法則』當作信念，寫在便
利貼上，貼滿了辦公桌的電腦上，「我相信，得靠
自己努力，才能為我們帶來榮耀。」龐大的機器人
團隊，靠的不只是楊玉婷，還有整個團隊的努力，
面對比賽競爭的壓力，以及看似枯燥的機器程式，
她堅毅地說，「我從不覺得機器人是冰冷的，我們
會照著自己的藍圖做出夢想中的機器人，因為團隊
的照顧與付出，機器人很可愛、很溫暖。」楊玉婷
說，走向成功的路很苦悶，但大家期望的，都是出
國得名回來，「累，但目標在那裡，榮耀也在那
裡。」這是楊玉婷戰無不勝的武器「一步一腳印願
意付出的超默契團隊」。
只是偉大的航道上，總會遇上暴風雨。把海賊王
當作課外讀物的楊玉婷，宣稱「看了海賊王後，遇
到所有的壞事都是小事」。她說最黑暗的時期是碩
二第一次帶隊時的不如意，首次擔任隊長，加上畢
業論文在即，讓她承受極大的壓力，這是她第一次

感受到，勝負成敗的結果由於是隊長，責任得要靠
自己扛。但秉持「轉彎，繼續向目標航行」的海盜
精神，楊玉婷從來不會輸給對手，更不會輸給自己
的意志力。「當時我告訴自己，不如意就換個方式
解決問題吧！」「但就像是尋找寶藏的海盜，過程
中有什麼情緒或錯誤決定，在突破關卡後，一切都
能重新來過。」
跟隨指導教授翁慶昌近10年，楊玉婷感謝老師始
終在身旁給予最好的指導，「他總是不厭其煩的教
到你懂為止。」視翁慶昌為「影響最深的人」，面
對這位「第二位女研究生」，翁慶昌說，「她是個
積極、勇於接受挑戰的學生！」雖然楊玉婷對於獲
得千里馬計畫，謙虛地說，「我只是比別人幸運有
多一些的比賽經驗。」但翁慶昌透露，計畫的申
請，是她主動爭取而來的機會，「從帶隊到現在處
理機器團隊的各項要務，她都有著『努力嘗試』的
積極態度，才會讓她在每一次的挫折中，接受指
導，虛心改進。『肯投入』是她最好的能力！」
就像是追求財富與名聲的海盜，楊玉婷也抱著
「賺大錢」的黃金夢，但她想要的，不只是寶藏，
「賺錢，是為了為台灣開發出自己的品牌，建立特
有的科技產業，讓台灣在國際發光發熱。」即將前
往喬治亞理工學院的她，希望藉由該校在「動物行
為研究」的專業，運用在居家型機器人身上，將技
術帶回台灣，研發出像人類一樣協力做家事的機器
人，為台灣做出特有的機器人！今年楊玉婷會帶著
她的居家型機器人，航行美國，出發她尋找機器人
未來的冒險旅程，為遠大的夢想更拚，更邁進！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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