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築系老師和學生間的關係太緊密了，輔
導學生時程也較長，看到同學認真做作業，老
師都願意付出更多時間教導和聆聽。」榮獲
108學年度特優導師的建築系助理教授黃奕
智笑著說。在多年的教學生涯中，黃奕智廣
受同學愛戴，他樂意以自身經驗告訴莘莘學
子：「不只是學校課業，如何敞開心胸面對壓
力，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建築系學生的養成過程很長，即使3、40年
後依然在學習，「5年的大學生涯，需要體悟
的是未來漫漫人生長路仍願意走這條路，所以
學生能快樂學習、維持興趣是我目前最重視
的。」進淡江任教一直擔任大一導師，黃奕
智認真地說，大一是學生適應與摸索的重要時
期，「許多學生到了大三、大四還會回來找我
聊天，因為我曾在他徬徨的時候拉了一把，這
是特殊的革命情誼。」
　由於每個學生的學習狀況不盡相同，黃奕智
需花一段時間先認識學生，了解學生的生活
及關心的事物，例如：「最近如何？喜歡看什
麼樣的電影、小說？對於什麼事物有興趣？」
不僅能應用在課堂上舉例，貼近生活之餘也讓
課程更加淺顯易懂，讓學習過程中多了結合興
趣的閃光點。黃奕智鼓勵學生多嘗試不同的事
物，走出舒適圈挑戰自己，在建築系「如果只
觀察到臺灣的環境，你可能做不好，因為永遠
不會超越它。」必須有開拓眼界的勇氣，才能
超越現在的自己。
　回首在淡江的教學生涯，黃奕智回憶起一位
充滿上進心，成績卻不見起色的同學，他帶領
這位同學參加暑期工作營，藉由學長姐的帶領
和老師的提攜，學生發現自己的不足，在後來
的學習上有了跳躍式的成長。學生之後不僅帶
領學弟妹不遺餘力，更引起「大手牽小手」效
應，這也令黃奕智充滿成就感。
　面對現代建築設計的日新月異，黃奕智開設
專業知能服務學習及USR課程，讓學生更能
找到方向和興趣，利用校內外資源及實際操
作，使學生發現：在學5年可以培養未來50年
的興趣。建築的領域很大很廣，黃奕智希望同
學都能追尋夢想，往世界翱翔。（文／陳昀）

　【記者朱映嫻淡水校園報導】日文系和村上
春樹研究中心於4月16日舉辦「2022年第5回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2022第五
屆人工智能與日語教育國際研討會），因受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此次研討會改為
線上舉行。本次研討會由曾秋桂主持，邀請外
語學院院長吳萬寶、極東大學校教授檢校裕朗
參加線上開幕。
　日文系暨村上春樹研究中心主任曾秋桂表

示，研討會至今已舉辦5屆，共累積11場專題
演講、63場論文口頭發表、32場討論座談會，
感謝各界與日本交流協會的支持，也期待各位
能繼續參加明年的研討會，持續研討AI與日語
教學的各種可能性。
　本次以「主動學習為目標的人工智能和日語
教育」為主軸，邀請早稻田教授李在鎬說明
「自律学習を支援するAIと日本語教育」、東
京大學副教授田村隆介紹「『デジタル源氏物

語』の共同開発について—AIとの協働の可能
性—」、本校工學院暨AI創智學院院長李宗翰
分享「AI在外語教學引領的應用新思維」3位
進行基調演講（專題演講）。
　另外還有5場論文發表會，由東吳大學特聘
教授賴錦雀、中國文化大學副教授黃金堂、台
中科技大學副教授黃英哲、大連外國語大學講
師孫昊等人，均以此主軸發表AI與日語教育相
關10篇論文。

　【記者李沛育專訪】近幾年臺灣影劇大爆
發，無論是在串流平臺或是電視上，都可以看
到大傳系校友楊雅喆的作品，2021 年話題夯
劇《天橋上的魔術師》，改編自吳明益同名小
說，重現 1980 年代臺北中華商場榮景，劇中
完美還原該年代的氛圍與深刻的主題呈現，讓
本劇榮獲第 56 屆金鐘獎 14 個獎項提名，最終
獲得最佳戲劇、導演等 6 項大獎。
擔任編劇與導演　獲金馬金鐘多獎項肯定
　電影《囧男孩》中的「騙子一號」與「騙子
二號」運用天真無邪的視角，帶領觀影者體會
現實中的悲歡離合；《女朋友 ‧ 男朋友》闡
述臺灣生氣蓬勃發展的八零、九零年代，主角
三人在時代下的選擇與其中情感糾葛，此一作
品讓法文系校友桂綸鎂一舉獲得金馬獎與亞太
影后榮銜；《血觀音》窺見臺灣近期政治發
展，角色們談話間的暗潮洶湧，全片充滿巧思
安排，吸引觀眾一看再看。以上優秀的影視作
品，都源自於導演與編劇楊雅喆之手。
　許多人好奇《天橋上的魔術師》創作歷程，
楊雅喆表示：「當初閱讀小說時，一直對於童
年時候的中華商場有所共鳴，想拍出自己的童
年記憶。」面對一些看過原著的觀眾表示與原
著差異大的疑問。他坦言，同名小說其實語言
意境很美，如散文般行雲流水的寫法，並無劇

本架構可言，對此他不得不改動原著。這是許
多小說等書寫作品中，翻拍成影視化作品中常
見的情況。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改劇本中，核心
主題逐漸浮現—「因為失去，才會記得它曾經
是你的。」該劇在網路上造成迴響，是部讓人
想回味再三的影集。
拍攝廣告駕輕就熟　重拾劇本創作
　回顧多年的從業經歷，不難看出楊雅喆的果
決。起初考入淡江法文系，適逢傳媒產業的興
起，加上繁瑣的文法讓他對法文興趣缺缺，毅
然決然轉入大傳系。畢業後以新聞記者作為志
業，恰逢當時記者職缺呈現僧多粥少，無緣當
上記者。所幸，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能結合自身
所學的廣告助理，為他之後的導演路打下基
礎。隨著時間流逝，楊雅喆在廣告產業上逐漸
駕輕就熟之餘，覺得廣告產業了無生趣，因此
把觸角伸向電視和電影創作，重拾劇本創作。
　「我不想寫虛假的故事，藉由作品傳達真切
的感受，一直是我創作的初衷。」觀看楊雅喆
過往的戲劇作品，無論劇情意象為何，都具有
與當下社會議題的連結，讓人省思。結合多年
的編劇經驗，他以與 Sony Mobile 合作的手機
廣告短片《母娘的愛在滾》為例，剖析如何撰
寫劇本，首先設想以三句話就可交代的簡短故
事，由此不斷延伸，設計成大綱等細節後，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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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校友
本便自然形成。他說道：「故事劇本的內容必
須讓觀眾產生『為什麼？』、『然後呢？』和
『啊～這樣啊！』等多個情緒起伏，才算個合
格的劇本。」
　在劇本創作的道路上，楊雅喆始終謹記著本
校實驗劇團指導教授丁洪哲的一句話：「用淚
眼看人生」。「唯獨有一顆同理心，才能創作
出好且多樣化的劇本。」是他對丁洪哲老師這
段話的詮釋。從其創作歷程中不難發現，他始
終不忘老師的教誨。《血觀音》細膩精彩的政
治鬥爭戲碼、《囧男孩》以童真視角看待社會
變遷等，這些作品其實是出自於一位爽朗率直
中年男子筆下的精彩創作。
以運鏡的場景說故事　精簡臺詞
　待在淡江實驗劇團的時光，是楊雅喆從業後
最懷念的瑰寶。經過實驗劇團的歷練，他擔任
過演員等多種職務，因此當轉換為導演時，更
能設身處地為演員著想，成為業界出了名「疼
演員」的導演之一。除此之外，他的作品風格
對臺詞的描寫大多精簡，更著重在運用鏡頭語
言，他認為，利用影像涵蓋到的場景等細節，
觀眾也能讀懂編劇想表達的臺詞，「所以能運
用影像呈現的內容，無須再讓演員增添臺詞，
臺詞更適用於描寫角色的心理狀態。」
　除了為人熟知的導演與編劇身分外，他也參

與《myfone 行動創作獎》評審，他表示，電
影長片《怪胎》是全程運用 iPhone XS Max 拍
攝的作品，加上運用行動裝置拍攝的短片競賽
如雨後春筍般爆發，創作者不應侷限自身的眼
界。楊雅喆形容，影視作品的概念與寫文章如
出一轍，「除了透過攝影機進行影音創作外，
手機與我們形影不離，隨時可記錄著生活周遭
的素材，影像是一門世界共通的語言，藉此傳
達創作理念。」

英文即席演講賽 陳宥嘉奪冠
　【記者陳品樺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英文系於
4 月 19 日晚間 18 時 30 分，在驚聲國際會議
廳舉辦「110 學年度英語即席演講比賽」，共
12 名同學報名，幾過一番較勁之後，由英文
一陳宥嘉獲得冠軍，國企三傅昱森、英文四張
峻嘉、英文一許嘉明，以及中文二徐海韻各自
拿到 2 至 5 名。陳宥嘉抽到「The Professions 
That Will Be Replaced by A.I.」題目，他以自
身經歷為臨場發揮，並分享 AI 發展迅速讓許
多工廠、交通工具及產業皆面臨嚴峻的考驗，
演講中，他認為藝術與創意相關的工作是較不
易被取代的，鼓勵現代人應做好與 AI 共存的
準備。陳宥嘉表示，自國中開始被推派參與英
語演講相關比賽，此次是主動報名，而對手表
現十分優秀，讓自己格外緊張，但收穫很多。

孫嘉祈說明 AI 產業革命
　【記者謝采宜淡水校園報導】AI 創智學院
和 AI 創智社於 4 月 13 日晚間 6 時舉辦線上「AI
跨域整合工作坊」，本次邀請國企系副教授孫
嘉祈介紹「AI 與商學院的結合」，近 40 位師
生在線上進行參與。
　孫嘉祈介紹人工智慧的歷史發展，說明 AI
是產業革命的象徵，是促使人類生活更加便利
從而提高生活品質，而不是藉此用來控制人類
的生活，他分析人工智慧在商業活動之中所扮
演的角色、應用領域分佈和未來發展等，並以
實例說明人工智慧在臺灣所能應用的範圍。

印泰外籍生認識阿里山文化
　【記者連慧榕淡水校園報導】外語學院介接
團隊之「SLASH 團隊」4 月 14 日晚間 8 時在
E811，以「阿里山知多少」為題，帶泰國、
印尼等國外籍生進行文化交流，他們以桌遊、
搶答積分遊戲的方式，向他們介紹阿里山的文
化、環境、歷史，及阿里山的特色烏龍茶，讓
外籍生能認識臺灣的特色文化。
　活動一開始先將參與學生分為 2 組，以搶答
方式進行積分賽，題目包括阿里山原住民文
化、火車站別名稱、歷史等，大家都熱鬧地
搶答。現場還有準備阿里山烏龍茶，讓外籍生
體驗臺灣正式的泡茶流程，享用美食之餘，外
語學院以「Kahoot!」為大家整理阿里山文化
重點。來自泰國的電機碩生鄭孝英和高浩宇表
示，很高興能藉此活動認識來自不同國家的新
朋友，很期待「SLASH團隊」未來舉辦的活動。

黃寶雲教科技策展身歷其境
　【記者李沛育淡水校園報導】歷史系兼任副
教授李月娥邀請太極影音科技董事長黃寶雲，
於 4 月 19 日在 HC105，以「探博物館策展與
宣傳—以國寶總動員為例」為題，分享以沉浸
式科技策展的更多可能性。
　黃寶雲就開宗明義，分享從業以來與「科
技」密不可分。近幾年的大家對於「體驗」
的渴望，讓販賣「體驗」儼然成為新一代的商
業潮流，使展覽的呈現方式有所改變，展覽規
劃呈現從只是單純的資訊傳遞轉變為「身歷其
境」，讓「沉浸式科技」如擴增實境 AR 和虛
擬現實 VR 等技術，在現今與未來的策展上愈
顯重要。

顏吉邦談人生選擇影響未來
　【記者陳品竹淡水校園報導】管科系開設
「企業經營講座」，邀請富邦人壽處經理顏吉
邦校友，於 4 月 20 日上午 10 時在商館 B713
主講「未來，就是現在」，顏吉邦分享自身經
驗，講述現在的選擇會影響未來的人生。
　顏吉邦分享，在成為富邦處經理前，曾從事
四個工作（T ＆ T 網路工作，立陽投顧，信義
房屋，安泰教育訓練處），每段經歷皆使他更
加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麼，他曾任房仲，假日
無法休假，與家人朋友團聚常有遺憾；他希望
能透過自身努力晉升職位，而非憑藉長官的賞
識和喜愛，後來他選擇符合期許的富邦人壽。
顏吉邦也勉勵同學累積經驗，多嘗試不同領
域，或主動詢問並持續學習，增加專業能力。

淡水，擔任台灣高爾夫俱樂部（老淡水高爾夫
球場）會長，用心經營，為百年老球場創造嶄
新氣象。
　談到企業經營之道：「如何別人看不到，你
看得到？」紀文豪說，知微、知張靠的是專業
以及經驗的結合，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機會，
「只有把機會從無形變成有形，也就是商機，
要感受機會，要發掘機會，接下來開創機會，
最後成就機會。」
　主持人文學院院長林呈蓉表示，紀董70多年
人生相當精彩，做事有方法，能洞燭機先，
做人謙虛，有膽識還要抓對時機，堅持到底；
重點是人品好、產品好，事業基本上已成功
一半，所以本校強調八大素養，「態度」更重
要。歷史四李佩茹分享，紀董事長提及景氣不
好時，強產業會汰換掉弱產業，需把握新興產
業興起的良機，令她最深刻的一句話是：「你
要先有錢，銀行才會借你錢。」

文學院大師演講談從桿弟到跨國CEO

▲在劇本創作上，楊雅喆謹記恩師丁洪哲的
話：「用淚眼看人生」。（圖／楊雅喆提供）

AI與日語教育 日韓學者共研討

　【記者羅婉瑄淡水校園報導】文學院於4
月14日下午1時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大師演
講，邀請緯豪集團董事長紀文豪以「知柔、知
剛、知微、知張：一介桿弟到跨國集團董事
長」為題，分享一生努力奮鬥的進程，即使已
成為跨國CEO，他仍不忘深耕故里，且文采斐

然，以臺語思考創作多首古典漢詩。國際事務
副校長王高成、體育長陳逸政及多位文學院教
師出席，現場近110位師生到場聆聽。
　紀文豪生於臺北市迪化街，18歲那年父親因
病逝世，家道中落，中學時須打工負擔家計。
1974年開始創業，他只有24歲，認為「堅持是

維持企業命脈的不二法門，放
棄了堅持，企業就沒有了。」
遇到危機處理，他坦言，知
柔、知剛是能力與經驗的大會
考，處理得宜危機變轉機，反
之，企業將陷入萬劫不復。
　對紀文豪而言，高爾夫球不
僅是他的興趣，更是可以結合
事業與公益的一項運動，中
學時期曾在老淡水高爾夫球場
當桿弟，於2000年決定落葉歸

根，從澳洲經商回國，落腳在

紀文豪波瀾人生獨鍾淡水

大 傳 系楊雅喆影劇傳達真切感受

　【記者林靖諺淡水校園報導】4月20日下午1
時在T701，拉丁美洲研究所邀請阿根廷駐臺商
務文化辦事處處長韋修索（Director Mr. Miguel 
Alfredo Velloso）、阿根廷國立拉普拉塔大學教
員Jorge Troisi Melean到校演講，本次由教授白
方濟主持，逾10位學生到場聆聽。
　韋修索先向大家介紹阿根廷的地理位置、周
邊國家、人口概況、宗教信仰等，他特別提
到，阿根廷境內的福爾摩沙省部分對蹠點位於
臺灣北部地區，恰巧臺灣過去也稱為福爾摩
沙，且面積也與阿根廷的圖庫曼省幾乎相同。
韋修索認為，阿根廷雖多是高卓人，歷經歐洲
大規模移民，境內90%為歐洲人，擁有多元的

人文環境，對足球等運動的狂熱、探戈舞蹈為
阿根廷的國際性文化象徵、多元文學、也有伊
瓜蘇瀑布、十四彩山等著名自然景觀。Jorge 
Troisi Melean則說明阿根廷是拉美地區第三大
經濟體，從歷史來看經濟表現起伏很大，近期
也因俄烏戰爭關係受到通膨影響。
　外交四潘建邦表示，這兩位講者來自阿根
廷，從他們的內容中可以了解到阿根廷的人事
物，臺灣的拉美系所不多，很高興能藉由本次
講座認識當地人，是個難得的機會。
　新聞小辭典：對蹠點（antipodes）為地理學
與幾何學上的名詞，是指從地球上的某一地點
向地心出發，穿過地心後所抵達的另一端，就

是該地點的對蹠點，又稱為地球的相對極。

阿根廷駐臺代表韋修索蒞校演講
▲文學院院長林呈蓉（左）邀請緯豪集團董事長紀文豪（右）分
享如何從桿弟到跨國CEO的人生奮鬥過程。（攝影／羅婉瑄）

任立中接長臺北商業大學 管科系4校友任大學校長
　【記者蔡銪晟淡水校園報導】本校管理科學
學系碩班校友任立中，榮任第19任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校長，4月15日在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
奇的監交下，由前校長張瑞雄手中接下印信，
任立中表示，希望將北商大打造為高等商管人
才培訓基地，邁向「全國商管學院標竿」。

　任立中於本校畢業後，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
學獲統計系應統碩士、商學院行銷系碩、博
士。曾任教並擔任文化大學商學院院長、靜宜
大學講座教授兼國際學院院長、資深策略副校
長，之後到臺灣大學曾任國企系系主任、全球
品牌與行銷研究中心主任及統計碩士學位學程
暨統計教學中心主任，在行銷、統計、經濟三
大領域頂尖期刊皆發表過論文。校外服務曾任
中華民國多國籍企業研究學會理事長、中華應
用統計學會理事長、中華商管教育發展學會理
事長、台灣行銷科學學會理事長，教學行政經
歷相當豐富。
　管科系已有4名校友擔任大學校長，除本校
第五任校長張紘炬外，尚有現任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校長謝俊宏與去年8月新上任的佛光大學
校長何卓飛，謝俊宏為本校統計系學士、管科
系碩、博士，在臺中科大任教39年，歷任系主

任、推廣部主任、學務長、教務長及副校長。
何卓飛為本校中國大陸所碩士、管科系博士，
曾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長、體育署署長、佛光大
學副校長兼主任秘書。

▲拉美所邀請阿根廷駐臺商務文化辦事處處長
韋修索蒞校演講。（攝影／吳岳軒）

　 本 校 航 空 太 空 工 程 學 系 於 4 月 1 4 日 舉 辦
「2022長榮航空飛航員招募說明會」，邀請擔
任長榮航空機師、航太系校友張凱彥，返校為
學弟妹分享在長榮航空受訓、完訓後上線服務
經驗，他說明，長榮航空讓無飛行經驗之大專
畢業青年，以培訓飛航學員身分進入該公司，
學員須完成「地面學科」、「基礎飛行」、
「進階訓練/機型轉換」3階段訓練，完訓後即
可服務，他也介紹長榮航空相關福利。航太系
舉辦說明會幫助學生邁向飛航員夢想之路。
更正啟事：
　1139期春之饗宴中文系系友會新聞中，出席

校友張興華應為莊欣華、陳慧玲應為陳惠鈴。

建築系助理教授黃奕智
面對壓力快樂學習

　

張凱彥傳授機師養成
人物短波

　

學程加油讚

　國際事務學院因應跨領域人才需求的增加，
培養學生具備觀光及經貿專業，新設立國際事
務學院觀光經貿全英語學分學程，由國際事務
學院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全英語學士班（以下簡
稱觀光系）與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全英語學士班
（以下簡稱政經系）共同辦理，觀光系主辦。
　本學程修業最低總學分數為20學分，含核心
課程10學分，選修課程10學分。核心課程之各
領域課程如超過承認學分數，仍以承認學分數
計。課程採全英語授課。學生修習學程科目
總學分數中，應至少有9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
系、輔系及雙主修或其他學位之必修科目。
　學生得依學校規定延長修業年限，凡本校大
學部二年級（含）以上在學學生，對學程有興
趣、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
者，均可申請修習；招生名額無限制。
　申請者須於每學期開學後至加退選結束前，
填妥修習申請表，並檢附學生證影本及歷年成
績單正本，送交觀光系辦公室審查。學生須依
學校規定之時間內完成選課，修畢本學程規定
之最低應修學分數且成績及格者（申請學分學
程前如已修習本學程所開設之科目，亦可列入
審查），得檢附學分證明書申請表及歷年成績
單正本，向觀光系系辦公室提出認證申請。經
審查通過後，由教務處核發淡江大學國際事務
學院觀光經貿全英語學分學程證明。

觀光經貿全英語學分學程
政經系邀百位校友回蘭陽
　【本報訊】蘭陽校園各系將於 111 年 8 月全
面遷回淡水校園，全球政治經濟學系特於 4 月
16 日在蘭陽校園舉辦春之饗宴，超過百位政
經系校友回到蘭陽校園，重溫校園時光。
　本次活動由政經系系主任周應龍主持，政經
系製作回顧影片，讓校友們回憶起求學時光、
互動遊戲、抽獎活動外，同時也成立政經系系
友會，由第五屆政經系畢業校友陳彥甫擔任第
一屆校友會理事長，透過系友會的成立，將緊
密政經系校友的關係，期許政經系家族能日益
壯大。

▲管科系碩班校友任立中於4月15日接任國
立臺北商業大學校長。（圖／管科系提供）

▲建築系養成之路漫長，黃奕智教學生維持
對建築的興趣與熱情。（攝影／舒宜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