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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校長獲 州立大學 傑出校友獎
舊金山

該校畢典授予殊榮

機器人團隊的扛霸子

人形機器人小黑 奪冠爭光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
工程學系「機器人研究團隊」再傳捷報！
在電機系教授翁慶昌的帶領下，14日受邀
參加由教育部舉辦、在南台科技大學舉
行的「2011年台灣智慧型機器人國內及國
際邀請賽」，和29所高中職、大學校院共
170個隊伍一同角逐，表現亮眼，擊敗成
大、台科大等大學，以及來自加拿大、澳
洲等國隊伍，獲得「智慧型人型機器人體
能全能賽」冠軍。
此次競賽共分為「罰踢」、「籃球」、
「競走」3個項目，本校獲得總積分最
高。參賽同學包括人型機器人組隊長電
機博三胡越陽等10位電機系學生，胡越陽
表示，這次沿用去年比賽的機器人「小

黑」，但提升其系統的穩定度，整體表現
不錯；而競賽中最驚險的是，和成大一度
形成拉鋸戰，投籃比賽時，最後1秒投進
最後1球，達到滿球數5球，因此和成大的
3球拉開比數；但在競走項目上，這次的
表現不如預期，未來會針對機器人的影像
處理，以及走路姿勢再做調整。
胡越陽說：「這次的制勝關鍵在於，學
弟妹比賽時的應變能力佳，和學長姐之間
的經驗傳承及合作互動也非常良好。」他
期許：「以後每一次比賽都能拿冠軍。」
第1次參加比賽的電機三周民偉開心地
說：「拿到冠軍的那一刻，真的很令人高
興。」

性別平等主題書展 24日來閱活區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圖書館將於24日至6月3日於2
樓閱活區舉辦「性別平等主題展」，現場將展出與性別平等相
關的書籍近200冊及近50種影片讓同學參觀。
校長室秘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黃文智指出，希
望透過這次的主題書展，將圖書館散落在各個書架有關性別平
等的藏書集結，讓學生更有效率的了解及找尋資料，並進一步
讓同學了解本校圖書館關於性別平等的資源相當豐富，歡迎同
學踴躍前往閱讀。

4539封期中預警函寄出

今年水運會超級黑
馬企管四謝孟席（左
二），以過人的體力
及泳技奪得3項個人及
1項團體冠軍。（攝影
／洪聖婷）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你對鄉土民謠情有獨鍾嗎？
本學期文錙系列音樂會最後1場，「有土、詩、有才」－劉榮
昌、黃培育、趙倩筠創作音樂會將於31日晚上7時30分登場！
「客家吟遊詩人」劉榮昌畢業於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
所，入圍第19屆金曲獎「最佳客語演唱人」及「最佳客語專
輯」等。而在學期間曾經加入本校吉他社的黃培育，以及目前
在本校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服務的管樂社校友趙倩
筠，皆曾在金韶獎獲得佳績。
3個在大學時代即展現音樂才華的創作人，本次將以吉他、
鋼琴等小編制樂團伴奏，演唱多首原創歌曲與鄉土民謠，期能
喚醒民眾從自身生活挖掘靈感。自明日（24日）起可至文錙藝
術中心取票，每人限拿2張，歡迎全校師生共襄盛舉。

【記者藍硯琳淡水校園報導】印度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lhi 國際長Prof. Ashok Gupta 等一行2人，於17日蒞校訪問，由
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理
學院院長王伯昌、土木工程學系副教授王人牧、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教授楊龍杰等，於驚聲大樓T306會議室進行簡報及座談。
當天除了介紹本校發展外，彼此對於學術議題相談甚歡，更提
議透過聯合研究或交換師生等方式進行學術交流。戴萬欽表示，
該校是國際上享譽盛名的理工專門大學，透過這次交流，對本校
理學院和工學院十分有幫助；另外，經由這次座談，該校對於與
本校結盟為姊妹校意願甚高，希望能藉此加強本校理工領域的合
作。

█蘭陽

日期/時間 主辦/地點
5/23(一)
09:30
5/23(一)
10:10
5/23(一)
13:30

800人熱烈參與
謝孟席獨得3金

式的金牌，勇奪3金，也在女生組團體賽中得到
500公尺大隊接力冠軍，備受矚目；她表示，連
續3年參加比賽，今年成績是最好的一次，「我
要把獎金當作暑假的出國資金。」
在男子組方面，建築一蔣元凱不僅奪得50公尺
蛙式和100公尺蛙式2項金牌，更分別突破大會紀
錄！他又驚又喜地表示，自己練游泳主要是興
趣，沒想到這次能夠一舉破2項大會紀錄，「比
賽很好玩！明年還想多參加趣味競賽和大隊接力
的項目。」
水上救生社展現絕佳的團隊默契，不只拿下
男、女生500公尺自由式接力，女生部分更打破
大會紀錄，男生部份在趣味競賽方面也包辦打水
接力、同舟共濟、水中尋寶、划船競速的冠軍，
教練邱聰敏對社團能有這麼好的團體表現，歸功
於每學期舉辦的救生員班，讓同學有機會彼此培
養默契，「我們還沒拿出全部的實力，希望明年
賽事能有更多競爭對手，一起來參與比賽，留下
回憶。」
教職員工組也紛紛傳出破紀錄的捷報，數學系
職員黃旭群打破50公尺蛙式紀錄，品保室研究助
理張倍禎突破50公尺自由式紀錄，而體育室講師
陳瑞辰則破了50公尺仰式、自由式2項紀錄。而
盲生資源中心系統工程師張國瑞和中文一施奕
戎，克服自身視覺上的缺陷，在開幕時表演自由
式與蛙式，奮力游完全程，其精神令全場響起熱
烈的掌聲。

對漢陽大學在國際化的努力印象十分深刻，近年來該校在
國際知名度和競爭力都大幅提升，對招生有相當的成效。
訪問團成員另包括資訊中心副主任王曼莎、學務處課外
組組長曲冠勇、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宋鴻
燕、教務處專員黃紫燕、圖書館組員黃鳳儀、總務處職員
楊信洲和蘭陽校園職員何政興。

█網路

5/23(一)
14:10
5/23(一)
16:10
5/23(一)
16:10
5/24(二)
10:00
5/24(二)
10:10
5/24(二)
10:10
5/24(二)
13:10
5/24(二)
14:10
5/24(二)
14:10
5/24(二)
14:30
5/24(二)
15:00
5/24(二)
15:10
5/24(二)
15:10
5/24(二)
15:30
5/24(二)
18:10
5/24(二)
18:30
5/25(三)
09:00
5/25(三)
10:00
5/25(三)
14:10
5/25(三)
16:00
5/26(四)
12:00
5/26(四)
13:10
5/26(四)
14:10
5/26(四)
16:30
5/27(五)
14:10
5/27(五)
14:10
5/27(五)
15:00
5/28(六)
16:10

演講人/講題

決策系
T507
保險系
B712

台灣休閒漁業發展協會秘書長何立德
台灣休閒產業行銷策略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兼任講師殷文玲
人際網路與職場生涯規劃
木人巷工作室老闆兼執行長田冠鈞
教科系
「體驗學習」與「模擬教材」在教學策
Q306
略上的應用原則
化學系 成功大學化學系教授吳耀庭
Q409 Metal－catalyzed Reactions of Alkynes
歷史系 台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吳蕙芳
L412
海港城市的傳統節慶活動
美國NASPAA會長Dr. Frances S.Berry
公行系 NASPAA'S Peer Review and Accreditation for schools:A
B302A new Framework for a Diversifying World of Public Affairs
Education
教科系 旭聯科技數位教材專案管理師李信賢
L103
企業數位學習教材發展
決策系 台灣宅配通業務本部部長徐慶懿
B312
台灣宅配產業概況及相關倫理議題
歷史系 國立故宮博物館院圖書文獻處助理研究員陳維新
清代西北邊疆地圖與條紋簡介
L308
諮輔組 台灣藝術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諮商心理師許碩驛
「健康e化生活」講座（第一場次）
B617
政治大學應物所所長暨理學院副院長郭
物理系
光宇Graphene and 2010 Nobel Prize in
S215
Physics
保險系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黃介正
政治環境之變遷與危險管理
B118
國家衛生研究院群體健康科學研究所－生物統
計與生物資訊研究組副研究員陳主智
數學系
Consumption of bovine spongiform encephalopathy
S433
（BSE）infected beef and the varicant Creutzfeldt－
Jakob disease incldent in the U.K.
水環系 新北市水利局局長張延光
E830 淡水河－大河願景
經濟系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教授林子玄
B606
職場禮儀知多少
諮輔組 台灣藝術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諮商心理師許碩驛
「健康e化生活」講座（第二場次）
B617
數學系 邁阿密大學數學系教授阮士貴
S433 Modeling Leukemia,Grawth Factors and EPO
美洲所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政治系教授陳思德
T306 決策理論與國際關係
運管系 交通局科長沈慧虹
Q306 交通科長的經驗分享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黃儒傑
教科系
研究結果的分析與解釋－叙述性與推論性
L203
統計的do與do not
資傳系 宇宣數位媒體執行長李昆謀
O306 資訊傳播現況與趨勢
商學院 宏遠證券副總經理張煥昌
I501
另類投資理財：興櫃股票
保險系 新光人壽行政管理部醫師連振祥
Q409 醫務核保
政治大學亞太英語博士學位學程暨公共
公行系
行政學系講座教授Dr.Evan M. Berman
C308
Strategies for Publishing in SSCI journals
歷史系 牛津大學衛康醫學史博士班候選人吳易叡
從世界衛生組織檔案看台灣戰後醫療史
E412
資工系 神通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董純和
行動應用新趨勢
E819
大陸所 晶讚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李紹唐
T505 Basic Understanding to China
台灣大學財金系教授張森林
財金系 The Impact of Derivatives Hudging on Stock
B505 Market:Evidence from Taiwan Covered Warrants
Market
產經系助理教授李順發
產經系
Income Taxation versus Debt Finance in
B511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歐盟中心 英國倫敦大學大學院政治學博士候選人史大慶
L401
歐盟競爭法現代化改革:對台灣產業的影響
台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研究員陳湘蓉
諮輔組
「real:online請登入綠實」電影欣賞與討論
B616
會-談網路與現實的關係

台北校園
5/23(一)
18:20
5/24(二)
19:30
5/24(二)
19:30
5/24(三)
19:00
5/25(三)
19:20

資工系
D503
教科系
D302
決策系
D501
公行系
D405
教科系
D403

大洲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述忠
資訊人最難的挑戰
資訊科技專欄作者鄒景平
新科技對教師角色的衝擊與反思
台灣煙酒特販部經理丁丞康
成功抓住消費者的心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副教授黃奎博
跨文化溝通
華梵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陳釗涵
質化研究信實度的掌握與研究倫理

5/28(六)
09:10

保險系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董事長石燦明
D408 產險業風險管理

5/28(六)
09:30

EMBA
D324

財團法人航空事務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張國政
全球及兩岸航空運輸市場之展望

啟事：本報於824期刊登「學生權益
信箱」，有關學生修習相同學期序
的軍訓、護理課事宜，事關學生權
益，本期二版刊載後續補充說明及
處理情況。

本報2專欄

網站有特區

【本報訊】本報日前彙集歷來二
版「留學傳真」及四版「姊妹校on
air」專欄內容，於網站上新闢「留
學傳真」及「姊妹校on air」專區。
除突顯本校國際化成效之外，將分
散於各期的專欄文章集結後，更方
便讀者點閱。歡迎查閱，網址http://
tkutimes.tku.edu.tw/。

印度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lhi 國際長來訪

台北校園：10650台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台北

淡水校園

行政參訪團赴韓交流 收穫滿囊
【記者李又如淡水報導】行政副校長高柏園率領的行政訪問
團，日前赴韓國參訪慶南、漢陽、成均館和誠信女子4所大學，了
解他校的行政措施，並進一步交流、學習。
距離上次訪韓已經是5年前，行政副校長高柏園表示，這5年韓國
越來越鮮明的國際化色彩，該國不但有詳盡的規劃，且努力推進，
在這次行程中，我們充分體驗到韓國各校與5年前不同的變化。除
了國家社會整體對教育的重視外，學校本身也展現其強烈的企圖
心，各校對其國際化的推展、遠景的規劃，都有具體的藍圖，他也
鼓勵本校師生能夠多前往姊妹校交流，拓展視野。
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主任李佩華表示，誠信女子大學從1983年
和本校締結姊妹校以來，今年是第一次拜訪。本次參觀誠信女子大
學新完工的大樓，牆壁是漂亮的玻璃帷幕，走進還有許多令人驚
喜的小細節，例如自動彈奏的鋼琴和旋轉畫廊，「非常有藝術氣
氛」，誠信女子大學也將於今年11月來校參訪。此外，李佩華表示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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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99學年度水上運動
會於18日在紹謨紀念游泳館舉行，比賽選手約800
人次，熱烈參與。校長張家宜蒞臨現場參加開幕儀
式，肯定游泳隊今年在全國大專運動會3金1銀3銅及
精神總錦標的佳績，「對游泳隊的表現感到與有榮
焉！」並勉勵所有同學善用游泳館的設備，「讓游
泳帶動校園運動風氣。」
本屆水運會出現超級黑馬，企管四謝孟席除了個
人拿下女生組50公尺蛙式、自由式打水和50公尺蝶

【記者吳泳欣淡水校園報導】「致貴家長：貴子弟本學期期
中考學習成效不佳......」，本學期期中考成績預警函已於日前
寄出，根據教務處統計本學期期中二一預警總人數為4539人，
比上學期增加230人。本學期各院發函總數以工學院1500人為
最多；其次為管理學院及商學院。
接獲預警函的經濟一趙軒儀表示，在接到信之後會檢視自己
各科成績在班上的排名，檢討自己的學習方針，分析有哪些科
目能挽救的機會較大，並針對該科加強，避免在期末重蹈覆
轍。而同樣收到預警函的統計一丁昱仁表示，預警函可以方便
學生即早知道自己現在成績在班上的狀況，「預警函達到適時
提醒學生『加倍努力』」。電機系系主任李維聰表示，在收到
預警函以後，學習表現變得積極，但同學們還需要多加努力。
而在期中二一預警函發出以後，他跟系上的導師也討論在課餘
時間對學生加強指導。他並鼓勵學生要好好用功，為期末考作
好準備。

鄉土民謠音樂會有土詩有才 開始索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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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曾煥元）

█淡水

他地區的勞動力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舊金山州立大學的年度傑出校友獎，是頒
給在特殊領域上有貢獻的校友。歷任領獎人
包括：環境保護學者Randy Hayes、演員Jeffrey
Tambor，前舊金山市長Willie Brown 以及內科醫
生與太空人Yvonne Cagle等。
該校位於美國加州第三大城舊金山市區，創立
於1899年，最有名的科系為商業管理，並重視華
語文化，且於2007年6月與本校締結姊妹校。自
97學年度至今已有多位學生至該校留學，本校
美洲所碩士學生曾前往該校進行專題演說，另
有教授互訪及講座等交流，舊金山州立大學副
校長Dr. Yenbo Wu曾蒞校洽談未來雙學士學位
合作，並解說留學申請技巧及獎學金事宜，增
加學生至該校研習的機會。
此行張校長率領的訪問團成員包括國際事務副
校長戴萬欽、學務長柯志恩、教育學院院長高
熏芳、理學院院長王伯昌、工學院院長何啟東
及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祕書郭淑敏。

小 黑 水運會帶起運動風

e

演講看板

另率訪問團赴美國4姊妹校
【記者歐書函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校長張家
宜前往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接受2011年度傑出校友的殊榮。該
校於5月21日在Cox Stadium 所舉行的第110屆
畢業典禮上授予張校長此項殊榮。除舊金山州
立大學外，張校長亦將率訪問團前往加州州立
大學沙加緬度分校、天普大學及馬里蘭大學訪
問，提升與4所美國姐妹校的學術合作關係。
該校推崇淡江大學之高等教育，以結合傳統
與創新的全球化政策聞名，而張校長自上任以
來，將其所學有效率的應用於校園品質管理與
遠距教學的大學經營上。其治校理念著重在學
生是否能具備全球競爭力，尤以蘭陽校園是全
面英語教育的先驅。而本校注重國際化，並與
全世界28個國家、110所大專院校建立學術合作
以及交換師生，更顯出其治校績效之卓著。
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Robert A. Corrigan說：
「張校長的想法、理想以及創新的精神使她在
所有領導人中脫穎而出。她藉由現代科技創造
學生與學者們在全球上的連結，且在台灣和其

1

此畫用 筆勾出人物線條，再
加上顏色，畫作手法相當細膩，
並將新娘著婚紗化妝的喜悅表
情，妥善表現出來。畫中可看出
新娘坐在海邊，等候攝影取景，
周邊的岩石海波都配合相當好，
將新娘的美麗與喜悅襯托出來。
以 筆的運作而言，確是一幅堪
與一般畫筆相比擬的作品。 ︵圖
文／文錙藝術中心提供 ︶

825期

筆書畫展 ： 待嫁女兒喜上眉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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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教學意見調查 今開跑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前左四）帶領的行政
參訪團，在韓國誠信女子大學參觀校園中的
裝置藝術。（圖／何政興提供）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記者賴奕安淡水校園報導】本學
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開跑囉！大學部
非畢業班科目及研究所科目訂於今日
至6月5日（週日）開放線上評量。另
外，本學期「研究生助教TA評量」
將改為線上填寫，與非畢業班科目同
一時間。填答網址可上http://info.ais.
tku.edu.tw/tas/。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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