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校榮獲友善校園獎 為唯一獲獎大學 

　【記者李亞庭、蘇靖雅淡水校園報
導】據100至102學年度的3年校務發展計
畫，特色計畫的發展為本校推動的亮點
之一，其中研究特色計畫最後一年的重
點將是挹注資源打造頂尖研究中心，目
前挹注的對象是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
心。校長張家宜指示，規劃獎學金來獎
勵碩博士研究生，將優秀的碩博士研究
生留在學校，專心研發機器人。
　學術副校長虞國興表示：「智慧自動
化與機器人中心向來都以有限的資源及
師資勇闖國外屢獲佳績，且該技術整合
了工學院的各項長才，除了將帶起整個

學院的投入，更是得以藉此激發淡江各
學院投入該領域的研究動機，再者，機
器人是國家未來科技發展的重大方向，
因此擇定該中心為拔尖及挹注的對象，
企盼能助該中心一臂之力，以期抱回更
多榮耀照亮淡江。」
  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主任翁慶昌指
出：「學校的支持，可使設備上更加精
進，未來將加強國際交流。」他談到，
今年暑假首度帶學生赴新加坡南洋理工
學院交流實習，進行機器人的深度研
究，並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對於中心
補助的經費運用，翁慶昌談到，預計330

萬會挹注在研發設備上，使其應
用範圍更廣；由於學校十分重視

國際交流，也將有100萬元，投入國際研
究合作。
　打造頂尖研究中心是本校推行的重
點，因此對於所挹注的經費，虞國興特
別表示：「今年由於經費不足，先投入
700萬元，明年起遵照校長指示，將每年
至少挹注一千萬元。」

  【記者莊靜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9日榮獲教育部「102
年度友善校園獎」，是入選「卓越學校」中唯一的大專校
院；而學務處專員陳瑞娥亦獲得傑出學務人員獎，本校同
時獲得2個獎項，肯定本校學生事務推動與輔導工作，而
校長張家宜、學務長柯志恩、陳瑞娥與學務處同仁出席受
獎。張校長對於本校能獲此2獎項深感欣慰並感謝教育部
肯定。柯志恩轉述教育部長蔣偉寧頒獎時亦稱讚本校能連
獲2個獎相當不容易。
  

友善校園的主要內涵是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推動，如
性別平等教育、生涯輔導、人權法治教育、品德教育、公
民教育實踐，以及強化學生輔導等，而卓越學校獎是由薦
送單位所薦送績優學校中，以百分之十比例評選出推動學
輔工作績優者。柯志恩指出，本校學務工作基礎厚實，曾
獲「97年度友善校園獎績優學校」；而今年度的獎項也是
卓越表現，獲獎關鍵應是在輔導、品德、生命教育和服務
學習上持續創新與深化，如品格夜店活動、服務學習與專

業課程結合，推行深化
專 業 知 能 服 務 學 習 方

案，將專業理論應用於服務方案，以深化服務學習內
涵，並強化學生與學輔工作人員的溝通與密切性。柯
志恩說：「關懷和輔導學生是以學生的需求出發，只
要學務空間改善，人員態度改善，友善校園自然會出
現。」
  而傑出學務輔導人員獎則是由各單位推薦優秀學務
輔導人員後，評選出前百分之五之學校從事學務輔導
者。獲得傑出學務人員獎的陳瑞娥，擔任學生事務
與輔導工作逾21年，在推動品德教育、服務學習、原住民
學生輔導上表現傑出，且加強與原住民學生的溝通以呈現

原住民文化傳承。陳瑞娥謙虛地說：「學務工作是團隊工
作，大家在工作崗位互相合作，因此這獎項的榮耀歸屬於
大家。」

　【記者林佳彣淡水校園報導】航太系教授陳增源
率領其學生團隊：機電系博四廖翊廷、航太所校友
劉家綸及航太碩二陳彥佑，以作品「應用於阻力型
垂直軸式風力發電機之漩渦流集風罩」參加「2013
東元科技創意競賽<Green Tech>」主競賽，且於95
支隊伍中脫穎而出，進入上月27日決賽。最終以其
高度創新性及產業應用性的優勢，從12支晉級隊伍

中，深得評審委員及東元電機公司董事長劉兆凱之
讚賞，擊敗臺大、清大、交大等各校好手，榮獲此
次競賽季軍，並獲頒獎狀、獎座及獎金15萬元。
　致力於綠色能源之風力發電、燃料電池及氫能研
究的陳增源表示，該團隊在航太系再生能源實驗
室，投入半年的時間，結合理論與實務層面，將有
助於都會區風力發電的使用，以提升其發電量。

  【記者高嘉甫淡水校園報導】102學年大學部、研究所新生開學典禮暨入學講習於12、13日在
淡水校園與蘭陽校園舉行。淡水校園的典禮開始之前，由校長張家宜率領學術副校長虞國興、
行政副校長高柏園、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和各行政、教學單位主管，依循傳統帶領新鮮人7千
餘人登上132階的克難坡。電機一陳盈璇說：「爬克難坡不會很困難，而且這個傳統還滿有特
色的。」中文一高僑杏奈則表示，實在是很熱且有點累，但是這項爬坡運動很有意義。中文一
大友由紗指出，爬克難坡是一個很有趣的體驗。（文轉四版，攝影／吳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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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主管專訪與介紹

再戰體育績優榮譽 淡江台大並列得獎 

航太機電師生 東元科技創意賽得獎

　【記者蔡佳芸淡水校園報導】榮退同仁歡
送茶會於6月18日舉行，校長張家宜、員工福
利委員會主任委員宛同等近百位師生與行政
單位同仁皆到場表達真摯的祝福。張校長感
謝歷史系教授周宗賢、資訊與圖書館系講師
馬少娟、數學學系教授胡守仁、水資源及環
境工程學系副教授林意楨、產業經濟系教授
麥朝成、企業管理系教授劉燦樑、企業管理
系副教授潘志偉、英文學系副教授杜德倫、
覺生紀念圖書館專門委員鄭麗敏及資訊處作
業管理組編纂蔡春枝等10位同仁的付出與貢
獻。在淡江任教46年的周宗賢表示，對於淡
江大學的熱愛是一輩子都不會改變的！

  【本報訊】2013年7月的世界大學網路排
名最新名次於上月2日揭曉。本校全球排名
第733名，亞洲第165名，全國第16名。在
「Presence」指標中，本校由40名提高到27
名、「Openness」指標由254名躍升至41名。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於每年1與7月更新一次。
本校在「Presence」和「Openness」的排序
上均有提升，尤其是2008至2012年間所發表
之學術研究文件的「Openness」從254名躍

升至41名，顯示本校學術出版獲得成效；但
在「Impact」指標和「Excellence」指標的排
名則退步，「Impact」由777名退至984名；
「Excellence」由946名退至985名。品保處
已就本校排名表現完成分析報告，目前陳核
中，未來將請相關單位依四項指標再作深入
探討，以提升本校排名。（資料來源：http://
www.webometrics.info/en/Asia/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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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楊宜君淡水校園報導】本校於9日體
育節，二度獲頒102年度教育部獎勵學校體育
績優獎，由校長張家宜親自率領一級主管、
體育長蕭淑芬及體育處同仁們前往領獎，由
副總統吳敦義親自頒獎。張校長感謝教育部
對本校體育教學的肯定，並表示本校的體育
課程豐富多元，尤其是3年體育課程必修的安

排、建立游泳合格標準等，讓學生享受運動
樂趣並學習運動技能，「這次能獲得這項殊
榮且與臺大並列全國體育績優學校，是體育
處同仁和教師們長期推動的成果。」未來將
持續推廣體育活動，提高師生參與。
   蕭淑芬表示，在本次評比中的突出亮點，
是將體適能融入課程規劃，讓學生得以從中

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還有大一的8週游泳教
學也備受教育部肯定及鼓勵；另外，在場館
建置及規劃上讓學生可以自由地在課餘時間
多加利用；而推出的《淡江體育》期刊進行
數位典藏合作；在體育賽事上，積極進行校
際體育賽事交流，彼此切磋體育知識。

挹注重金7百萬打造頂尖研究中心 
首推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心

　【記者鄭文媛、辜虹嘉淡水校園報導】新學年
度開始，人力資源處陸續舉辦「新任系所主管研
習會」、「新進職員教育訓練」及「新聘教師座
談會」，期許新同仁能夠很快融入淡江大家庭。
　「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於上月7、8日在蘭陽
校園強邦國際會議廳及礁溪長榮鳳凰酒店會議廳
舉行。由學術副校長虞國興主持，虞國興致詞時
首先歡迎新任系所主管加入行政團隊，並勉勵務
必遵照校長於單位主管交接典禮的3項指示，第
一：注重效率，行動要快；第二是安排校外參訪
進行標竿學習，了解本校的優缺點；第三點要有

創新觀念及做法。虞國興進一步表示，新任主管
是學校新一代的中間份子，在面臨衝擊時相信大
家都可以克服困難，日後回想在過程中所承受
的壓力與無奈，將會是一段豐富的人生及甜美
的回憶。張家宜全程參與第1天的議程，並致贈
Stephen Covey所寫的《第3選擇：解決人生所有
難題的關鍵思維》一書給與會同仁。
  在「新聘教師座談會」，張校長鼓勵新聘教師
除了研究之外，應儘可能「一人一運動」。同時
也開心的向大家分享本校榮獲教育部友善校園卓
越獎及體育績優獎的最新消息。

新任主管教職員研習 管理增能效率up

世界大學網路排名揭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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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A大賽 本校機器人團隊抱3金1銀1銅
　【記者李亞庭淡水校園報導】電機系「智
慧型控制實驗室」機器人研發團隊再創佳
績！由電機系教授兼智慧自動化與機器人中
心主任翁慶昌、助理教授鄭吉泰與李世安率
領參加於上月24日至29日在馬來西亞所舉行之
「第18屆2013 FIRA世界盃機器人足球賽」。
本屆競賽依照機器人外觀尺寸、功能等差
異，分5大項賽事組別，共有12個國家超過50
支隊伍，並針對機器人動作的流暢性、穩定
性等進行為期一周的比賽。
　本校中型足球機器人團隊奪下「中型足球
機器人組」的「正規足球賽」冠軍，並在分
項挑戰賽中獲「移動避障挑戰賽」冠軍、
「視覺定位挑戰賽」亞軍及「技術公開挑戰
賽」季軍；另外，人形機器人團隊獲「人形
機器人組」籃球賽冠軍，總計獲得3金1銀1
銅，去年則獲5金3銀3銅。研發團隊在中型足

球機器人組已第9度奪下世界之冠。
　指導老師李世安表示：「今年採用新的影
像處理技術，讓機器人可自主建模，減少
電池電壓消耗，增強馬達運轉的穩定性，
但因設備上的調整與其他參數的設定，使表
現與去年有所差距，明年將製作新一代機器
人，在技術與設備上將有更大突
破。」
　中型足球機器人團隊隊長電機
系博士生何丞堯說明：「今年在
機器人的設備上有做更新，靠著
新研究完成的定位與避障系統，
在分項比賽中有不錯的成績。」
人形機器人團隊隊長電機系博士
生胡越陽指出：「今年在程式撰
寫上讓學弟妹有較多嘗試，未來
的機器人在人工調整方面會愈來

愈少，會朝智慧型方向進行。」
　今年總體比賽積分由加拿大奪冠，銘傳大
學拿下4金5銀，整體比賽積分輸給加拿大，拿
到全能賽銀牌。

校園新貌 安全走廊照亮你的夜

　【記者辜虹嘉淡水校園報導】暑假過
後，淡水校園多處改建，除新設置校園安
全走廊夜間照明，還有商管大樓新風貌。

張校長與教部次長黃碧端 領大學校長團訪美
　【本報訊】校長張家宜在上月以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長身分，與教
育部政務次長黃碧端共同率領由國內多所公
私立大學校長與教授組成的代表團到美國訪
問，促進國內大學與美國大學的合作，此行
成果豐碩，於上月23日在「第一屆台灣與馬

里蘭高等教育會議」，代表高教合作基金會
和馬里蘭州私立大學院校協會簽署合作備忘
錄。而於上月26日則在「第五屆台灣與佛羅里
達高等教育會議」以「台灣高等教育國際化
合作策略」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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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外包創新 資工系對岸抱回一等獎
 　【記者黃怡玲淡水校園報導】資工系教授張志勇指導研究
生團隊「TKU_WMNL」，代表臺灣於上月21日參加在江蘇
無錫舉辦的「2013年第四屆中國大學生服務外包創新應用大
賽」，在決賽120組中獲B類組「一等獎」。
　該系博五陳正昌、校友鄧振亞、碩二陳偉航、碩二簡于
倫、碩二廖英僑共同合作的參賽作品「智慧家庭之中央控制
系統」結合軟、硬體的開發及設計，打造智慧家庭之中央控
制系統。張志勇表示，「作品融合市場性、實用性、創意性
是此次競賽致勝的關鍵。」

　【記者辜虹嘉淡水校園報導】國際處首度前
往偏鄉服務，並和國際大使團及外籍生聯誼會
組成的服務小老師團隊，於上月5日至9日在新
北市萬里國中舉辦暑期「英語FUN一夏」英
語夏令營，設計多元且生活化的英語課程。服
務人員除了本地學生外，還有8位來自宏都拉
斯、尼加拉瓜等國家的境外生。國際長李佩華
表示，希望透過此活動，讓本校在地生和外籍
生加深對彼此的了解，並讓國中生對英語產生
興趣。萬里國中學生高丞峻分享他的收穫與感
謝，並說：「老師請你們明年一定要再來，我
願意留級！」

外籍生教英語 國中生fun一夏

環保分級價 今上路
　【本報訊】今天起只要帶環保
餐具（杯）消費，即可有價格優
惠，只要在美食廣場、滴咖啡、
古今中外、小小麥、月亮咬一
口、海音咖啡館等地，內用可享
2至3元優惠，自備餐具可折2至8
元。總務處表示，希望以「愈環
保愈便宜」概念鼓勵師生養成自
備餐具的習慣，另外還準備環保
餐具送給大一新生，即日起至18
日止，中午11:30~13:00於美食廣
場入口領取，數量有限，發完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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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千餘新生初登克難坡

　安全走廊夜間照明，動線有克難坡沿驚
聲路至女宿及指南客運經體育館、商館接
驚聲路共二條，設有緊急求救系統及緊急
按鈕，按下按鈕即可錄音、錄影，並連線
至警衛系統。商管大樓在3樓入口處翻新
櫃檯、報櫃、樓層指標及增添電梯動線規
劃等。多處牆面也重新粉刷，並更新休閒
椅子、投影幕及部份節能燈具。B712和
B713教室設備更新為演講廳等級，4至6
樓前棟廁所全面改成女廁。
  英文四陳思穎直呼：「商管大樓變得更
新穎了！若中間有空堂還可以在電梯前的
桌椅讀書，感覺很方便，學校新增添夜
間照明會覺得更安心。」校園其他空間變
動，下週將作後續報導。

　「新進職員教育訓練」於6日舉行，共45人參
加。由教務長葛煥昭主持，他提及少子化未來會
衝擊到大學，未來應朝永續經營的目標而努力。
行政業務上強調應做到好的服務品質、高效率、
具備專業水平、做事細心謹慎。

 陳瑞娥獲學務人員獎  教長頒獎稱許2獎不易 

　FIRA世界機器人大賽，電機系機器人團
隊獲3金1銀1銅。（圖／電機系提供）

　教育部部長蔣偉寧頒發友善校園獎給本校，張校長與學
務處同仁上台受獎合影。（圖／學務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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