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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獎學金開始申請

陳梧桐獎學金19日受理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陳梧桐先
生清寒獎助學金」19日（週一）起至10月3日
（週一）止，開始受理申請，歡迎符合條件
的同學提出申請。「陳梧桐先生清寒獎助學
金」於商學院及管理學院各提供10個名額，
獎助獎金每位各1萬元。詳細的申請辦法和
申請表格，可至管理學院網站（http://www.
management.tku.edu.tw/main.php）查詢。

校園健

線電視，所以只能拿著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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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讀書會邀你來讀冊
【記者張瑞文淡水校園報導】為提升本校自
主學習風氣，學習與教學中心推動「學生學習
社群讀書會」，凡在校學生皆可申請。讀書會
運作以一學期為單位，形式不拘，每組6至8人
為限。每月至少進行活動3次以上、每位成員
須發表1篇讀書會心得，再由召集人彙整活動
紀錄後，回傳至學生學習發展組。每學期前10
隊申請並通過之讀書會小組，將酌予補助讀書
會印刷費及餐費，申請以「確認完成日期」順
序為依據，額滿為限。
上學期曾參加讀書會的日文四徐毓涵表示，
自己的個性很害羞，加入辯論性質的讀書會
後，藉由不斷地上台報告克服了容易緊張的個
性，學習到很多經驗。有意報名者請至學教中
心網站（http://sls.tku.edu.tw），或洽業務聯絡
人學生學習發展組劉欣儀，校內分機3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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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對籃球的最初接觸，是在鄉下外婆
家生活時，因為四周都是農地、也沒有有

【記者楊志偉蘭陽校園報
導】蘭陽校園全球創業發展學
院於6日下午7時，在強邦國際
會議廳舉行開學典禮，由校園
主任林志鴻親自主持，全體師
生約300多人共同出席。林志
鴻表示，蘭陽校園已經邁入第
7年度，逐漸走入穩健，期許
能有更好的未來。
全球創業發展學院院長劉艾
華表示，蘭陽校園已受到國內
外大學的注意，台大也正在研
擬全英語教學及大三出國的學
制，證明蘭陽校園的先驅地
位，同時提到，本校各項排名

全創院開學典禮迎歸國生
都有不俗的成績，企業最愛大
學排行也首勝台大，都說明了
本校優良的辦學方式已深受各
界喜愛。
同學著正式服裝與歸國大四
學長姐一起合影。資通四胡竣
翔表示，很感謝大三出國的學
制，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也會
把握在蘭陽的日子，更充實自
己的學生生活。
蘭陽校園部分歸國生與主任林志鴻
（左二）、全創院院長劉艾華（左
一）、資創系系主任林銀河（右一）
及語言系系主任王蔚婷（右三）合
影。（圖／紀彥竹提供）

▲

王文華：創意是滿足需求 提升價值
西當作理所當然，要懂得用不一樣的眼光看事
物。王文華指出，創意和作怪的差別在於，是
否創造出消費者所需要的價值，如果新奇古怪
卻不實用，那就不是好創意，很快就會被市場
淘汰。最後，王文華也以遊戲橘子董事長劉柏
園的極地冒險旅程、和蘋果電腦創辦者賈伯斯
於史丹福大學對畢業生的演講致詞為例，勉勵
同學成功的關鍵就是和別人走不一樣的路，並

【記者洪聖婷淡水校園報導】資傳系於5日
邀請名作家王文華演講，以「創意‧來自生活
中的感動」為演講主題和同學分享。王文華表
示，創意就是不斷享受思考的樂趣，期望同學
能夠多思考，創造出意想不到的創意。
王文華將創意定義為三部分：質疑現況、創
造價值、及串聯不同的人生經驗。他認為，激
發創意的第一個關鍵，就是別把生活中的東

隨時保持求知若渴的好奇心。
資傳三呂欣芸表示，這是一場讓人重新思考
創意的講座，很多人都以為，只要跟人家不一
樣就是創意，卻不知道創意最重要的價值，就
在於造福有需要的人們，也提醒將來可能成為
設計者的同學，不能只想著求新求變，「應該
站在另一個替人著想的角度，來發揮我們的創
意。」

退休茶會依依惜別 6位同仁紅了眼

▲淡江時報秘書吳美秀（左二）於
退休茶會中與時報記者同歡（攝影
／林奕宏）

▲

圖書館組員董質偉（左一）笑中帶
淚分享在淡江的點滴生活。（攝影
／林奕宏）

【記者李又如淡水校園
報導】上學期末在覺生國
際會議廳舉辦的「99學年
度第2學期榮退同仁歡送
茶會」，與會同仁帶著不
捨的心情，祝福退休同
仁，現場氣氛溫馨感人。
校長張家宜感謝退休同
仁，對淡江多年來的貢
獻。教育學院院長高熏芳
在會中，不但祝福即將退
休的同仁，也與人力資源
處職能福利組組長彭梓玲
合唱，傳達祝福。與會的
退休淡江人包括：資圖系
副教授陳和琴、數學系教
授劉豐哲、王筱蘭、事務
整備組技工葉寬鴻、圖書

館組員董質偉和本報社秘
書吳美秀到場話別，分享
在淡江的點滴。劉豐哲表
示，來淡江6年的感想，
「淡江走過一甲子，我愛
淡江一輩子！」此話一
出，立刻引起熱烈迴響。
而總務處同仁也感謝葉寬
鴻把校園花草整理得美侖
美奐，邀請他以後常回來
泡茶。現場另有本報社長
馬雨沛及同仁，為本報退
休同仁吳美秀祝福，學生
記者一一上前祝福獻花，
使吳美秀感動落淚，並感
性地說出在淡江服務的感
恩之心。

獎狀搜集達人 劉雅倫
企管三劉雅倫日前參加本校舉
辦「淡江達人-WOW九厲害」
活動，獲得證書達人的稱號，並
獲聯合報報導。她表示，別人都
是文章寫日記，她是用獎狀寫日
記，從未想過會被媒體封為「獎
狀蒐集達人」，讓她覺得很不好
意思。經報導後，獲邀參加「保
德信青年志工獎」記者會，她覺
得很有意義，「會愈來愈珍惜自
己所擁有的。」（洪予揚）

統計系頒獎表楊MOS得主
【記者黃宛真淡水校園報導】統計系2日在
B616舉行新生講習，會中迎接新鮮人並協助
新生選課，以適應大學生活。邀請統計系系友
會會長石明煌，及統計系系友暨台北市校友會
理事長董煥新，為日前「2011世界盃電腦應用
技能競賽」Powerpoint世界冠軍的統計四廖妤
瑄、Excel項目第9名統計四林珮恩及第7名的
統計三林宜潔3人頒發獎學金。
統計系系主任溫博仕鼓勵新生，能勇於面對
眼前的挑戰，並以3位學姐的傑出表現做為榜
樣，自己及學校爭取榮譽。
石明煌和董煥新一致指出，在職場上，電腦
軟體的應用越來越重要，證照已成為自我評
鑑的方式，考取證照對就業有加分的效果。兩
位校友也建議學校對外合作，開設更多證照課
程，讓淡江學生在職場上更有競爭力。

中文系研討新儒道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於暑期
7月5日在覺生國際會議廳舉辦「第一屆新儒家
與新道家學術研討會─併賀王邦雄、曾昭旭兩
位教授七十壽誕」。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
如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暨龔鵬程國學院院長龔
鵬程、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教授暨所長
林安梧及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等人，探討儒家
與道家的多面向意義，藉以達到將儒道的經典
內容結合現代化的重新詮釋，期以開創新格局
的可能性。
活動承辦人中文系助理教授黃麗卿表示，王
邦雄及曾昭旭教授為新儒家和新道家的研究學
者及實踐家，適逢兩位教授的榮退及70壽誕，
因此以研討會的形式，與國內外學者齊聚一
堂，除探討儒道的學術思想外，並對兩位教授
的學術思想及學術著作進行論文發表，「讓我
們一窺王邦雄及曾昭旭教授的大師風貌，了解
到儒道思想的實踐精神。」

跨校特色課程開始選課
【本報訊】本校、中原大學、元培科技大
學、東南科技大學四校共同開課的跨校數位
特色課程：淡江大學「核心課程」、中原大學
「品質技術」、元培科大「輻射安全」及東南
科大「網路概論」，100學年度上學期開始報
名，即日起，至各校加退選開始前一天截止，
歡迎學生踴躍參加。

機器人課程假日班招生中
【本報訊】成人教育部機器人營隊系列課程
假日班開課囉！由本校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
心主任翁慶昌指導之專業師資團隊授課，藉由
機器人科學教育，啟發學生創意思考及解決問
題的能力，並了解機器人程式運作的流程。本
次分有基礎班、進階班及應用班，將以NXT
LEGO樂高的教具，讓學生了解製作機器人的
原理並親自操作。報名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詳細內容請至成人教育部網站（http://www.
dce.tku.edu.tw）。

與世界各國好手同台較勁 奪金亮眼展成果

從樂高到智慧型機器人 胡越陽熱忱投入 堅持到底

【記者梁凱芹專訪】世人總是說，一生中
會遇見很多人，然後在其中會遇到一個很特
別的人，人生從此改變。電機工程學系博士
班四年級的胡越陽，就是遇到這樣的一個
「人」，不僅讓他在課堂上表現優異，還
進軍全球並在世界性大賽中大放異彩，如此
特殊的「人」並不是普通人，而是個「機器
人」。
相信無敵鐵金剛、樂高積木、聖戰士陪伴許
多人的童年時光，對胡越陽來說也不例外，
但真正開始對機器人的著迷，是在就讀電機
系並進入機器人實驗室之後，他被這高科
技、金屬質感的機器人深受吸引，他可以運
用所學，發揮想像力，讓機器人走路、踢足
球，同時也建立起團隊合作的精神，靠著這
股熱忱，讓胡越陽在機器人研究路上不斷深
究，一路攻讀到博士外，也組隊參加大小比
賽，獲得數不清的獎座，為實驗室注入了無
比信心。
每次組隊參加國內外的大小比賽，胡越陽
都是以「奪冠」為首要目標，「既然決定要
做，那就要做到最好，這是我的堅持。」因
此，他在2007年參加「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
球賽：人型機器人組（HuroSot）」比賽，是
令他印象最深的1場比賽，「我兩天沒睡，
就為了要讓機器人走更快！」胡越陽回憶，
那時就有感覺會得到冠軍，所以一直調整及

修正機器人的競走速度，讓機器人能有最佳
的狀態，也因為他的執著，不但獲得冠軍，
也和第2名有明顯的差距。除了和隊員們互
相激盪靈感外，胡越陽也很感謝電機系教授
翁慶昌與助理教授李世安，「在設計方向等
方面，老師們都會給予意見，並適時提供幫
助。」
胡越陽自己彷彿也是個機器人：嚴謹、專
業及未來感，讓他能持續勇往直前的能源動
力，就是對機器人濃厚的興趣，「在機器人
這塊領域，真的就是持之以恆，以及不放棄
的熱誠。」他語帶堅定的說。參加過的比賽
都得了獎，一般人應會直接聯想到優渥的獎
金，「但其實比賽得獎是沒有獎金的，比賽
費用的來源就是靠著平時跟業界合作的計
畫來籌措的。」但他對機器人的熱愛是無法
用金錢衡量的，機器人工程碩士班碩二曾義
翔，自大三進入機器人研究室起，就跟著胡
越陽一起做研究，也一起參與過比賽，他表
示，胡越陽只要有想法就馬上去做，以及在
決策上的判斷力，這些態度都連帶的影響了
曾義翔，「學長雖然有嚴肅的一面，但私底
下跟我們也都像哥兒們，碰到挫折都會開導
我們。」所以，他會在實驗室中觀察學弟妹
的學習態度，「如果真的對這個領域沒有興
趣的話，就不要浪費時間在這裡，因為這樣
也是浪費你的生命。」

如果碰到設計上的瓶頸時，胡越陽會讓自己
放鬆，外出看展覽及到處走走；而當程式寫
不出來的時候，就會先去睡覺，有時還會在
睡夢中靈光乍現，想出解決的方法，然後從
床上爬起來再接再厲，「其實我蠻執著的，
如果想不出來就會到處去找靈感，不然會覺
得很不開心。」胡越陽對機器人的熱衷，不
曾因為時間久了，而產生倦怠感，「每一次
動手設計的機器人，都是新鮮的嘗試，會讓
我倦怠的，可能就是報告吧。」
除了機器人以外，胡越陽平時最大的嗜好就
是看電影。最近熱門電影「鋼鐵人」的情節
中，讓胡越陽開始思考未來的機器人研究，
要如何開發機械新功能，以增強人類的能
力。「只要是能應用在機器人身上的東西，
能學的我都學。」同時，他為了能讓機器人
的技術更加進步，經常鑽研專業的機電知
識，無意間精進了英文能力，「因為有很多
專業資訊都在國外，只有鑽研才能更了解機
器人研究內容。」
他自己笑著說，投注在機器人的時間，搞不
好已經在人生中占了百分之七、八十，意外
的是，他卻在繁忙之餘，到淡水伊甸基金會
的愛德養護中心當義工，教導居民電腦課程
已長達2年，「自己有能力，有機會就要回饋
給社會，現在有些跟我學得久的學生，我也
會開始教他們一些關於機器人程式，讓他們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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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班執行長林江峰，蒞臨勉勵新生，
並頒發學業獎給成績優異的學生。高
柏園期勉同學能在課堂中，多提出職
場的問題並與老師共同討論，既能增
加課堂中的趣味性，又能得到豐富的
收穫。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左二）頒發學業獎給成績優異的學生，並期勉能更加努
力。（圖／商管聯合碩士在職專班提供）

【本報訊】即日起至20日（週五）止，理學
院開始「理學院音樂會─科技與音樂的對話」
服務員徵選活動，歡迎會演奏樂器的理學院同
學（含研究生）報名參加，凡通過徵選者並擔
任服務員，將依規定致贈1400元工讀金。活動
詳情，請洽理學院江夙冠，校內分機2534。

PEOPLE

EMBA 新鮮人報到
【記者梁凱芹淡水校園報導】100
學年度商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
聯合開學典禮於3日在台北校園中正
紀念堂舉行，約200人參加。學術副
校長虞國興、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商
學院院長胡宜仁，以及商管碩士在職

理學院徵選音樂服務員

卓爾不群

籃球抽離，那麼我就不再是

愛可以為了搶奪球場，單槍匹馬向男生挑

全創院獎學金助5萬
【本報訊】蘭陽校園全球創業發展學院即日
起至9月30日（週五）止，受理「100學年度校
務發展_深化姐妹校交流獎學金」申請，共有
2個名額，每名獎助金額5萬元，凡2011年蘭陽
校園出國學生且全數修習正式課程者，皆可提
出申請。詳細的申請應繳資料、甄選標準及程
序，請洽全球創業發展學院梁瑋倩，校內分機
7029。

球，她依然堅持要投進每一顆
球。

▲

【記者莊旻嬑淡水校園報導】彰化縣校友會
和台北市校友會，為獎勵績優學生，因此提供
獎學金申請。彰化校友會提供5個名額，每位
可獲得6千元獎學金，只要設籍在彰化縣市的
學生皆可申請，截止日以郵戳為憑至9月30日
（週五）止。台北市校友會則設有成績優秀、
清寒助學、熱心服務、陽光傷友及同心等獎
助學金項目。各項獎學金均有不同的申請手
續，詳細申請辦法及申請表格，有興趣的同學
請逕自校友處網站（http://www.fl.tku.edu.tw/
news-summary.asp）查詢。

女籃小超人 羅一心

康人物

蘭陽

為加強本校同學英語實力，進一
步達到能以英文書寫論文為目標，
由成人教育部英語中心主辦「英語
實力增強班」，報名至14日止，授
課對象為大四及研究生，為期6週
的課程，以小班教學和全英語授課
方式進行，並以閱讀文本為主軸，
針對同學能力， 選取適當教材。
本次開班包括基礎英文、初級英文
進階英文、情境式英語會話班及英
文寫作等課程。詳情請上成人教育
部網站（http://www.dce.tku.edu.
tw/index.jsp）查詢。（莊旻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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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更進一步學
習如何寫程式。」
平常對機器人
「呵護備至」的胡
越陽，今年7月也
真正當了父親，
升格為父親的他，
對未來規劃有了
新的調整，原本是
希望能到國外的
頂尖大學繼續研發
機器人，「但是現
在有了女兒反而放
不下」，所以現在
的目標改以在國內
研究機器人為主，
但妻子卻是支持胡
越陽出國的理想，
重視家人的他說：
「就算要出國，也要全家在一起。」
從大學到現在，因為機器人的陪伴，讓他能
朝著明確的目標前進，「如果沒有機器人的
話，我可能就不會埋首在這些研究中，也不
會出國比賽，打開我的視野。」現在的他，
因為女兒的出生，反而有了全新的想法，
「我想設計出更像『人』的機器人，而且可
以幫忙照顧女兒的幫傭機器人，讓人類的生

胡越陽與機器人小黑，譜出「人機奇緣」
的特殊緣份。（攝影／羅廣群）
活能夠更加美好。」胡越陽的身邊除了擁有
親愛的家人，還有特殊緣份的機器人，這些
「人」都不會離開，都以不同的面貌，守護
著他，依賴著他，進而豐富他的生命。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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