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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虎崗尋幽指南．蘭陽校園Fun生活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財金四
曾莛雅等10位學生6月參加由微軟公司主辦
之2011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台灣區總
決賽，今年競賽人數創11年來新高，本校
選手在近1800位對手中脫穎而出，共有7位
獲獎，Word項目冠軍由第二次代表台灣出
賽的曾莛雅拿下，經濟四林欣怡奪得第2；
Excel項目表現極為亮眼，獎項由本校學生
包辦，冠軍為統計四林珮恩，而資管四鄭宇
廷、統計三林宜潔、運管四張復志分獲2、
3、4名；PowerPoint項目為第一次舉辦，就
由統計四廖妤瑄一舉奪冠！這7位選手於上
月29日，代表台灣前往美國聖地牙哥與來自
70個國家的頂尖選手爭奪世界第一。

本校的優異表現來自職涯輔導組從98學年
度開始，舉辦多場微軟認證研習（MOS）
與企業人才技能認證研習（TQC），培育
多位學生領取專業證照，截至99學年第2學
期，本校擁有MOS或TQC證照合計達958
張。另外，在師資方面，由資管系副教授楊
明玉指導參加全國選拔，並本校資訊工程博

士生陳智揚與資訊工程碩士生劉文琇教授課
程，兩人在歷年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都
有輝煌的成績，日前更榮獲2011微軟認證最
有價值專家的頭銜，並在今年第四度受邀至
台灣代表隊培訓課程中授課。

曾莛雅今年再次披上戰袍代表台灣出賽，
她表示在陳智揚和劉文琇老師的指導下，
提升訓練主動思考的邏輯能力，對解題應
變有很大的幫助，而去年在美國比賽時遇到
題目翻譯不夠精確的問題，今年加強操作熟
練度和精準度來提升戰力。而林珮恩和廖妤
瑄是就輔組TQC證照研習的學員，今年第
一次參加競賽就奪下台灣區的金牌；林珮恩
表示，在全國比賽時適逢期末考週，時間運
用上相當吃緊，不過這樣的比賽成績對日後
找工作，尤其是外商公司很有幫助。由於
PowerPoint項目第一次出現在比賽中，廖妤
瑄表示，因為沒有前例可以參考，她只好將
全部的類型都練習過，加上題意清楚，解題
上都還蠻順利的，希望能在美國拿到好成
績。負責培訓台灣區代表選手的陳智揚對本

本校　　　  272名  蟬聯私校第一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0學

年度學生出國留學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團授旗
典禮」，於6月21日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有
428名學生出國圓夢。由西語系及美洲所24位
同學組成的「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團」也出席。
典禮由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主持並授旗，他
表示，國外有不少大學很早就把學生送出國
「看世界」，本校也會持續努力，讓更多同學
在學期間出國研習，走向國際舞台，期盼學生
出國後能全力投入學習，發現自己的潛力。

另邀請外交部中南美司副司長林正惠、美
國在台協會文化新聞組美國文化中心主任Mr. 
Ryan Roberts等貴賓與會勉勵同學。林正惠除
肯定本校在國際事務發展上的成果，也期盼學
生出國後能把握機會，多參加活動、體驗當地
文化。「國際青年大使交流團」則已陸續於6
月下旬前往友邦國家，以夏令營方式與友邦青
年學生進行文化交流。將分別赴多明尼加、巴
拉圭、巴拿馬、薩爾瓦多等4國，配合國家政
策，協助深耕邦誼，並將台灣文化傳遞出去。

8千淡江新血  師長引領入校園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100學年度

本校約有8061名新鮮人，將進淡江展開青
春的校園生活！其中包括日間部大一新生
約4670人，碩博士研究生約1600人，轉學
生約1000人，另外還有遠渡重洋來淡江唸
書的境外生，約有165名外籍生、300名僑
生及76名陸生，蘭陽校園預計有250名新
面孔，將加入淡江大家庭。

在開學之前，新生體檢暨校園安全講習
將分梯次於9月1日、9月2日舉行，由校長

張家宜帶領新生爬上克難坡，並於紹謨紀
念體育館進行講習。接下來還有一連串的
社團招生活動，社團招生博覽會將於9月
在海報街舉行，讓新生認識淡江各種不同
的社團，9月7日晚上學生活動中心還有熱
鬧的社團之夜，再加上系所內學長姐精心
籌備各式各樣的迎新活動，要讓同學們體
驗最新鮮的淡江生活！

學務處住宿輔導組將於13、14日舉辦淡
水校園「學生宿舍參觀日」，蘭陽校園

將於20日舉行，屆時將開放男、女生宿舍
供新生及家長參觀；生活輔導組將於13日
上、下午於商管大樓B217、B218各舉辦兩
場「就學貸款講習」；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境外生輔導組，將於31日在覺生國際會議
廳10樓舉辦「新生入學輔導講習」；盲生
資源中心也將於16日到18日針對身心障礙
生舉辦「新生營」，透過課程及有趣的活
動，讓新生熟悉淡江環境、認識學長姐。

張校長主持布達 22單位主管交接 

策，協助深耕邦誼，並將台灣文化傳遞出去。

淡江之聲5生獲金聲獎

【記者陳思嘉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0學
428生出國圓夢 青年交流團深耕邦誼

陸生直呼：真捨不得離開

歐洲經貿研習 吸引名校產界參與
【本報訊】本校歐洲研究所及台灣歐洲聯盟中心於7月4

至6日，在B302A聯合舉辦「2011年歐洲聯盟經貿事務夏季
研習班」，主題為「歐洲聯盟與台灣經貿與投資關係」。
吸引來自本校、台大、政大及東吳等校學生，以及廣達電
腦、醫療相關等企業界人士報名參加。

3天課程，除了邀請學界專家授課，另由法藍瓷總裁陳立
恆、丹麥駐台經貿辦事處處長季安昇、寶碩財務科技董事
長施敏雄等分享實務經驗，歐研所所長郭秋慶表示，過去
活動以推廣歐盟知識為主，這次則以實務面為導向，希望
大家能多了解歐洲等不同區域之相關事務，培養國際觀、
世界觀。

參加研習的俄文三鍾承翰表示，陳立恆講授「台灣精品走
入時尚歐洲」這堂課，讓他印象最深刻，不但分享其成功
將陶瓷打入歐洲市場的經驗，也以親身經歷提醒大家，不
要受環境的束縛，要誠實做自己，創造自己的價值，「點
醒我深自反省，真的受用良多」。

【本報訊】本校機器人為國爭
光的喜訊再添一樁！電機工程
學系教授翁慶昌所指導的「智
慧型控制實驗室」機器人研發
團隊，於7月5日至11日參加在
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辦的「2011 
R o b o C u p 世 界 盃 機 器 人 足 球
賽：小型人形機器人組」，本
校機器人團隊第一次參加「技
術挑戰賽」，便擊敗其他國內
外隊伍，奪得該項積分亞軍。

有來自美國、德國、日本、法
國、新加坡、中國、泰國、伊
朗、墨西哥及台灣等數十個國
家的24個隊伍參與，本校參賽的
機器人團隊成員包括人形機器
人組隊長電機博四胡越陽，以
及隊員電機博五劉智誠、博二
余家潤、碩二曾義翔、碩一鐘
皓家、陳立峰及王傳崴。

比賽內容包括「擲邊線球」、
「帶球避障」及「交互傳球」3
項。此次比賽與以往的「FIRA
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人形機
器人組（HuroCup）」不同的

是，FIRA比賽以競走、投籃
賽、罰踢賽、攀岩賽等項目之
特定功能為主，由單一機器人
完成比賽任務；而RoboCup比
賽則由兩到三個機器人互動進
行，著重各項功能的整合，配
合影像、策略、機器人的行走
能力與場地定位能力，進而做
出攻擊之策略。本校機器人在
「帶球避障」項目中表現尤其
亮眼，為唯一完成該項挑戰的
隊伍，驚艷全場。

隊長胡越陽表示，能夠在技
術挑戰賽獲得亞軍並展現團隊
實力，最大原因在於學弟妹平
日的努力，與學長姐經驗的傳
承 ， 希 望 未 來 能 夠 繼 續 為 校
爭光，再創佳績。隊員陳立峰
說：「比賽最重要的是過程，
無論結果如何，我們已盡了最
大的努力；此外，參與就是一
種學習，出國參加國際比賽，
讓我們看到其他國家隊伍不一
樣的實現方式，是一件很興奮
的事。」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校友服務暨資
源發展處將自11至28日，在台、澎、金三地舉
辦16場新生暨家長座談會，每場座談會均由資
深教授主講本校辦學理念及學生未來出路，並
安排在校生學長姐們與新生座談，分享生活及
課業經驗。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春
陽表示，透過座談會的舉辦，讓新生及家長充
分了解本校各系所特色與學習環境外，也能讓
校友、在校生及新生增加互動交流機會，幫助
校園新鮮人能儘快融入本校校園文化。

彭春陽提到，本次座談會比去年增加宜蘭、
南投、雲林及桃園縣市，除充分發揮各地區校
友會聯繫與服務的功能，希望在校生在畢業後
能加入各縣市校友會，讓校友會有新血加入。

台北場次將於20日上午10時在淡水校園學生
活動中心舉行，除簡介學校概況，當天本校校
長及各單位一級主管將與家長及新生面對面對
談，並於會後安排校園巡禮及系所參訪。欲
參加20日在淡水校園舉辦的座談會之新生及家
長，請於15日前將報名表傳真至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02）26261123，或郵寄至新北市淡水區
英專路151號「淡江大學生活輔導組收」。詳
情請至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網址：www.
fl.tku.edu.tw）查詢。

另外，蘭陽校園亦將於20日上午9時30分，
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辦新生家長座談會，有
各系分組座談、綜合座談及校園巡禮等活動。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於7月3
日至8日，舉辦「第二屆兩岸大學師生台灣社會文化體驗
營」，邀請山東大學等12所大陸姊妹校及本校師生約100人
參加。兩岸師生在6天的活動中，不但攜手體驗了台灣社會
文化之美，而且彼此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來自四川大學
法醫系的劉淼，在活動最後一天離情依依地說：「真捨不得
離開台灣！」

來自廈門大學管理學院會計研究所的李陳靜，對本校歷史
系副教授吳明勇講授的台灣歷史特色與原住民文化特別感興
趣，她說：「吳老師不只是分析歷史事件，還從星座分析歷
史人物，是很有趣的解讀方向。」

活動最後一天進行成果發表，各小隊成員同心協力，展現
彼此之間腦力激盪的結晶。本校中文三張育婕表示，交流過
程中，發現大陸同學了解台灣學生的程度，比我們了解大陸
學生還要深，「我想好好學習他們努力的精神。」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長李佩華表示，相信藉由此活動，
大陸師生可以充分感受台灣的熱情。南京大學國際合作與交
流處教師宋安容，對台灣學生展現的活潑與熱情印象深刻，
他表示，經由此交流才真正了解台灣。

100學年度新生暨家長座談會場次
日期 主辦校友會 地點

8/11
下午 2:00

金門縣校友會
金門高中
金門縣金城鎮光前路94號

8/12
下午 2:00

宜蘭縣校友會
宜蘭教師研習中心3樓視廳室　　　　
宜蘭市民權路一段36號

8/13
上午 10:00

花蓮縣校友會
花蓮縣宜昌國中活動中心1樓103會議室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一街41號  

8/14
上午 10:00

台東縣校友會
台東七里坡餐廳
台東市大同路2號

8/15
上午 10:00

屏東縣校友會
屏東市中正國小禮堂
屏東市蘇州街75號

8/16
下午4:00

澎湖縣校友會
文光國小
澎湖縣馬公市光榮里三多路450號

8/17
上午 10:00

彰化縣校友會
溪州國中會議室
彰化縣溪州鄉溪州村3段300號

8/20
上午 10:00

新北市校友會
台北市校友會
基隆市校友會

淡江大學淡水校園學生活動中心
台北縣淡水鎮英專路151號

8/21
上午 9:30

台南市校友會
台南縣校友會

台南商務會館
台南縣永康市中正北路347-1號

8/21
下午 2:00

高雄市校友會
慶富大樓
高雄市前鎮區復興四路1號

8/23
上午 10:00

嘉義縣校友會
嘉義市校友會

中油公司福利餐廳
嘉義市興業東路6號

8/24
上午 10:00

南投縣校友會
南投市民眾服務站3樓會議室
南投市玉井街51號

8/25
上午 10:00

新竹縣校友會
新竹市校友會
苗栗縣校友會

新竹縣議會會議室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8號

8/26
上午 10:00

雲林縣校友會
台灣雲林農田水利會9樓大禮堂
雲林縣斗六市興華街2號

8/27
上午 10:00

桃園縣校友會
育達高中教學大樓1F會議室
桃園縣平鎮市育達路160號

8/28
上午 10:00

台中市校友會
台中縣校友會

台中市政府環保局4樓會議室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舊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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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電機系機器人團隊佳績連連，第一次參加技術挑
戰賽，即獲得佳績。（圖／電機系提供）

兩岸文化體驗營

【記者洪予揚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淡江之
聲」成員資傳系陳盈蓁、王筱慈，中文系張
家鳳，大傳系周芳羽、林乃瑋等5人，以「校
園雷達-零八零反霸凌，友善校園一定行」為
題，製作訪談新聞節目，獲得「第8屆金聲獎
─文教新聞節目類」獎項。前大傳系系主任楊
明昱表示，這次得獎除傳達出媒體人對社會的
關心，也顯示同學們對社會議題的深入探討，
加上電台指導老師大傳系助理教授許文宜的用
心指導，得獎是實至名歸。

王筱慈表示，會以霸凌為題，主要是這現象
存在已久，並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因此透過
專題報導的呈現方式，提供霸凌者及被霸凌者
的自白外，也輔以教育專家、輔導老師的論點
表述和建議，希望能發揮媒體影響力，讓大家
能從中重視這個問題。

喜迎

淡江用心辦學 校友真情勉勵

電機系獲土耳其世界盃機器人足球亞軍

2011年7月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台灣前10名學校
學校 排名 SIZE VISIBILITY RICH FILES SCHOLAR

國立台灣大學 24 11 50 28 3
國立成功大學 67 50 95 147 16
國立交通大學 89 69 176 122 22
國立清華大學 108 71 180 140 58
國立中央大學 119 201 123 260 66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176 107 154 187 538
國立中山大學 212 80 423 134 123
國立中興大學 268 163 445 391 57
淡江大學 272（285） 86（177） 420（426） 300（395） 275（112）
國立政治大學 295 52 345 333 733

（資料來源/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
（）內代表2011年1月的排名

16場座談與新生家長面對面

位淡江3 電腦達人  全國MOS賽奪3冠
校選手表現相當滿意，並開心地表示，
「這次代表選手都相當優秀，絕對有和
國際競爭的水準！」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100學年度布達及單位
主管交接典禮，於1日上午10時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行，由
校長張家宜主持，3位副校長及多位一級主管皆出席典禮。

3位新任一級主管，人資長由財金系教授林蒼祥接任；外
國語文學院院長由法文系教授吳錫德接任；學習與教學中
心執行長由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教授游家政接任；另包括19
個教學及行政二級單位主管交接，並頒發4個新設單位印
信。

4個新設單位有研究發展處的「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
心」、「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研究中心」、國際暨兩岸事務
處所屬單位「國際暨兩岸交流組」及「境外生輔導組」。

張校長表示，本學期除了部分組織更名已通過教育部核
可，各單位工作重點在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在教學與行政
革新研討會中報告之7個教學、7個研究項目發展計畫的落
實；還有產學合作的進行、教學大樓興建的募款；另外，
本校本學年度招收陸生的人數為全國最多，也希望各個單
位悉心照顧。　

林蒼祥期許，未來能夠提高人力資源的效率、及相關經
費的充分配合運用；游家政表示，大學教師在教學上的互
動較少，之後會努力讓教師有檢討互動；吳錫德則提到，
當了16年的閒雲野鶴，今年接下重責，「只要愛淡江，任
何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7月最
新公布的世界大學網路排名（Ranking Web of 
World Universities）名次再躍進，世界排名第
272，進步13名，再度蟬聯私校第一。另外，亞
洲排名第33；全國排名提升為第9。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為對全球超過20000所學校
調查，評比項目有網路數量（Size）、網頁能
見度（Visibility）、學術出版檔案數量（Rich 
Files）、在Google Scholar中學者文章被引用數量
（Scholar）。本校此次網路數量由177名衝到86
名，首次進前百；網頁能見度從426名進步為420
名，學術出版檔案數量由395名進步到300名。

對此次各方面的進步，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表
示，這是之前努力推動各學系網站建置成果的
回饋。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學者文章被引用數
量（Scholar）在此次評比中名次退步，虞國興提
到，「退步是一個警惕，這個項目是任何學術單

位最根本的發展重點。」他進一步表示，學校應
盡力支持教師研究，透過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中提到的形塑特色學系計畫、改善研究環境計畫
等7個研究計畫，深化各個學院、各科系不同的
屬性，為學術研究發展打下深厚基礎，才能繼續
登高望遠。

資訊處資訊長黃明達表示，透過與資管系、資
工系學生的合作，為各系建置網站固定樣板格
式，也輔導技術上的問題，讓網站內資料豐富不
少。他期許本校名次能夠持續攀升，會再努力規
劃相關的計畫，希望未來幾年可以「站上全國前
5名！」但他也說建置這些資料，不只是為了排
名，網路本來就是一個開放的空間，期望豐富這
些資料可以幫助所有的淡江人。

甫進淡江的新生日文一王怡雯，申請入學時還
不知道學校這麼厲害，現在知道後覺得身為淡江
人真的很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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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財金四曾莛雅，二度在全國MOS大
賽中奪冠。（圖／職涯輔導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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