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張品濂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同學
參與國際攝影展大放異彩！大傳四李昱賢參
加「2021新光三越國際攝影大賽」以《紅與大
花》獲得優選；大傳四張懿文及畢業系友翁睿
坤也各自以《庄腳所在》及《北漂之後》，從
58件作品中得到「2020台北國際攝影節台灣攝
影之星」評審青睞，皆獲得優選佳績。

　李昱賢的優選作品《紅與大花》將於2021年
2月至4月於新光三越北、中、南巡迴展出；他
談及命名緣由：「靈感是出自在傳統市場拍攝
過程，環境、攤販或逛市場的人都能發現大量
紅色和花樣，充斥在仍留著血的生食、帆布、
水桶和招牌等等，呈現熱鬧和熱情的感覺。」
　而張懿文與翁睿坤於12月5日則在中正紀念
堂攝影展開幕當日，接受頒獎並於12月5日至
13日展出入選作品。大賽策展人鄧博仁表示，
以往攝影節多以藝術取向作品獲選，但今年張
懿文的《庄腳所在》呈現紀實類的創作型態，
實際走訪苗栗通宵，想將鄉村實際生活型態呈
現給閱覽大眾，深獲評審肯定。
　翁睿坤表示：「人可以用不同語言去描述自
己的故事，文字記者用文字、攝影記者運用圖
片故事、影音記者運用動態影像，希望大眾能
理解拍照不是只有按快門那麽簡單的事。」

　【記者劉江專訪】六年之內，從職場小白晉
升 Studio A 總經理；之後十年，調換跑道，
成為宏達電台灣區總經理。教育資料科學學系
（現資圖系）校友陳柏諭，被業界譽為「臺灣
最年輕手機品牌總經理」。可他卻謙虛幽默地
表示：「都是誤打誤撞。」相比已經取得的成
績，陳柏諭更在意未來三年乃至十年要如何帶
領公司發展：「做決定是很難的一件事情，但
是不要害怕遇到挫折失敗，要去思考怎麼解決
問題，學會預設未來會有什麼問題！」
　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虛擬實境、
遠距溝通成為多方關注的焦點。10 月 HTC 推
出了 VIVE XR Suite 虛擬解決方案套裝，涵蓋
工作、社交、休閒活動等領域的 VR 服務。陳
柏諭介紹這並非因應疫情而為，「HTC 好幾
年前就開始佈局 VR，疫情凸顯了重要性。」
正因預見 VR 會成為未來的新常態，所以陳柏
諭及同仁們才會大力發展。在他看來，VR 除
了提供 360 度的視訊，更重要的是可以激發前
所未有的想像力。
發展 VR 技術　讓學習變得更有趣
　「以前上健康教育課都是看圖說故事，好一
點是模型。現在用 VR，老師可以帶學生鑽進
身體裡面，從各種角度去看心臟、大腦到底如
何構成。」生物學、天文學、化學等各個學科，
都可以藉助 VR 讓學生更有參與感，讓學習變

得更有趣。與此同時，VR 也幫助同仁共同協
作。「在 VR 世界，我們可以把做好的手機模
型直接放在虛擬會議室。哪個角度需要調整，
可以自由翻轉查看。等到亞洲 team 同仁下班
回家，歐洲 team 的進來，還可以看到之前討
論過的所有圖案、筆記和錄音檔。
挑戰跨界　研發不一定有專科背景
　陳柏諭表示，VR 在各行各業都有利基點，
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把需求、內容、硬體進行結
合。他鼓勵大家：「不要害怕跨界，好的銷售、
研發不一定都有專科的背景。」事實上，陳柏
諭自己也曾多次跨界，2000 年，陳柏諭找工作
看到蘋果公司在臺灣招聘業務工程師，毫不猶
豫投遞履歷。「因為 1999 年暑假去日本學習
語言，在語言學校第一次接觸蘋果電腦，發現
怎麼它的操作方式跟 Windows 不一樣？」日
本的經歷激起好奇心，在陳柏諭心裡埋下了一
顆種子，後來他順利進入蘋果公司，從 Apple 
問題解決顧問、通路經理，一直做到 Studio A 
總經理。
　陳柏諭進入宏達電，「以前蘋果告訴你怎麼
做、做什麼，現在是你有機會做想做的，就要
扛相對應的責任，這是最大的不同。」新環境
提供了陳柏諭大展拳腳的好機會，但也感到隨
之而來的壓力。他舉例，光是設計新手機顏
色，就可能需要不斷地測試調整。「賣得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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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教學特優教師

　社會變遷之快，面對如此浮動不定、變
幻莫測的未來，將如何掌握現今趨勢的變
遷？甫獲108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獎勵的未
來學研究所所長鄧建邦教授，樂觀認為未來
擁有更多的可能性，「當社會意見太過分
歧、具有太多不確定因素時，我們需要一個
共識，這就是未來學能貢獻的地方。」
　2004年他在德國取得博士學位後回臺至本
校任教，在教學上鄧建邦重視的是學生自我
思考的能力，他分享在「社會未來」課程
中，不再是傳統教學模式，他認為，現今
知識取得極為便利，來源可能是老師、書
本、網路等，「訓練學生以多元觀點去理解
現狀，能分析並提出觀點，我覺得是重要
的。」將所學內化為自己的能力，更是提升
學生就業競爭的必備技能之一。
　除了課堂討論，訓練學生多元思考，也要
求學生分組上臺報告，重視學生對報告的態
度和呈現方式，每堂下課召集下周報告的小
組討論，學生說明目前進度狀況，鄧建邦提
供修正建議與方向，以利報告完整。
　未來學是一門跨學科領域，他解釋，透過
專業方法與彙總並分析現今趨勢，以構築可
能的未來。「過去科技改變社會，現今是不
是能以設計改變社會？」這是鄧建邦的期
待，即將於110學年度成立的「教育與未來
設計系」，鄧建邦擔任籌備處主任，期在
社會、教育等場域培育專業設計人才，提供
學生更多元的職涯選擇，培育包括課程設計
師、策展人員、CSR（企業社會責任）企
劃人員與社會設計研究人員。除了理論授
課，亦重視學生實作經驗。
　鄧建邦說明，教學上已規劃大一至大四皆
有專題課程，強化學生美感教育，並著力於
培養未來思考、組織領導、學習設計、社
會設計四項核心能力，以應變未來趨勢的
走向。「我們以謹慎的心態迎接新系的誕
生」，他感謝眾人投入大量心力籌備相關工
作，其中更耗時4個月，邀請專業導演執導
共同製作一支招生宣傳短片，他表示目前進
展順利，將於12月底陸續上線。
　對於獲獎，鄧建邦感謝學校給予肯定，並
謙虛表示自己只是盡其所能。「當學生學習
上有收穫、在職場上有所成就，我們都會引
以為傲。」任其職，盡其責，鄧建邦做了最
好的模範。（文／鄭少玲）

訓練學生掌握多元觀點
未來學所教授鄧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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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
有成就感，賣得不好壓力很大。以前在蘋果，
賣得好不好那都是上面的決定。」
　為了更了解用戶對 HTC 的態度，陳柏諭養
成了每天早上看負評的習慣。「喜歡你的永遠
講好聽話給你聽，那你永遠看不到自己另外一
面。」在他眼裡，網友的評論涵括技術、業務、
行銷等各個層面，負評有助於改進 HTC 的產
品與服務。
　從資圖專業逐步跨界行銷，陳柏諭每一次轉
變跑道都勇往直前。他十分感謝淡江四年的培
養，認為大學的學習重要在於思維方式的培
養：「在蘋果有一個觀念是我給你需要的東西。
我就聯想到圖書館五律當中強調在適當的時間
給適當的人適當的資訊，它們其實是同一個概
念。」雖然現在工作和大學的專業相去甚遠，
但陳柏諭覺得當中很多道理都是觸類旁通。
參與社團　培養運作組織的能力
　大學時期，陳柏諭加入淡江合唱團，擔任男
高音。他不僅有機會到國家音樂廳表演，也鍛
鍊了解決問題的能力。「社團就是一個小社
會，經營社團和小型企業很相似。做活動你就
要企劃一些事情，要和同學一起合作。」陳柏
諭回憶有一年寒訓，要求大家五點半起床跳晨
操，結果導致練唱時團員精神不佳。第二年，
陳柏諭當幹部就提出取消晨操，讓大家有充足
的睡眠。「後來我問了幾位學長姐為什麼要早

起。結果是因為有一屆老師的時間不能配合就
提前。後面幾屆一直不理解就延續下去。那
麼，你會遵循陳規嗎？還是因應現在做出改
變？」
　陳柏諭認為參與社團可以培養運作組織的能
力，有助於邁入社會後的職涯發展。除此之
外，他也建議學弟妹在大學四年花時間培養未
來的興趣。「淡江大學提供了自由和開放的環
境，除了唸書之外，多跟人接觸，去談戀愛，
去環島旅遊，了解不同的文化都很重要。」

▲鄧建邦重視的是學生自我思考的能力，盼
培養優秀學生。（攝影／游晞彤）

大陸所論臺灣看對岸視角
　【記者張品濂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大陸研究
所、新南向與一帶一路研究中心共同舉辦「台
灣與東南亞國家的中國研究視角」國際學術
研討會，於 12 月 8 日、10 日在覺生綜合大樓 
I501，邀請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緬甸等
國學者，和臺灣研究中國相關議題學者如中國
文化大學助理教授蕭督圜、佛光大學教授陳尚
懋及中央大學副教授曾建元等多位學者與會，
共同探討中國因素對東南亞國家的外交、經
濟、安全與發展的影響。
　曾建元以「中國政經發展以及香港未來」為
題，先為中國大陸目前的大環境進行分析，提
到中共的 19 屆五中全會中對新疆、香港以及
臺灣影響性，並談及港版國安法對香港民主派
人士的噤聲意義及其「安內」的效果。
　蕭督圜則是經濟為題，說明中國大陸將以深
圳經濟特區取代香港經濟地位，藉此將香港掌
握在北京手中，其中可看出中國大陸想以「經
濟換取政治」手法，來對自由民主社會產生影
響力。陳尚懋介紹目前泰國局勢與中國政經相
互關係，提及泰港臺掀起的「奶茶聯盟」泛亞
洲民主風潮，將對中國帶來的可能衝擊外，也
從中觀察到年輕世代對此局勢的參與程度。

戰略所辦全民國防教育展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本校國際事務
與戰略研究所、教育部基北宜區校園安全維護
及全民國防教育資源中心、軍訓室共同主辦
「2020 全民國防教育展」，於 12 月 10 日在驚
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全民國防教育論壇」，與
近百人基北宜區、金門大專院校教官近百人一
同交流；海報街則進行「全民國防教育實踐－ -
動靜態操作體驗」，邀請到陸軍後勤指揮部等
單位，展示各型精緻軍品模型外，現場提供槍
枝射擊的動態機具操作體驗。

劉寅春獲盛群盃創意賽優勝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系教授劉
寅春帶領團隊參與「第 15 屆盛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賽」，從全國大專校院 109 隊中，
以帕金森氏症患者研發輔助進食器榮獲「32-
bit MCU 應用組」優勝，並於 11 月 28 日在南
臺科技大學接受表揚。
　這是由盛群半導體公司主辦，分為「智能創
意產品設計組」、「智慧安全／防護應用組」、
「健康量測／居家應用組」、「32-bit MCU
應用組」共 4 組競賽組別，鼓勵國內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提出研發。
　這次劉寅春帶領團隊，針對帕金森氏症與原
發性顫抖的患者製作輔助進食器，物理治療的
方式來幫助患者，以解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因
手部顫抖導致進食不便的問題。

李瓊淑分享「與愛共乘」
　【記者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管理科學系 12
月 11 日上午 10 時在商管大樓 B713 邀請台灣
大車隊副董事長李瓊淑蒞校，以「與愛共乘」
為主題，分享「計程人生」的 23 段用愛跳表
的旅程，透過司機們的人生故事，訴說「司機
向前行駛的世界，是乘客路過的風景。」現場
近 250 位學生到場聽講。

電機等５系舉辦遊艇派對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本校電機系、教科
系、大傳系、統計系以及全財管五系系學會
聯合於 12 月 10 日晚間在關渡碼頭舉行遊艇派
對，約 300 人在遊艇上穿著正式服飾，體驗船
上派對，遊艇沿著淡水河開往關渡大橋處。主
辦單位之一電機系系學會會長、電機二梅景忠
說明，本次以「環遊世界」為題，安排 DJ 現
場表演並準備異國美食提供同學享用，現場以
遊戲攤位的形式，提供遊戲代幣予參與者，讓
參與者能在遊戲中彼此交流，當天雖下著毛毛
細雨，但站在船頭欣賞淡水河風景，很是愜
意，也很高興大家熱烈參與本次的活動。

▲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王泓仁（圖左）贈送感謝狀給本校經濟系主任林彥伶。（攝影／舒宜萍）

球，其引發的經濟衝擊史無前例，謝長泰針對
疫情的影響、政府措施及未來展望，說明各國
的因應之道。
　其二邀請科技部人文司司長、臺大經濟系
特聘教授林明仁主講：「艱困時代的人社思
考」，有鑑於經濟學在內之人文社會領域的教
育與研究，已到了轉型改變時刻，林明仁對經
濟學及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未來發展及相關政
策，說明經濟學影響未來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年會特設「麥朝成院士
紀念場次」、「胡勝正院士紀念場次」、「許
松根教授紀念場次」，三位教授皆在本校經濟
系任教多年，邀請曾親炙三位教授的後輩，發
表相關的學術及政策研究，並分享他們在生活
中傳承自三位教授的指導，在全體經濟學界師
生面前表彰他們的貢獻、觀點及留予後人的鼓
勵，具有傳承與榮耀的意義。

增設研討COVID-19對各國經濟的影響

▲從資圖專業逐步跨界行銷，陳柏諭每一次轉
變跑道都勇往直前。（圖／陳柏諭提供）

大傳系李昱賢等3人獲國際攝影賽優選

本校主辦台灣經濟學會年會

台灣區陳柏諭：預設未來 無懼挑戰

《淡淡》５年合刊本發行
　【記者廖宜美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田野
調查研究室出版2015年起至2020年《淡淡》合
刊本，於12月11日下午12時在L522正式發表，
《淡淡》從紀錄片轉變為刊物的形式，從封面
故事的選材到特色店家和富有歷史文化傳承意
義的人物志等，一直深耕淡水在地的過程，歷
屆主編及成員分享：「地方志有做完的一天
嗎？答案是沒有。環境一直在變就會繼續。」
　文學院院長林呈蓉表示，很高興合刊本能統
整五年來出版的心血結晶，《淡淡》可以說
是文學院的光榮，在文化關照、地方關懷並結
合數位科技，進行產出行銷等面向上都有十足
的成果，未來透過與外語學院的合作，將人物
志進行英、日文翻譯，望能讓《淡淡》走向國
際，讓世界看到《淡淡》。
　開場由中文系碩一汪九如獻唱《美麗島》一
曲，動人的歌聲將現場的參與者帶入與在地
連結的氛圍。再由田調室執行長、合刊本執行
編輯、中文四陳浩瑜介紹田野調查室的簡史以
及如何選擇題材，融入淡水這個饒富歷史的小
鎮。成為每一頁的文字和圖片，發表會約五十
人參與。
　中文系系主任周德良感慨道：「合刊本是田
野調查研究室的里程碑，感謝負責指導的副教
授黃文倩，也感謝所有參與的學生，每一份的
付出都有了豐碩的成果。」田野調查研究室的
創辦人、榮譽教授周彥文也細數創建時不易，
感謝持續耕耘的每位師生。黃文倩感謝印製合
刊本募款階段各方好友的鼎力支持，談及合刊
本編輯的艱辛，黃文倩曾經鼓勵過主編：「只
要我們都在，沒有什麼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
要做、也必須做下去。」

　【記者周亭妤淡水校園報導】迎接12月聖誕
節的來臨，由風保、全財管、管科、數學、公
行、資圖、經濟、物理、產經、統計、資傳等
11系學會聯合於12月14日至18日在海報街舉辦
耶誕城活動。
　適逢寒風來襲仍然吸引同學逛街，在燈火搖
曳中，聖誕樹銀輝閃爍，同學們頭戴可愛的馴
鹿角髮箍、小紅帽，風雖冷，飄著新疆烤肉串
的香味，吹不散海報街的熱鬧。
　各系同學紛紛大展長才，有的運用所學經營
小攤，有的發揮創意招攬客人，商品種類豐
富，有熱呼呼的紅豆湯特色美食，精緻可愛的
甜點炸湯圓，到耳環、襪子等飾品，皆等待路
過同學尋寶。有些食物命名有巧思，例如數學
系的「亡美吐司」（棉花糖吐司）、資傳系的
「氣薯狗」（法式起司熱狗吐司）。有些將系
所名稱融入攤位名中，富含創意，例如管科系
「管你要不要來，不來就電吉科科」等。
　除此之外，週二至週四晚間更有「唱所欲
言」活動，英文三戴睿宇、外交二魏育斌等
來自各系熱愛唱歌的同學在書卷廣場獻唱「彩
虹」、「Tattoos Forever」等多首歌曲，讓逛
街同學在享受美食過程中有樂聲相伴，增添聖
誕歡樂氣氛。

美食尋寶趣 風保等11系寒風中迎耶誕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經濟系、台
灣經濟學會與中央研究院經濟所聯合舉辦的
「台灣經濟學會2020年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於12月12日上午8時起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
蓮廳及各研討室進行一整天，經濟系主任林
彥伶表示，研討會共發表80篇優秀論文，並安

排兩場精彩的主題演講開放直播，特別增設
COVID-19專題研討場次，由國內、外經濟學
者分享其相關研究成果，約200名學者參與。
　年會於下午1時20分舉行開幕式，行政副校
長、經濟系教授莊希豐歡迎與會嘉賓，台灣經
濟學會理事長王泓仁頒發「經濟學傑出貢獻
獎」予臺灣大學校長管中閔院士，表彰管中閔
在學術研究、學術行政、國內與國際經濟學術
社群服務等卓著貢獻。管中閔表示：「也許過
10、20年後，看到臺上是自己學生領傑出貢獻
獎，才是最值得驕傲的事。」王泓仁表示，特
別感謝淡江經濟系「經探號」團隊，及學校提
供這麼好的場地來舉辦特致贈感謝狀 。
　研討會舉辦2場主題演講，其一邀請美國芝
加哥大學經濟學講座教授謝長泰院士以視訊主
講：「Strategies to Combat a Pandemic」。他說
明，新型冠狀肺炎病毒（COVID-19）肆虐全

▲《淡淡》執行編輯陳浩瑜獻花給田野調查室
創辦人中文系周彥文教授。（攝影／鄧晴）

▲

企管等５系舉辦聯合舞會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企管系、英
文系、日文系、資傳系以及水環系共5系系學
會於12月11日18時30分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
「The Last Prom（最後的舞會）聯合舞會」，
本次由企管系學會主辦，現場佈置網美牆，讓
身著西裝和禮服的俊男美女們，一起拍照留
念，活動也安排Air Ｐods、藍牙喇叭和Ｗorld 
gym包包等抽獎獎品，吸引逾200人參加。
　本次聯合聖誕舞會以「鐵達尼號」為題，現
場提供各式餐點，並以氣球裝飾，先由系學會
所帶來的男舞和女舞作為開場後，接著舞研社
和西洋音樂社為舞會帶來精彩的表演。

翁佳音談西荷時北臺灣
　資圖系教授林信成邀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
研究所研究員翁佳音於 12 月 15 日下午 2 時
至 4 時在文館 L522 分享西荷時期的北臺灣，
逾 40 位老師、同學以及淡水維基館志工共
襄盛舉。（文／陳律萍）

境外生赴國小文化分享
　境外生輔導組近日到鄧公國小與淡水國小
進行「國際文化萬花筒活動」分享異國文
化，希望提升淡水地區國小生對國際文化的
認識，同時結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文
／李佩芸）

達文西自造聖誕花圈
　研究發展處「【創意自造】- 不凋花聖誕
花圈 DIY」活動，邀請財金系校友，陽光灑
落花藝工作室創辦人邱燕萍，帶領現場教職
員工生進行聖誕花圈手作乾燥花課程。（文
／林薏婷）

資工系獎學金開始申請
　資工系全體專任教師為獎勵該系學業成績
優良之學生，捐贈獎學金予該系日間部大學
部學生每學期每一年級 1 名、進學班每學期
1 名，提供每名 8000 元獎學金。凡資工系
大學部學生、上學期總平均 75 分以上、操
行成績 80 分以上，未領校內其他獎學金者，
皆可提出申請，申請期限至 12 月 23 日下午
4 時止，敬請把握機會，申請詳情請見資工
系網站。（文／林薏婷）

期末教學意見調查開跑
　本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開跑囉！品
質保證稽核處針對教師教學進行問卷調查，
填寫內容彙整後將作為任課教師改進教學之
參考，凡填完問卷同學可參加 200 元現金抽
獎，請踴躍填報。

大傳四張懿文（右）接受國家美術館館長梁永
斐頒贈國際攝影賽優選。（圖／張懿文提供）

企管等５系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辦聯合舞會，歡
樂起舞。（攝影／黃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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