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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Review
書名：《羅輯思維：中國為什麼有前途》
作者：羅振宇
出版社：遠見天下文化
ISBN：978-986-479-096-8
（攝影／陸 瑩）

中國為什麼有前途？
導讀／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
臺灣的談話節目，佔據了多數晚間電視
觀眾的眼光。小小現場擠滿5、6個名嘴，
外加兩個主持人，七嘴八舌地在一小時
中，天南地北無所不談。言詞辛辣、聳動
是名嘴的必要條件。電視臺只在意收視
率，至於節目是否有助民眾長知識、得真
相、凝聚解決問題的共識，則無人聞問。
比臺灣先進的美國，被臺灣鄙夷的大陸，
都沒有這種節目。
你只要在網路上搜尋《羅輯思維》（不
是邏輯思維），就會看到「羅胖子」的知
識型脫口秀。貌不驚人的大陸青年羅振
宇，沒用道具，單一場景，一人從頭講到
尾。把他讀過的好書、好文章、新觀念，
介紹給觀眾。談論主題從經濟學理、商業
模式、國際政經，到歷史問題、人物品
評，多樣而有趣。（但每集只講一主題。）
按臺灣標準來看，此節目只能孤芳自
賞。但《羅輯思維》每一集平均播放近300
萬次，其微信公眾號擁有650萬用戶。本書
就是《羅輯思維》探討中國發展前途一系
列節目的紙本，在大陸成為暢銷書，現又
被引進臺灣。對照於臺灣膚淺、蒼白、理
盲的傳播世界，對岸讀者的求知欲和年輕
創業者的活力與創意，難道不是「中國有
前途」的一項旁證？
本書認為大陸經濟仍有巨大發展潛能的
因素是：一、產權逐步落實；二、市場逐
步自由；三、國家逐步開放。上述每項發
展，都是促使大陸經濟成長的藥引。30年
來，大陸確實照這方向發展，今後也不致
改變此方向。在這些面向還沒走到盡頭之
前，大陸經濟順勢成長乃是邏輯的必然。
何況規模經濟還是中國另有的一項優勢。
大陸幅員遼闊，各地發展程度差異很
大。沿海許多地區的進步雖超過臺灣，但
內陸仍有大片落後地區。在對岸，隨便一
找就有2,300萬人比臺灣人更貧窮、更落
後；隨便一找也有2,300萬人比臺灣人更富
裕、更優秀。《羅輯思維》的成功，提醒
我們應該多看看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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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謚 鑽研影像處理
實現視覺追蹤

本校資訊工程學系校友陳世安，同時
是第28屆金鷹獎得主，現為叡揚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副總，其公司在陳世安帶領
下，榮獲第五屆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
績優創新企業獎。
經濟部技術處公布，具有產業創新領航
指標意義的「國家產業創新獎」，本屆吸
引全國產、學、研界共251件報名參選，
歷經嚴謹評選作業，共計38件獲獎。獲獎
者其共通點在經營理念或商業模式上，致
力於跨越藩籬，建構軟硬體整合及服務模
式之實力。經濟部將於2月下旬舉辦頒獎
典禮，公開表揚得獎者。（資料來源／校
服暨資發處）

智慧財產權Q & A
◎主題：著作權，試試看您能答對幾題：
1.（ ）原則上，著作權的侵害屬於「告
訴乃論」罪，所以發生侵害時，著作權人
可以自己決定到底要不要對侵權之人進行
刑事告訴。
2.（ ）當著作人死亡後，我們可以立刻
將他的小說隨意改拍為電影。
答案：1.（○）、2.（X）
說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是著作人的
生存期間加上其死後50年，在著作財產權
存續期間，將他人的小說隨意改拍為電
影，會侵害著作財產權人的「改作權」。
■ 編者按：
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另與
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學
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E-Mail：
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
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
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校
和學生之間溝通。

學歷／雲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學士、雲林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碩士、國立交通大學電機與控制工
程博士
經歷／比利時魯汶大學機械工程系研究員、本校電
機工程學系助理教授、中山科學研究院第二
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華碩電腦高級工程師、
華碩電腦軟體研發工程師

■ 文／張少琪、攝影／朱樂然
研究緣起
「研究所對我影響非常大！」電機系副教授
蔡奇謚形容自己第一次接觸到電腦視覺領域的
衝擊感受，自此，他便與影像處理、電腦視覺
結下不解之緣，也開啟相關研究之路。畢業
後，蔡奇謚曾到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軟
體研發工程師、高級工程師，主要負責色彩工
程和研究影像處理技術。直到他來到淡江、投
入教學與研究領域，依然與華碩電腦保持合作
關係，協助開發新的影像增強演算法。
去年5月，蔡奇謚攜手女媧創造股份有限公
司，更是設計出一套視覺追蹤演算法，成功運
用在高爾夫球車上。投注心力在學術工作之
餘，亦不忘公開分享成果的蔡奇謚說：「每回
有研究成果發表在專業的期刊論文上，都是鼓
勵、肯定我持續在這領域深耕的動力！」
研究領域
蔡奇謚研究電機領域逾10年，鑽研影像處
理、彩色影像增強處理、移動式機器人之視覺
追蹤控制、視覺伺服及電腦視覺等領域，目
前主要研究「影像增強處理」與「強健視覺追
蹤」。他說明，影像增強處理屬於影像處理領
域，強健視覺追蹤偏向歸類在電腦視覺領域，
且視覺追蹤在電腦視覺領域中，是一項很重要
的基礎功能，可以單純鎖定目標物的位置，然
後進行多變化應用，例如辨識功能、追蹤控
制、記錄及統計移動軌跡等，蔡奇謚提示，
「強健視覺追蹤的應用難度又高於一般視覺追
蹤，因為得要克服環境限制，以及目標物本身
的變化。」
「影像的動態範圍壓縮方法與影像處理裝置」
研發成果技轉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蔡奇謚與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影像的動態範圍壓縮方法與影像處理裝
置」計畫，不但完成研發軟體演算法，並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發表了一
篇影像增強處理的論文，內容則是他技轉給華
碩電腦的相關演算法。此成就更讓他於104學
年度榮獲本校專任教師研究（研發成果授權或
移轉）獎勵，研發成果更是申請到中華民國專
利，產出表現相當亮眼。
蔡奇謚說，與華碩電腦商談影像增強演算
法，技術合作過程非常順利，授權將在今年6
月結束。因為對方皆是具有實務經驗的工程
師，所以合作期間只需要專心研發演算法，然
後再附上說明運用方式，他們便知道如何應用
在華碩產品上。他指出，這項影像增強的演

算法適用於人臉辨識，除了能有效
提升準確度，華碩電腦更可以運用
在產品的解鎖功能。蔡奇謚感謝地
說：「儘管在合作沒有技術上的問
題，但與對方洽談合約的過程相當
繁瑣，全靠本校研發處的前任經理
王竣騰的耐心溝通，才有辦法完成
合約的簽訂。」
除了人臉辨識，他提到該項演算
法也曾應用在上銀機器手比賽的
「眼明手快」、「智慧裝配」項目
中，對於輸入影像能有效強化及提高物體辨識
率。之前，也與電機系助理教授李世安合作，
將演算法移植到FPGA硬體平臺，強化顯示器
的顯示效果，未來可攜手製作螢幕顯示面板或
投影機的廠商，應用在顯示設備上。
攜手女媧創造公司合作 研發強健型視覺追蹤方法
在研究過程中，他坦言，其實多數時刻會
遇到很多應用層面的問題，例如近期和女媧
創造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研發的視覺追蹤演算
法。去年5月，順利設計出一套高爾夫球車跟
隨人移動的演算法，雖然演算法放在影片測
試時，追蹤效果都很理想，但演算法移到安
卓（Android）平臺後，實際追蹤的結果卻不
如預期。蔡奇謚說明，效果不佳的原因在於，
「攝影機接收的畫面會隨著環境而改變，包括
取樣速度和畫面曝光度及色調等因素影響，無
法像影片中的畫面那麼平穩、固定。」
最後，他花了半年時間，才解決這項問題。
他說，任何理論基礎皆需要經過實務操作，才
能發揮應用和佐證效益。與女媧創造合作時，
實作發現到很多問題亟待技術解決，「在進行
電腦測試時，可以利用很多硬體資源加快演算
法的運算速度，但在手機平臺的運算資源，卻
十分有限，也大幅降低影像處理的能力。」
因此，他著手進行程式開發，花費很多時
間、精力在調整演算法的速度，讓視覺追蹤在
沒有強大的中央處理器（CPU）和圖形處理器
（GPU）硬體支援下，仍可以維持正常的運
算速度。而與女媧創造合作的視覺追蹤演算法
亦在去年12月結束，未來會應用在高爾夫球車
上，讓車子自動追蹤人的腳步而移動，盼取代
球僮背著球桿的角色。
研究展望
「在研究過程中，永遠有各式各樣的問題等
著我們去解決。」蔡奇謚明白指出，現在正積
極研究「物體消失在影像畫面中，又該如何

打造研發基地 盼助業界創新

校友動態
◎叡揚資訊獲第五屆經濟部國家產業創新獎

Profile

在我念學士班時，
對數位訊號處理相當
感興趣，當年專題也是研究數位濾波器
議題；進入研究所，第一次接觸到電腦
視覺，進而踏上研究影像處理之路。正
因對影像、視覺有著濃厚興趣，就讀博
士班期間更是致力於開發應用，利用影
像感測器結合輪式機器人，自此展開一
系列視覺追蹤控制設計的研究。
在華碩電腦任職軟體研究工程師、高
級工程師，持續鑽研影像處理，之後也
曾到中山科學院擔任助理研究員。2010
年，輾轉來到淡江，開啟教學生涯新頁
的同時，仍不忘與實務界保持聯繫，
與華碩電腦洽談開發新的影像增強演算
法，真正的合作是於2012年起展開，我
除了負責程式開發，更要教導華碩電腦
的工程師們演算法及程式使用方法。儘
管技術合作十分順利，洽談過程卻非常
繁瑣，感謝本校研發處的前任經理王竣
騰耐心地溝通，始得促成此次合作。
其實，在鑽研電機和控制相關領域，
認識和接觸不少合作對象及計畫案。
例如，曾在交大研究認識了女媧創造股
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吳立偉，他研究嵌入
式系統，雖然與我研究的視覺伺服領域
不同，但正因如此，雙方才有了合作契
機，我設計出一套視覺追蹤演算法，在

去年5月進一步合作，應用在高爾夫球
車上，演算法使車子能夠跟隨人類腳步
而移動，期待未來能有效取代或減少球
僮的工作負擔。
從事教學與研究工作，我發現到理論
設計與實務操控之間，總是存在著一段
落差，舉凡像是硬體規格、現場環境的
不穩定因素，皆使演算法的表現不如預
期，得不斷地來回實驗、修正程式，且
為讓演算法發揮效益，我也曾帶著研究
生花費近半年的時間，歷經反覆測試，
最後成功改良了追蹤效果及運算速度，
真的很有成就感。
除了帶著學生一同成長、精進專業，
我也常要求他們設計的軟體程式必須以
物件為導向，這也是為了讓他們提早接
觸到系統設計的運作模式，以及了解實
務運作的困難點，盼他們未來在業界工
作能更快進入狀況。
我想，未來延續初衷，除了加深研究
深度之外，搭配校外合作計畫，把經驗
傳承給學生，也與後輩交換設計想法，
是最令我滿足的事！

全民英檢秘笈

9. 紅包
10. 壓歲錢
11. 感激的
12. 火雞
13. 土耳其

一、重要字彙
1. 感恩節
2. 聖誕夜
3. 元旦
4. 春節
5. 耶誕樹
6. 耶誕禮物
7. 耶誕紅
8. 耶誕卡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Thanksgiving
Christmas Eve
New Year
Chinese New Year
Christmas tree
Christmas present
poinsettia
Christmas card

red envelope
lucky money
grateful
turkey（大寫譯為「土耳其」）
Turkey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朗讀三遍
1. 我們所看到的耶誕紅的「花」，其實是紅色的葉
子。
The“flowers”that we see on _______ are _______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研究聚焦
英文期刊論文

持續追蹤的技術。」展望未來，他笑說，會持
續在視覺追蹤的領域耕耘，例如機器人足球賽
（Robot Cup）中，需要使用視覺追蹤功能，
使機器人在賽場上更容易偵測和控制球體；一
般家用人工智能機器人也需要互動、監控環境
等視覺演算技術。蔡奇謚相信，透過程式設
計、優化效能等實務課程，有助於培養學生更
堅強的職場競爭力，且今後在電機研究的道路
上，仍會攜手校外單位，期待開發更具創新科
技的關鍵技術。

合作單位回饋
華碩電腦軟體研發部專業主任鄭義錡
初進華碩電腦，旋即投入與蔡老師的「影像
的動態範圍壓縮方法與影像處理裝置」合作
案。在蒐集和研讀資料的過程中，難免遇到看
不懂學術論文，或是在實作、應用上難以突
破，幸好有此項產學合作案，蔡老師積極分享
影像處理和濾波器運算技術，成為本公司累積
研發能量的推手，也期待借重他在電腦視覺的
專業與資源，盼實現更多新穎科技的誕生。

1.Tsai, Chi-Yi（2016）。〈Graphics
processing unit-accelerated multi-resolution
exhaustive search algorithm for real-time
keypoint descriptor matching in highdimensional spaces〉，《IET Computer
Vision》，10(3)：212-219。
2 .T s a i, Ch i-Yi（2 01 5 ）。〈L o w -c o s t
and high-speed hardware implementation
of contrast-preserving image dynamic
range compression for full-HD video
enhancement〉，《Image Processing》，
9(8)：605-614。
3.Tsai, Chi-Yi（2015）。〈A Hybrid
Switched Reactive-Based Visual Servo Control
of 5-DOF Robot Manipulators for Pickand-Place Tasks〉，《IEEE SYSTEMS
JOURNAL》，9(1)：119-130。
更多學術研究內容，請見本校教師歷程
系統（網址：http://teacher.tku.edu.tw/），以
「蔡奇謚」查詢。

張淑芬談 TOEIC 新制趨勢
美國ETS官網於2015年公布新制的多益
（TOEIC）英語測驗，並於2016年5月起，亞洲
由日本、韓國率先實施。雖然臺灣尚未有明確
的改制時程，但預估最快在下半年，將列入適
用新制測驗範圍。目前，多益作為本校英檢畢
業門檻之一，也是各大企業徵才條件之一，且
效期僅兩年，此次改制測驗對學生影響不容小
覷。英文系於上月27日邀請到英文系助理教授
張淑芬，在驚聲國際會議廳開設英檢工作坊，
傳授多益測驗趨勢及應考準備方向，本報摘錄
精華以饗讀者。
張淑芬開宗明義地說明變革之處，聽力測驗
單元的「看圖辨義」、「回答問題」題數調
降，但「簡短對話」題數增加，同時加入第三
人對話；雖然「簡短獨白」題數不變，卻加入
圖表，考驗邊聽邊看的能力。閱讀測驗單元的
「單句填空」題數調降；「短文填空」題數增
加，同時新增「填入適合句子」的題型；「單
／雙篇閱讀」題數皆增加，雙篇閱讀首次變成
「多篇閱讀」，不僅考驗前後原文的理解程
度，更是挑戰大家的答題速度。她直言，「新
制題型轉變甚大，應考人除了要突破『寫不
完』的困境，更要針對新題型找出適切的『答
題策略』，才能培養堅強的英文實力。」
張淑芬解構TOEIC題型、答題策略及應考準
備方向，分述如下：聽力測驗「看圖辨義」，
題型包含人物和景物照，答題技巧不外乎是觀
察主角動作、職業及性別，景物照則是需要揣
摩其意，或是找出關鍵的英文形容詞。她提
示，照片題考驗「現在簡單式」、「現在進行
式」、「現在完成式」3種動詞時態的表達，
應試者熟稔時態變化也較容易作出正確判斷。
另要留意同音異義、相近音等詞彙，例如：
wait（等待）和weight（重量）、under（下
面）和on the（上面）。
聽力測驗「回答問題」，題型包含疑問詞開
始的問句（5W1H）、是非問句及直述句。相
對較有難度的考題是直述句，因為必須聽完
整句原意才能回答。是非問句的答題技巧在
於，答案不一定在是或否，須留意動詞有無一
致。疑問句what開頭時，須留意介系詞，例如
about是提「建議」，for是問「理由」，like是
形容「狀況」。疑問句why開頭時，答案通常
為because、to或for。疑問句首為how時，主要
詢問狀態或方法。

聽力測驗「簡短對
話、獨白」，為貼近
工作場合，考題加入
第三人對談及圖表，
考驗應考人的專注力
及理解速度。「簡短獨白」仍以個人獨白為
主，例如廣播節目裡的新聞報導、氣象報告及
廣告，或是公共場所的廣播等情境，配合「主
旨」、「細節」及「推論情境」3種提問。答
題除了要留意「英、美、澳、加」四大口音，
更要善用歸納法、刪除法、直覺法等技巧。她
進一步分析，「主旨線索多在原文前半段，細
節需確認關鍵字、再找線索，推論情境線索則
是多在原文後半段。即便是在聽力測驗過程
中，沒有掌握到所有細節，也千萬不要猶豫，
繼續答題下去，畢竟答錯不會倒扣分數。」
閱讀測驗「單句填空」，主要測驗介系詞、
動詞變化及名詞子句變化等，準備方向除了熟
悉文法，字彙也要加強「字首、字根及字尾知
識」、「依主題背誦單字」、「同義字與反義
字」等主題。閱讀測驗「短文填空」，有商業
書信、電子郵件及報章雜誌等文章，新制考題
加入即時通訊的內容，且題型變更為「插入句
子」，須從4句挑出適合的句子加入文中。張
淑芬說：「此大題主要考驗是否熟悉商業書信
用法、文章原意，以及能否從字彙、時態找到
一個清晰的邏輯。」
最後，「單／雙篇閱讀」內容十分廣泛，且
題型升級至多篇文章，更是挑戰大家能否接收
多面向的訊息，進而找到相互參照的答案。她
說，「無論文章多寡，不可或缺的閱讀技巧是
掃描和瀏覽。掃描是閱讀首段和最末段，若時
間允許，也可閱讀每段首句；瀏覽則是先看題
目、再回到原文中找答案。」另外，標題、圖
片、粗體字、文字方塊等，皆是答題參考的依
據來源。
考量學習不受限，張淑芬推薦教育部「高中
學科資訊科技融入教學資訊網」、免費線上
字典Cambridge、Oxford，皆提供歸類單字、
結合相關片語等說明；「Dictionary.com」囊
括各種英文俚語，以及具有複習和社群功能的
「Quizlet」等學習資源。她鼓勵同學，學英文
好比播灑種子，無法一蹴可幾，需要長期培
養、自學及持續互動，期待大家皆有所精進。
（整理／陳昶育）

red leaves.
2.感恩節我們向我們的感激的人致謝。
On _______ we give _______ to those who we feel
_______.
3.西方人在感恩節吃火雞。
_______ eat turkey on _______.
4.元旦時，我們說：「新年快樂！」過年時，我們
說：「恭喜、恭喜！」
We say “Happy New year!” on the first day and
“Happy Chinese New Year!” of the year, on the
_______ New Year.

5.小孩子過年時等著紅包。
Children expect to get “_______ _______” on the
Chinese New Year.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三、答案
1. poinsettia、actually
2. Thanksgiving、thanks、grateful
3. Westerness、turkey、Thanksgiving
4. Chinese
5. red envelop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