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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 平台 群眾
如何駕馭我們的數位未來

導讀／化學系教授王文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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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動態

　本書是由兩位麻省理工學院數位經濟研
究中心共同主任合著，以商管及經濟學角
度，省思資訊科技對明日社會發展的趨
勢，提出最基礎的觀念性框架的轉變。他
們於2014年出版之《第二機器時代》，指
出工業革命由19世紀的蒸氣機到20世紀的
電氣動力，進入上世紀末的電腦，本世紀
已開展的工業4.0，即人工智能（AI） 的世
代。近年來，因為DANCE降臨－DANCE
是指（Data, Algorithms, Networks, Cloud, 
Exponentially improving hardware數據、運
算、網絡、雲端及指數增進的硬體），人
類的生活已然不同於以往，但更巨大的改
變將更迅速更劇烈，且將是文明所依賴。
　本書的主要意旨，就如書名的副標，在
探討如何駕馭新數位時代的未來，指出未
來將是一場巨大的三重革命，從思想的最
根源處開始，進行典範的轉換移動，並且
將會達到新的再平衡之處。這本書共有
十三章，第一章先舉出明確的例子，生動
的但屬緒論式的介紹了三重革命，接著分
為三大部分－人腦與機器、產品與平台、
核心與群眾，每部再分四章，舉證詳實的
論述了三重革命。
　人腦與機器（Mind vs Machine）：人腦的
聰慧及創造力，無與倫比，但因DANCE降
臨，人工智慧、自動駕駛汽車、人工類神
經網路…等等的機器自學，使種種數位機
器超越以往限制，扮演起全新角色，已經
開始可以和人腦一樣好，甚至超越人腦。 
　產品與平台（Product vs Platform）：過去
的產業以產品為主軸，新興的網路商業模
式出現，以看似免費的服務，用網絡連結
破壞市場價格，背後的平台才是真正的競
爭利基，衝擊了產業，改變了社會經濟行
為。線上平台改變成本結構，創造出新的
極大價值。
　核心與群眾（Core vs Crowd）：核心人
士的殫精竭慮是往昔的成功法門，今日網
路上自動集結群眾的集思廣益，改變了過
去的決策與執行模式，打破時空限制，在
全球連結下，許多決策與執行開始利用群
眾的力量，創造出許多新的可能與價值。
　本書充滿實例以及新創公司成功的故
事，但這些只是啟蒙萌發而已，現在，這
些創新與破壞的背後，正蘊藏著極大的爆
發力，可能開展出無法想像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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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Q&A

   ●張淑芬（英文系助理教授）
【試試您能答對幾題？，答案及解析將刊載
於1075期淡江時報網站中。】
1. The sooner you finish it, the＿you can go 
home.
(A) early    (B) earlier    (C) earlier than   
(D) more earlier

2.I think I could do well in an interview once I 
get my foot＿the door with an appointment.
(A)on   (B) by    (C) in    (D) through
3.Mr. Miller will have finished his work before 
Antonio＿here to help him next Month.
(A) comes    (B) is coming  (C) will come   (D) 
will have come
4. She got a good deal on her new laptop because 
instead of paying one lump sum, she paid eigh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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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我的生活圈子很小，沒有多餘的錢跟同
學出去玩、時不時聚餐，他們都覺得我很孤
僻，久而久之我也覺得這樣比較有安全感，
遠離那些閒言閒語，省了還要社交的麻煩，
社交根本不是我擅長的。我以為生活從此只
能平淡無奇得過下去，直到某天我在線上遊
戲申請了帳號、密碼、人物角色、買了裝
備、交了網友，才知道原來這就是虛擬世界
的美好。
　一開始，只是為了消磨時間，每天花個兩
小時解解任務、出團打Boss、聊聊天，暫時
讓我忘卻現實生活中不順心的事情，它可以
讓我忘記父母忙著上班而忽略我；讓我忽視
自己個性內向，在人際關係中因被動而導致
的孤單；它甚至可以讓我得到現實生活中無
法獲得的成就感，多棒啊！所以我決定花更
多時間在它身上。現在在學校上課時，台上
的老師好像被關成靜音一樣，我滿腦子只想
著在遊戲中未完成的任務、想買很久的裝
備，多想趕快衝回家登入上線。為了上網、
玩遊戲，一下課就是趕回家坐到電腦前，對
於朋友的邀約，我越來越能爽快拒絕，反正
我覺得他們原本就不喜歡我吧；有時連一些
無聊的選修課都寧願翹課，但我覺得沒差，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麼，我有自制力。」
　三個月前我真以為自己有自制力，隱瞞同
學最近在忙什麼，忙到可以幾乎不來學校，
也漸漸意識到自己的社交圈越縮越小，沉浸
在網路的時間越來越久，可是內心卻感到莫
名空虛，成就感、網友，都無法讓我有快樂
的感覺了。搖醒我的是收到被二一通知單，
而拉我一把的是幾個之前常被我拒絕邀約的
同學，他們費盡力氣把我約出來「認真地」
聊一聊，當他們瞭解我那幾個月是怎麼度過
的，建議我到諮商暨職涯輔導組跟心理師談
談心裡話，我想也是時候把累積的煩惱和困
擾，找個安心的管道一傾而盡了。進入諮
商，聊聊近期生活狀況，發現「我的網路自
制力」大概符合以下幾項標準 ：
1. 只專注於網路上的活動，即使離線仍想著
上網的情形。
2. 就算花了很多時間在線上仍無法滿足。
3. 無法控制或停止使用網路。
4. 若減少或停止使用網路，容易發脾氣且感
到沮喪。
5. 在網上所花費的時間比預期來得久。
6. 為了上網，寧可喪失人際關係、工作或教
育機會。

拒絕虛擬世界吸「癮」力

多元創新 特色躍升 關懷永續

7. 為隱瞞自己涉入網路的程度，向家人朋友
或他人說謊。
8. 為了逃避問題或釋放情緒而上網。
　跟心理師對照後才知道，原來我的狀況大
致上符合了網路成癮的條件，當我以為自己
有在節制的時候，其實是每天更增加一點依
賴網路的比重；以為獲得對於生活的控制
感，實際上是被網路控制著生活。在全神貫
注於網路時，感官很難正確區辨現實與虛
擬，處在癮頭的小世界裡，一心一意將真實
生活中複雜的煩惱排除在外，無意間拒絕掉
那些踏踏實實伸出手邀請自己走出來的人。
　在幾週的談話經驗中，慢慢對於自己依賴
網路的原因有了覺察；心理師也鼓勵我可以
把線上遊戲裡獲得的成就感、控制感轉移到
現實生活中，與人有更多連結和互動，好比
說加入電競社，充滿共同興趣的同儕夥伴，
進入網路世界同時不失現實感，這會是我嘗
試為生活做些小改變的第一步！現在的我，
想要慢慢融入真實生活，愉快的成功、挫敗
的挑戰，去仔細體會與面對，生活的組成本
就有苦有甜，不想再用「逃離到另一個虛擬
世界」迴避生活中困難的部分，來制約我的
一切。

easy＿of NT$2000.
(A) pensions  (B) allowances  (C) expenditures    
(D) installments
5.It is an Australian company whose logo＿a red 
kangaroo. 
(A) feature    (B) features    (C) featured    (D) 
featuring
6. We hope this clears up the questions for those 
of you＿have been asking us this for more than a 

week.
 (A)  whom   (B) whose   (C) which   (D) who.
7.The only＿reason to keep the files secret is to 
protect the guilty. 
(A) logical   (B) logic  (C) logician   (D) logically
8.You can use a directory service to search＿
people on the internet.   
 (A) in    (B) at     (C) for    (D) with

邁向精實ｉ校園 多元創新愛學習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於105至106學年度期間，實施包括「跨域人才培育，達臻樂教好學」、「躍升學研質量、躍進學術排名」、「深
化特色發展，精緻三化教育」、「臻善學習發展，形塑卓越品牌」、「創意創新創業，激勵產學共創」及「強化行政效能，支援學術發
展」等6個主軸之各項計畫及重點工作，在全校校學與行政單位共同努力下，順利進行。
　107-111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將以「多元創新，特色躍升，關懷永續：邁向精實ｉ校園，多元創新愛學習」為發展目標，規劃
「教學」、「研究」、「特色」、「學習」、「產學」、「行政」六大主軸，透過全面品質管理文化，精進行政動能，以支援課程教學創
新、師資教研強化、三化教育發展、多元能力涵養、產學合作推動及成人教育推廣、校友資源運用，以達到「培育具心靈卓越的人才」之
目標。本期將分別介紹所擬定的6個主軸，讓全校師生更了解其核心價值及內涵。（資料提供／品質保證稽核處、資料整理／王怡雯、圖
／數位設計組提供、本報資料照片）

課程教學創新 卓越人才培育 在地國際經營 智慧跨域研發

深化特色發展 精緻三化教育

臻善學習發展  形塑卓越品牌

整合研究產學
創客創新創業

精進行政動能
厚實學術成長

「教學」主軸為「課程教學創新，卓越人才培
育」，係以攸關國家競爭加及產業發展之高等
教育人才培育（incubation）為核心精神，共
規劃「跨域整合多元適性」、「學用合一增能
躍進」、「通識琢磨優質素養」、「教學典範
轉型蛻變」、「產學鏈結創意實踐」、「確保
卓越學教巔峰」6大計畫及24項重點工作，期
以持續優化教學環境，培育紮實就業力的跨域
人才。其中特色重點工作有三：
一、「企業實習昂首」，全力推動企業實習，
協助學生與職場接軌，透過國際服務跨界學
習，培養學生專業發展並拓展國際視野。系所
課程也將結合專業實習與職場體驗，鼓勵學生
投入新型態實習，體會參與社會之意義與價

「研究」主軸為「在地國際經營，智慧跨域
研發」係以做為一個知識分子（Intellect）
為核心精神，共規劃「資源統整，在地實
踐」、「跨國合作，群雄爭鋒」及「智慧核
心，跨域整合」3大計畫及10項重點工作，期
以精進師生研究質量，提升整體國際學術影
響力。其中特色重點工作有三：
一、「鼓勵競賽創新創業」，協助師生參與
校外國際競賽爭取獲獎，除可拓展國際視
野，亦有助於提高本校的國際知名度；鼓勵
參與國際型學術組織，提升教師研究與專業
成果表現；同時鼓勵師生申請專利，除一般
的發明專利外，也擴展到新型及新式樣專利
的申請，讓本校有更多專利。

「特色」主軸為「深化特色發展，精緻三化教育」，係持續深化
與創新本校「三化」特色教育，分述如下：
一、國際化以「國際化再努力，建立淡江典範」為主軸，深植國
際化（ingternationalization）為核心精神，共規劃「國際合作美
景壯闊」、「淡江校園新地球村」、「千生出國再攀新峰」、
「面向世界多語愛學」、「學位外生超邁兩千」5大計劃及12項
重點工作，期以全面提升校、院、系所的國際學術及社會學習，
同時全力拓展學生國際移動能力，增進學生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
認知。其中特色重點工作為「南向發展交流強化」，配合政府新
南向政策，擬定南向發展整體規劃，包含拓展與該區域大學校院
的合作、設置境外專班、開設學分學程、學生異地學習與實習派
遣、南向國家語言人才的培育與境外學生的招生等。
二、資訊化以「打造智慧校園、形塑感動服務」為主軸，智慧
（intelligence）為核心精神，共規劃「i學習-教學更創新」、「i
行動-學習再給力」、「eye賽博-網路大躍進」、「愛表現-淡
江我最優」4大計畫及12項重點工作，讓校園資訊化層次由自動
化提升到智慧化，更有效支援教學、行政與研究運作。其中特色
重點工作為「翱翔雲端行動學習」，透過建構各項雲端環境，提
供全校師生獲取新知、創造數位教學資源共享環境並支援行動學
習；同時建構國際知名大規模線上開放課程（MOOCs）的蒐集
與推薦，鼓勵學生自主修習，拓展其國際參與能力及全球視野。
三、未來化以「洞悉未來變遷、探索發展遠見」為主軸，強調
洞察力（insight）的發展，規劃「深耕廣拓淡江未來」、「精進
未來學之課程」、「強化學生洞悉未來」、「提升教師授課知
能」、「行銷未來學聲譽」5大計畫及19項重點工作，以提升教
師授課知能，培育學生洞悉未來之基本素養及未來競爭力，使本
校成為全球未來研究重鎮。特色重點工作為「菜鳥慢飛定航未
來」，透過新生知識地圖工作坊，以未來前瞻思考引導學生認識
大學知識的開放性，並掌握課程知識與未來興趣發展、就業職能
關聯，讓學生充分瞭解修讀課程在其知識地圖的位置與重要性。

「產學」主軸為「整合研究產學，創客創新
創業」，係以發明（invention）為核心精神，
共規劃「亮化研究，產學出發」、「創意空
間，手腦並用」、「資金到位，開展創業」及
「建構華語教學系統」4項計畫及11項重點工
作，配合政府所提亞洲矽谷計畫及前瞻計畫之
「5+2」產業，以科技的產合、創意基地的建
立及新創基金的成立，培養師生具更新穎的思
考模式，以因應多變挑戰的環境。其中特色重
點工作有三：
一、「建置獎勵產學精進」，響應政府產
學在地化政策，以及中學S（Sc ience）、
T（Technology）、E（Egineer ing）、A
（Arts）、M（Maths）概念的延伸，透過研擬
獎勵措施鼓勵教師執行產學計畫，同時積極連
繫在地產業，積極推動在地產學創新與參與。
二、「籌建創客軟硬並行」，透過校園空間的
活化，引進自造設備，擬定完善的管理辦法與
會員制度，建置全方位的優質創客基地，邀請
師生共同參與，激發校內創意能量。
三、「募集基金新創事業」，透過育成中心輔
導團隊申請政府或民間的天使基金，以及由本
校成立募資平台，向外界募集資金，以籌措創
業資金，投資與協助師生創業，使創新無後顧
之憂。

「 學 習 」 主 軸 為 「 臻 善 學 習 發 展 ， 形 塑 卓 越 品 牌 」 ， 係 以 啟 發
（illumination）為核心精神，共規劃「五育精琢、多元創新」、「學習加
值，輔導增質」、「職涯完備、就業樂航」3項計畫及13項重點工作，延續推
展並深化各項學生輔導工作，讓學生愛學習、樂服務、勤實踐，形塑更具淡
江特色，企業最愛之優質人力培育，並確保畢業生在職場上的回饋機制更為
落實。其中特色重點工作有三：
一、「德行合一律己助人」，透過「品德發展三階、品德教育三化」對學生
進行自律、利他的德育認知，及「多元服務學習、國際專業服務」進行社會
服務、公民德育實踐，來厚實學生面對社會競爭所必備之軟實力。
二、「健心關輔適性增能」，針對學生特性提供適合需求的生涯探索測驗與
增能活動如溝通協調、團隊合作、壓力調適、情緒管理等，搭配多元型式之
心衛宣導與活動如校園電子看板、電子信箱、校園網頁、海報、講座課程及
擺攤活動等，加強發展性的輔導。
三、「職輔地圖深化構築」，透過深度應用「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以職涯導向教學、輔導、學習成效回饋整合，依循「職涯定
向」、「規劃學習路徑」、「強化職能實踐」、「系統化回饋」等四大脈
絡，逐步建構校級職輔地圖，深化教師與學生雙方職涯輔導成效。

「行政」主軸為「精進行政動能，厚實學術
成長」，係以強化精進（improvement）為
核心精神，規劃「精實績效跨越極致」、
「專才專用群策群力」、「人本有序校園永
續」、「資訊動力唱響行政」、「優質圖書
資訊服務」、「閃亮校友光耀淡江」6項計
畫及14項重點工作，使行政服務能創造更高
的附加價值，支援學術發展並讓學生能在創
新、有趣且充滿關懷的校園環境中「愛」上
學習。其中特色重點工作有三：
一、「品質深耕愛再精進」，透過強化校務
研究議題與相關單位實際執行業務間的關聯
性，同時結合外部資料進行學生學習相關議
題分析，包括運用UCAN測驗資料瞭解各系
學用合一的情形，使分析結果更能發揮提供
決策參考之功能。
二、「i數據有序又有料」，配合校務研究推
動，採用新的資訊科技應用技術，進行開放
資料之建構與分享；與系所教師及企業合作
應用開發，創造持色並樹立典範與標竿；開
發教務、學務、人力資源、財務等校務行政
資訊系統，提升行政效率，並與各大專校院
進行經驗交流與成果分享。
三、「雲端資源i映悠久」，圖書館透過師生
需求購置圖書及非書資料、訂購系所專業學
術期刊、擴增數位化資源外，同時持續充實
特色館藏、豐富特藏網頁內容如歐盟資訊、
武俠小說、未來學等，採虛實多元呈現。同
時結合盟校發展多元館際合作，擴大可用資
源，以提升學術研究能量。

◎趙登榜校友尋藍海 帶領憶聲與歌林品牌
轉型　

　憶聲電子2018上半年度轉虧為盈，旗下
歌林與瑞林科技合併年營收有望落在10-11
億。董事長趙登榜（本校會計系校友）去
年接任董事長後，帶領集團積極轉型、調
整架構，確保品牌經營的價值持續成長，
同時因應電商崛起，讓前景不佳的實體通
路退出戰場。趙校友認為，每個人都要有
寬廣的視野及多方面的學習，才能成為職
場中不可或缺的人才；將秉持活到老學到
老的毅力，持續帶領憶聲集團邁向更有願
景的未來。（資料提供／校友服務暨資源
發展處）

◎主題：著作權，試試看您能不能答對：

1 . （   ） 著 作 權 的 保 護 採 行 「 屬 地 主
義」，所以權利人要主張其權利，應依循當
地的法律。

答案：1.（○）

●諮商暨職涯輔導組

值。
二、「網路校園浩瀚載學」，建立一站式全備
的教學行政組織，導入各項網路資源與工具，
例如「iClass學習平台」，協助教師發展數位
教學多元模式，創造無所不在的教學與學習服
務；同時擴大現有遠距教學課程之應用範疇，
完善數位課程內涵。最後以學習者為中心出
發，發展通識教育、專業基礎、前瞻趨勢與課
業輔導等自主學習課程，擴大網路校園效益。
三、「蘭陽三全永續未來」，以「韌性蘭陽、
永續未來」為主題，透過蘭陽校園跨系師生合
作、各系相關必選修課程規劃參與，及與宜蘭
在地社區社群團體、產業及政府部門的合作夥
伴關係，建構蘭陽校園永續發展之教育平台。

二、「境外人才積極引進」，邀請國際知名
大師到校演講、指導研究為首要重點，另有
與國際學研機教授建立研究合作關係，邀請
國外青年學者來校進行博士後研究，提供境
外碩博士生、大學部學生來校短期研究獎學
金等措施，以引進境外人才，維持學校的研
究能量。
三、「AI領軍邁向頂尖」，本校發展智慧機
器人多年，已經累積許多研發成果。在AI全
面發展的時代，將積極推動AI的跨領域應用
研究，鼓勵更多跨院系的教師參與，使其兼
具頂尖與特色；同時利用跨領域應用的研究
成果，主動與產業界需求鏈結，再透過雙向
聯繫，開發更多具特色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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