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日硼中子捕獲治療菁英學術交流會
議學者會後留影。（圖／潘伯申提供）

　【記者張容慈專訪】當行駛於交通道路上感
到乏味時，打開收音機，廣播電臺主持人的嗓
音傳入耳中，頓時療育人心，「廣播」在人們
心中存在著什麼樣的意義呢 ? 對孫銘宏而言，
是他生命旅程中不可或缺最重要的部分。
　2 年前自淡江資圖系畢業的孫銘宏自小熱愛
廣播，今年甫榮獲第 55 屆廣播金鐘獎「社會
關懷節目獎」及「社會關懷節目主持人獎」兩
項大獎，緣自於大學時期加入淡江之聲廣播電
台，經過 3 年專業訓練，畢業後進入警察廣播
電臺 2 年，主持「礙運動」身心障礙者之體育
運動節目，訪問許多身障人士如何做運動並
「愛」上運動。
老師鼓勵記在心　考進淡江之聲
　國中時期的孫銘宏喜歡在讀書時光收聽廣播
節目，老師曾經稱讚他，「你的聲音這麼好
聽，有沒有想往廣播電臺的方向發展？」這一
句話，如一顆種子深埋在孫銘宏心尖上，隨著
年歲慢慢萌芽，以大學考進淡江之聲電台的實
習經歷作為養分，不斷滋養、成長、茁壯。
　憶起在淡江之聲度過的三年時光有苦有樂，
孫銘宏記憶猶新，大四時他不僅一肩扛起金韶
獎轉播專案執行長之責，同時擔任「心情日
記」廣播節目主持人，與學務處諮商暨職涯輔
導組（現改為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
合作，每週邀請一位諮商心理師，談論學生可
能遇到的大小問題，透過談話提供聽眾不同的

思考方式。
　在擔任執行長的領導職務上，孫銘宏懂得以
「換位思考」的方式帶領團隊，「領導一個團
隊的過程，難免遇到摩擦與溝通問題，所以即
使忙碌，我仍堅持主持一個節目，站在他們的
角度思考，除了提升說服力之外，彼此之間也
能互相體諒。」三年之中打穩的基本功，讓他
在未來進入廣播領域如魚得水。
跨領域學經歷　能夠游刃有餘
　大學期間，主修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的孫銘
宏，將所學結合專長，拓展思考面向，讓他在
製作節目時，整理資料有清楚的脈絡，檢視資
訊時，謹慎判斷其來源的權威性。他表示：
「跨領域學經歷能夠使我在各項職務上更游刃
有餘。」
　談到他與團隊同仁尚恩、倚樂和 Manga 四
人一起製作廣播節目「礙運動」時，孫銘宏說，
一開始本來想做批判性的辯論節目，邀請身心
障礙朋友與政治人物上節目溝通，思考政府提
供的資源對身心障礙人士是否充足，但後來與
身心障礙受訪者接觸與交流後，發現他們其實
都很正能量。他笑言：「也許一開始我們都預
先在心裡給他們貼標籤了，其實他們很能把握
自己擁有的東西，也很珍惜身邊的人事物。」
　尤其讓孫銘宏印象深刻的是，在「礙運動」
節目中，其中一次的運動項目為「地板滾球」，
身心障礙者能從事的運動已經不多，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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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孟雁投身西語翻譯
　西語系兼任教師、蘭印藝廊共同創辦人陸孟
雁講授西班牙語翻譯課超過十年，她很高興本
校將翻譯當成重點課程。父親是我國外交官，
從小就看著父親擔任翻譯、口譯，她也跟隨父
親職務調動而周遊列國，到過非洲法語系國家
喀麥隆，學習法語、西語。因為姊姊法語很
好，所以她決定把西語讀到精熟。陸孟雁自大
學時期接觸翻譯、口譯工作，研究所畢業後進
入中國廣播公司海外部主持西語節目，並擔任
翻譯員，經歷過多次國家元首接待邦交國外賓
的場合，她很樂意將多年累積的「漢西翻譯」
各種經驗與知識傳授給學生。（文／舒宜萍）

　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廖育卿是同學們口中總
是帶著陽光氣息的老師，獲得「107學年度教
師評鑑優等獎」的她，踏入杏壇界後的核心思
維「蕾を期待する」以花蕾比喻年輕人，要尊
重年輕的生命力，並認為每一位同學都擁有無
限綻放的能量。
　廖育卿講授日本名著選讀、日語會話、中級
日語讀本、日本應用文等，她特別提到在「日
本名著選讀」時會帶同學讀名著的入門書、將
文學、戲劇作為課程題材，從故事的角度去思
考人生與進入社會後的態度，讓同學們在閱讀
名著時練習思辨能力，也容易去解構書籍、戲
劇背後的意義。她最擔心的是：「同學們因畏
懼而不懂得把握時機跨出舒適圈，同時也認
為在臺灣的教育裡，沒有教學生如何面對失
敗。」因此她常將書中的寓意分享給同學。
　她常以臺灣人與日本人文化的不同舉例：
「之前知道拜神社要拍兩下手，我到了日本不
管是什麼廟、神社都拍兩下手，殊不知原來有
分神道教跟佛教，是不同的拜法！」所以在日
文系裡唸的不僅是日文，更需要學習的是日本
人的精神，廖育卿會把自己的專長「茶道教
育」放在課堂裡，以茶道的精神抽絲剝繭的教
導每一個環節，從茶道看日本人的生活態度及
人性觀察，像是日本人對用來點茶的茶筅表達
尊敬之意，可以看出他們對物品的情感；燒茶
時的碳也可以細分很多種類的味道，可以看出
日本人對細節的講究。
　在日常教學研究中，廖育卿參加學會，將所
專精的日本文學專攻及茶道文化寫成論文，也
常將教學場域相關活動作為實踐報告發表，甚
至帶著日本文化社同學實作，觀察學生學習
情況，如何展現學習「敬語」的成果等，她
認為：「因為有背後的努力，才有人前的成
功，眼界所及的景象，其實來自於不簡單的過
程。」她從不藏私的將自己畢業後所經歷的職
場經驗、生活經驗與同學分享。
　在茶道界有正式的茶名「廖宗育」，為茶道
宗師家元掌門人所取的，廖育卿說，「育」
字是希望能夠透過茶道精神，繼續孕育莘莘學
子，這也是她學習茶道精神教育的最大緣由。
　最後，她提到要對任何事永遠保持好奇
心，在科技發達時代，繼續學習如何將課程
化為以實整虛，她希望同學在接觸不同領域
時，都能觸類旁通，也期許自己繼續運用，以
精進提升在教育和研究上。（文／鍾明君）

讓同學綻放無限能量
日文系副教授廖育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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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獎
位受訪者在訪談中分享，自己非常喜歡這項運
動，因為身體狀態限制了他的生活，雖然在生
活中有許多事情無法控制和處理，需要他人協
助，但是地板滾球這項運動，是少數能照著自
己的想法完成的事。「聽了之後覺得既感動又
心痠，這讓我反思良久，覺得自己應該要更加
珍惜、感恩，同時也懂得把握當下，思索如何
讓生活變得更充實。」
　談到製作「礙運動」廣播節目的困難點，孫
銘宏說，「沒有畫面」是製作節目時需要考量
的一大要素，也許很多運動很有趣、很有話題
性，但是沒有辦法透過聲音傳達出該運動特色
的話，就只能捨棄這項主題。「廣播和影片的
差異就是有無影像呈現，雖然無法透過影像表
達畫面，但是廣播能帶給我們更多的想像空
間，不受拘束的思考。」
　而在製作節目的過程中「聽眾想聽什麼？」
是孫銘宏最注重的要素，他分享：「聽眾對什
麼感興趣、是否能正確接收節目想要傳達的理
念，是我們最重視的事情，同時也是這個節目
的存在意義。」
暖心陪伴有需要聲音的朋友們
　孫銘宏與團隊已開始規劃明年新一季廣播節
目，希望能在第一季與受訪者帶領節目團隊體
驗運動的不同面向，新的一季節目將以體驗休
閒活動為切入點來設計。
　最後，年紀輕輕就得到金鐘獎的肯定，孫銘

宏鼓勵學弟妹們，「多嘗試不同的事物，找到
自己有熱忱的事情，遇到挫折不要氣餒，堅持
做出一定的成績，清楚每一件忙碌的事情帶給
自己的成長意義，然後，莫忘初衷，持續努力，
向前邁進。」
　喜歡透過聲音帶給聽眾溫暖力量的孫銘宏，
懷抱信念與熱忱，以「陪伴有需要聲音的朋友
們」理念踏上漫漫廣播路，未來，他會繼續在
廣播領域發光發熱，為廣播生態注入新活力。

▲廖育卿從不藏私將所經歷的職場經驗、生
活經驗與同學分享。（攝影／黃歡歡）

歷史系辦唐代文化國際研討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由本校歷史系與國
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合辦的第十四屆唐代文化
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1 月 27 日在本校守謙國
際會議中心 3 樓 HC306 及 28 日在臺北大學文
1F01 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臺、美、日、韓、
香港及大陸多所大學相關學者共發表 58 篇論
文，國外學者多以視訊方式與會。
　研討會共進行三場專題演講，分別邀請國立
成功大學名譽教授王三慶、日本明治大學東亞
石刻文物所所長氣賀澤保規及大陸陝西師範大
學中國唐史學會會長杜文玉進行專題講座。
　會中研討多樣化的主題，涵蓋唐詩、傳奇、
史學、文學、宗教、國家治理、律法、佛經、
石刻藝術、墓誌等，以更深入研究唐代盛世的
各種文化樣貌。邀請學者包括加州大學聖地牙
哥分校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吴琦幸、韓國
外國語大學歷史系主任金相範、香港中文大學
等學者、大陸復旦大學等 14 所大學相關教師，
及國內臺灣師範大學等公私立大學教授研討。

大陸所談美選後中台新局勢
　【林薏婷淡水校園報導】11 月 11 日晚上 7
時，大陸研究所在臺北校園舉辦「美國選舉落
幕，美中台新局勢」座談會，由大陸所所長陳
建甫主持，邀請兩岸政策協會理事長譚耀南、
大陸所副教授張五岳、助理教授洪耀南，針對
美國總統選舉對兩岸局勢觀察影響進行說明，
與約 20 位師生探討美中臺新關係的未來發展。
　譚耀南說明這次選舉現況，認為川普雖試圖
讓結果翻盤，但可從中累積政治能量並削弱拜
登擔任總統的正當性，整體觀察美中關係這一
年應不會有太大變化。張五岳指出，這次雙方
在疫情、種族、經濟等攻防激烈，卻在對中議
題有極高共識，無論誰當選都會順應在美之反
中民意，目前來看中國大陸對臺還沒有很明確
方向，建議以穩健步伐，先求穩再求好為主。
　洪耀南從現今國際局勢、臺美近期緊密合作
等面向來談這次美國總統選舉，他提及，未來
無論誰當選，美臺關係不會改變，兩岸關係短
期內不會有太大變化。

林彥伶分享服務課程轉化 USR
　【記者張品濂淡水校園報導】商管學院舉辦
「多元與創新」講座，於 11 月 12 日中午 12
時於 B302A 邀請經濟系系主任林彥伶主講：
「USR 是什麼？能吃嗎？從 Service-Learning
到 USR」之講座，她說明如何從專業知能服
務學習課程擴大到 USR（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計畫的經過、意義以及社會價值。
　林彥伶分享其多年帶領「經探號」經濟系同
學到柬埔寨服務的過程，經由進入當地、觀察
當地小朋友的需求、思考如何預先規劃、實際
操作、找尋資源，帶領學生參與計畫並一一解
決問題之經驗。她也舉例另一主題為海洋保育
淨灘活動，從暑假找尋淡水各校志同道合的老
師，包括齊柏林基金會，整合力量，甚至成立
粉絲專業，每週發送議題式相關新聞，到小學
去宣導環境教育，促成洲子灣淨灘活動。

宋啟辰講零售業人力資源
  【記者張容慈淡水校園報導】管理科學系於
11 月 6 日上午 10 時在商管大樓 B713 以「新
科技應用下，零售業的人力資源轉型」為主
題，邀請全家便利商店公司人力資源部部長宋
啟辰蒞校演講，談論新科技時代的人才需求與
學生應具備跨領域的能力，「變遷永遠沒有終
點，做有價值、有溫度的事情，保持學習動力，
一切皆於畢業後才開始。」逾 260 學生聽講。
　宋啟辰說明，當 AI 人工智慧快速發展，科
技不知不覺滲透至生活與工作中，邁入零售業
4.0 階段，傳統「選、育、用、留」的人力資
源概念，已不足以應付快速變遷的社會環境，
數位時代培育專業人才，必須具備多樣能力，
可多加強資料科學領域的相關知識。

理軟體，不如改為「雲端服務」更為有效益，
「如果我們在團隊中可以即時工作，透過雲
端硬碟共同協作的方式比單打獨鬥更為省時省
力。」甚至可快速產生專業簡報，因此在資訊
安全環境下，可以提升處理速度、達成效率。
　接著由資訊處網路組組長張維廷主講資訊安
全，他強調，臉書上充斥廣告，常用便宜價格
吸引目光，但如需購物應到正統專業的購物網
站，以免日後產生糾紛。另外網路上消息來源
廣泛，看到任何訊息都應停、看、聽，每個人
都必須小心求證，盡到查核的責任，不隨便轉
傳是基本的認知。

葛校長推動數位轉型

▲甫獲今年廣播金鐘獎兩項大獎肯定，孫銘宏
唸書時最愛待在淡江之聲。（攝影／游晞彤）

潘伯申等獲臺日放射腫瘤醫學界重視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校長葛煥昭於11月
17日下午2時在覺生綜合大樓I501室由資訊處
舉辦的一級主管資安會議中，手持微軟Surface 
Go 2，開心宣布：「要打造淡江成為無紙化智

慧校園，Surface to go！」並致贈每位一級主
管一部，方便開會時使用，下次全校行政會議
將以無紙化方式進行會議。
　資訊處資訊長郭經華介紹，以後不論開會

或討論，運用MS365和MS 
Azure等軟體打造全雲端校
園，該軟體功能強大，在教
學、行政、研究、服務上皆
可以推動數位轉型，之後還
可以服務校友及校友企業。
教 學 支 援 組 組 長 林 東 毅 表
示，未來會開設全校性教育
訓練工作坊，教導同仁以手
機、平板、筆電皆可使用。
　郭經華說明大數據、人工
智慧、物聯網是現在必備的
資訊應用，與其升級資料處

打造無紙化智慧雲端校園

獲廣播孫銘宏 熱愛廣播 療育人心

周文祺贈    軟體
　【記者麥嘉儀淡水校園報導】化學系在11月
20日中午12時於鍾靈化學館Ｃ308，舉行化學
系與侖新科技公司鍾靈化學館虛擬實境設備系
統捐贈儀式，由化學系傑出系友、侖新科技公
司執行長周文祺博士，捐贈兩款VR設備，分
別為「簡易版」及「高階版」，前者與手機配
合直接使用，也方便攜帶；後者則為體驗感更
好，配有耳機以及遙控器，在使用時還有語音
說明，化學系主任陳曜鴻表示，此款可用於對
外招生及展示之用。
　周文祺向師生們介紹可以看到360度場景，
如何配合軟體使用VR設備，已建立一套軟
體，在「Google poly」中可以找到，ＶＲ設備
已內建有化學館實驗室等60個場景，等於整個
鍾靈化學館都「放進去」，細緻到連實驗室儀
器都看得十分清楚，並附上很詳細的文字介
紹，就好像鍾靈化學館入口的周期元素表，也
透過VR設備放大以及解說。其使用方式也很
簡單，透過掃碼進手機即可用，不過，周文祺
提醒到如果利用「Expeditions」這個apps，來
配合使用會更好。
　化學系11月12日中午12時至下午3時於商館
B206邀請周文祺主講：「AI與Deep Learning的
科學應用與實作」，由他的恩師林志興教授主
持，利用實務角度讓同學學習使用AI的工具，
約40人參加，都是來自不同系所，甚至包括日
文系以及商學院同學。周文祺坦言：「AI跟我
們的生活已經綁在一起。」先向同學們介紹AI
的發展，說明AI在生活上的便利性和重要性。
　他以Python語言搭配Tensorflow 2.0與Google 
Colab平台，實作數種Neural Network以及Deep 
Learning的演算法，讓同學們可以透過實作過
程中，了解到AI的操作。周文祺對臺灣的AI
發展，認為臺灣有著很好的人才以及軟硬體，
但整體策略上沒有好好的推廣AI，落實的還不
夠，臺灣的啟動速度還是慢一點，所以目前還
是被幾所大公司主導。不過他也再三強調臺灣
人才沒有問題。他表示：「可以將AI課程與其
他課程融合在一起製作專題來教導同學。」

　【記者宋品萱淡水校園報導】本校資訊處與
優久大學聯盟於11月25日（週三）在守謙國際
會議中心有蓮廳，舉辦「2020第五屆亞太大學
智慧校園研討會暨成果展」，邀請校長葛煥
昭、董事長張家宜、教育部次長林騰蛟校友、
本校校友總會理事長林健祥及台灣微軟總經理
孫基康出席與會。
　今年以「讓我們上雲去–大學雲端應用實
務」為主題，啟動本校與微軟合作打造全雲端
校園（Serverless University），並舉行啟動儀
式。研討會延續智慧校園主軸，更擴展範疇，
分享數位轉型、教學創新、校園雲端應用、學
生學習與就業發展、校務研究成果等議題，期
待能把握契機，營造新視野，開創新格局。

　上午將舉辦三場專題演講，主題分別為「數
位轉型－大學資訊化現況與未來」、「全雲端
校園－臺灣高等教育應有的視野與行動」及
「智慧服務－服務機器人的校園應用」，下午
則分三個場地分別討論「智慧教學與創新服
務」、「數位轉型與校園雲端應用」及「校務
研究－學生學習與就業發展」。 
　資訊處資訊長郭經華表示，研討會邀請專家
學者針對「大學資訊化現況與未來」、「AI
時代大學校園新思維」、「服務機器人的校園
應用」等議題進行專題演講，並針對「智慧
教學與創新服務」、「數位轉型與校園雲端
應用」、「校務研究－學生學習與就業發展」
等，分享實務運用與執行經驗。

資訊處舉辦亞太智慧校園研討暨成果展
▲化學系友周文祺（右4）捐贈VR眼鏡及軟
體，將化館影像化為立體。（攝影／游晞彤）

▲

▲葛煥昭校長在資安會議中說明，將推動數位轉型，打造無紙化
智慧雲端校園。（攝影／舒宜萍）

　【舒宜萍淡水校園報導】理學院粒子治療藥
物研究中心主任潘伯申、陳志欣與陳銘凱老師
於10月31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盛大舉辦第二
屆BNCT台日硼中子捕獲治療菁英學術交流會
議，除獲學校經費大力支持外，會議內容深受
國內放射腫瘤醫學界的高度重視。潘伯申更因
研究此項合成技術，連續2年獲行政院原子能
委員會補助，及108年度學術合作研究計畫的
「優良計畫得獎人」。
　這項硼中子捕獲治療之設計與合成技術亦獲
得臺北榮總、林口長庚、臺大醫院、中國醫藥
等醫院重視，當天均派了專科醫師代表前來與
會，臺北榮總醫師陳一瑋表示，由於這是一項
非常新穎的腫瘤標靶性粒子治療，在研發過程
中惟有透過不斷的交流溝通，治療的觀念技術
才能獲得突破與發展。而臺灣放射腫瘤學會的
硼中子捕獲治療小組，已邀請潘伯申共同撰寫

國內第一本針對專科醫師欲從事硼中子捕獲治
療的訓練手冊。本次會議同時也將本校的研究
能量與其他國家進行接軌，對於提升本校的國
際能見度有著重要的幫助。
　此會議之前，日本大阪府立大學 Mitsunori 
Kirihata 教授主持的硼中子治療研究中心，及
大阪醫科大學BNCT中心主任小野浩二教授，
同意與本校粒子治療藥物研究中心簽署合作
備忘錄，大阪府立大學該治療研究中心更與 
Stella Pharma 合作，取得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許
可，今年三月已正式推出含硼用藥，未來可望
取得相當大的研究合作機會。
　而新加坡國家癌症中心新加坡國立癌症中心
的 Song-Chiek Quah 醫師也說：「雖屬萌芽階
段，這次參與交流收穫豐富，也讓我更加了解
到硼中子捕獲治療的巨大潛力，也願盡我之力
向學界推廣此項新式的癌症治療技術。」本次

由於新冠肺炎影響，透過視訊會議讓各
國教授們交流依然能充分溝通，日本東
京工業大學中村浩之教授表示：「是在
淡江大學團隊盡心安排之下，讓與會者
進行了充分且富有成果的討論。在此我
要向淡江主辦者致上誠摯的謝意。」並
互相約定明（2021）年在日本舉辦第三
屆交流大會。

戰略所分享故事活化教學
　 本 校 戰 略 所 於 11 月 19 日 中 午 12 時 在
T306 舉辦「多元與創新」教學研習活動，
邀請教科系系主任李世忠分享「活化教學 -
故事教學」，國際事務副校長王高成、戰略
所所長翁明賢、與校內教師共 23 名一起討
論故事教學的創新力。( 文／林薏婷）

外籍生參訪林安泰古厝
　推廣教育處華語中心 11 月 14 日（週六）
舉辦「民俗文化日」體驗活動，柯貝儒老師
於帶領外籍生到臺北捷運圓山站的「林安泰
古厝」。從圓山站步行，行經適逢週末開市
的農夫市集，帶同學們體驗臺灣的自然人文
與現代建築。（文／謝采宜）

日文系探討漢生病文學
　日文系於 11 月 12 日下午 3 時在 T503 舉
辦「日治時期台灣漢生病文學」（日本統治
期台湾におけるハンセン病文学），邀請一
橋大學言語社会研究科教授星名宏修擔任主
講人，與近 10 位師生一起探討「癲文學」。
（文／黃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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