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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
導讀／資管系副教授 施盛寶
現代生活人手一機，wifi隨處有，都市
人的生活節奏無不資訊化，資訊化使人
們的生活更加便利，然而資訊化是否智慧
化？理想的智慧城市是何種模樣？在這本
被科技綁架的智慧城市一書中，作者具備
數據科學的知識背景，分成五個章節進行
論述，帶領讀者一窺資訊科技對政治、社
會、經濟各層面的影響，一旦打開資訊科
技的黑盒子，接踵而來的是必須解決「人
群」的複雜性，不僅僅只是改變生活效能
或速度而已，簡化將永遠成就不了智慧的
城市。
作者從下列五個範疇中，為我們一一揭
開大數據在這些生活面向中的利弊得失，
一、自駕車的限制與危險；二、民主與政
治的參與；三、機器演算法下的歧視與偏
見；四、民眾的隱私和自主；五、行政內
部的技術與非技術部門的交互影響。自駕
車的計算與效能是否能因為處在一個封閉
的實驗室中產出的數據，可以保證在複雜
的大街上暢行無阻？值得商榷，甚至必須
重新計算。類似市民專線的管道，提供了
公民發聲的平臺，但真的能賦予公民改變
社會的權利嗎？運用資料比對，必須事先
由人寫入演算的模式，為了更快尋找犯罪
的源頭，由人設定的演算法如何排除性別
或種族偏見，完成純粹的客觀化演算然後
解決人類社會裡，許許多多的主觀性問
題，這樣的難度何其高呀～弱勢的人民，
經常處在貧困階級當中的人民，為處理補
助事宜，即早建立個資檔案之後，就很難
從檔案中刪除了，那麼大眾的隱私與自主
行為，無異於變成一種看得見的祕密。行
政部門的疊床架屋、獨立作業，往往形成
資訊系統不流通，資料庫難以整合的現
象，一旦公部門必須進行急難救助的調派
與整合工作時，倘若概念不足，將會大大
拖垮行政組織的效能。
作者在這本書裡，不僅僅發出警世的聲
響，同時蒐集成功善用資訊大數據的案
例，在這些案例分析當中，作者強調：
「價值甚於效率，為活生生的人解決真正
的問題。」這才真是智慧城市真正需要
的，資訊科技舉凡在經濟、政治、社會，
甚至文化上，科技專家仍然必須與其它領
域的專家進行溝通與協商，「科技」為主
或為輔，都必須有所釐清，才能避免一昧
地戴上科技有色的眼鏡，而忽略了科技
始終來自於人性的價值。最後，僅以Ben
Green在書中提到的：「數位科技並非有
害，一旦誤以為有可能運用新科技打造最
佳狀態的城市，將會使我們無法專注在以
民主和平等的方式改善城市，甚至可能破
壞這種機會。」提醒所有沉浸在資訊科技
當中的人，以及冀望以資訊科技改變未來
的人。

智慧財產權Q&A
◎試試看您能不能答對：
1.（ ）在百貨公司、餐廳、戲院及KTV等
營業場所，播放CD或DVD伴唱帶，要取得
音樂及錄音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
2.（ ）美術蒐藏家購買多幅當代畫家名
畫，決定舉行展覽，為解說著作，主辦單
位可以將展出作品印製於說明書內。
3.（ ）視聽著作及攝影著作的著作財產權
存續期間，是從創作完成時起算，直到著
作公開發表後50年為止。
4.（ ）要檢舉盜版，可以撥打免付費專線
向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刑事警
察大隊（原保護智慧財產權警察大隊）檢
舉，電話是0800-016597
答案：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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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活動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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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為「重視研究的教學型大學」，為使本校教師提昇教學品質以促進學生學習成效，本校申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於109年通過36件計畫，為鼓勵更多教師以教育現場提出問題，以課程設計、教材教法、科技媒體運用等內容，
來參與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本校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舉辦4學門系列講座，邀請東海大學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巫博瀚、臺北
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副教授王鴻祥、大葉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鄭孟玉，以及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體育處教授陳偉瑀分享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與執行經驗外，本校語言系系主任謝顥音說明USR專案經驗，並由中文系副教授林黛嫚介紹「教學
研究型升等經驗」，讓教師在快速學術發展中持續地專業學習，並向學生傳遞最新資訊。本報摘要其精華，與讀者分享。

文／鄭少玲，攝影／鄭少玲、
游晞彤、黃歡歡、蔡依絨、本
報資料照。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暨執行經驗分享Ⅰ：教育學門
>>109年10月6日(二)，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暨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巫博瀚
巫博瀚連續三年獲教學
實踐研究計畫，並於
107學年度獲「亮點計
畫」，巫博瀚認為，
教學是日常生活就一
直在做的事，將這些日
常工作寫成計畫案提出申
請，就有機會獲得教育部補助，是個師生雙贏
的項目，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可分為教學、實
踐及研究三項，除了教學的應用外，還能將教
學用科學、數據等客觀方式來呈現，分享在學
術社群上，也能發揮在研究上。他以5個步驟
分析，如何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步驟一：「問題意識」，從自身課堂或學

生學習過程中去覺察問題，除了具體清晰地敘
述教學痛點，建議可以補充「解決問題的本質
為何」、「為什麼這個問題重要」、「如何解
決」等內容，讓敘述更為完整。
步驟二：「教育目標」，說明你希望學生在
課堂學習什麼？培養學生具備什麼樣的能力。
步驟三：「教學方法」，為了達成教育目
標，可以採用何種教學策略和方法。
步驟四：「課程設計」，除了理論講述授課
外，建議可以設計多元化的教學內容以促進學
生課堂參與度，展現學生學習成果。
步驟五：「學習評量」，如何有效評量教學
成效與學生學習成果，檢驗教學目標達成與
否。（攝影／游晞彤）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暨執行經驗分享Ⅱ：人文藝術及設計學門
>>109年09月29日(二)，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工業設計系副教授王鴻祥
王鴻祥自我反思這17年的教學研究經驗，以
4個層面說明撰寫計畫及執行過程：
層面一：參與教育部舉辦的工作坊以了解計畫
推動說明及補助要點等辦法，才能清楚計畫從
撰寫到執行等的流程。
層面二：分別從「場域」、「問題」、「取
向」三方面深入思考，聽取教育專家學者的建
議與指導，多方交流以擬定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方向及名稱。
層面三：計畫案的重要元素，包括能否改善
重要教學問題、是否掌握某熱門教育議題與理
論、能否建立出可檢驗改善成效的研究方法等
層面四：善用校內提供的高效能支援服務和
充裕資源。
王鴻祥建議，可從以下方向來撰寫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一是場
域，從自己任教的課
堂中去擇定；二是問
題，提出教學痛點，或
是想要培養學生具備何種能
力；三是取向，在第二點中所遇到的問題，你
如何處理行動研究問題，而其中所使用研究方
法以及檢驗工程為何。
另外，王鴻祥建議，在計畫內容中盡可能使
用教育學相關術語和通用語言，才能表現出教
育專業性、向教育專家請教的積極性，以及掌
握熱門教育議題；需具體提出可檢驗改善成效
的科學和客觀的研究方法來說服評審，最後是
留意計劃書截止期限，按部就班地在時限內完
成並提交申請。（攝影／游晞彤）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暨執行經驗分享Ⅲ：商業及管理學門
>>109年10月07日(三)，大葉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副教授鄭孟玉
鄭孟玉連續三年通過教育
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並以數位課程升等，
這次以何謂教室應有
的光景為主題，現場
進行分組討論，先讓現
場教師提供自己心目中好
的壞的學習氣氛，再深入探討如何讓教室學習
氣氛佳，最後提出陳述學生需求、訂定上課公
約、學生的程度與期望與互相了解等方法，希
望老師們能解決在授課中可能遇到的問題。鄭
孟玉表示，藉此案例來說明，懂得提出自己課
堂中的教學問題、進而反思這些問題所帶來的
影響，是提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很重要的環
節，因為觀察自己在教學現場中所遇到的問
題，提出教學痛點並設法解決，以達到師生

平衡、共創師生雙贏。他以計畫形成過程的4
個步驟：一是觀察與提出教學痛點；二是設想
解決方法；三是擬定研究方法；四是執行與落
實，來說明如何撰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攝
影／蔡依絨）

鄭孟玉以教室應有光景為題，讓教師分組討
論並了解如何提教學痛點。（攝影／蔡依絨）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暨執行經驗分享Ⅳ：通識含體育學門
>>109年10月15日(四)，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體育處教授陳偉瑀
陳偉瑀連續三年獲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他提到，
教學實踐研究其實就是
課程與教學實踐研究，
最大的困難，除了不
了解課程與教學設計原
理和如何從課程與教學理

多益大勝利
●李金安（英文系講師）
試試您能答對幾題？
1. The new visitor center is open to the public
and features a photo exhibition _____ the
surrounding excavation of the town.
(A) display (B) displaying (C) will display
(D) has displayed
2.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participants _____
are required to perform on-site drug and alcohol
testing within their workplace.

論中，轉化為課程與教學實務知識外，另外就
是無法提出客觀、科學的信度、效度來檢驗教
學成效，建議可在檢驗教學成效方面提出具體
措施來使評審信服。陳偉瑀認為，教學包含教
材結構、教學策略，以及學習評量；教材結構
有核心基礎知識、高層次任務設計；教學策略
則有師生和同儕討論合作等的學理與教學過程
中的設計；學習評量提供紙筆測驗或是任務型
(A) who (B) but (C) as (D) either
3.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participants _____
plans for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es are most
fully developed.
(A) whose (B) that (C) both (D) and
4. Could you tell me _____ of the four art
galleries in Park City are worth visiting?
(A) those (B) none (C) both (D) which
5.The garden is about a 40 minute drive from
Amsterdam, _____ can also be reached by bus or
bike.
(A) which (B) then (C) but (D) no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評量，這三項必須滿足，同時並說明研究中所
踐研究計畫之中，上述條件都滿足了才會是一
使用的研究工具、如何進行研究分析以檢驗信
份完整的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勉勵教師踴躍提
效、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具體呈現在教學實
出申請。（攝影／黃歡歡）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USR專案撰寫經驗分享
>109年10月28日(三)，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全英語學士班主任謝顥音
連續兩年拿到教學實踐研究計畫-USR專案
的語言系系主任謝顥音說明，USR專案重點
在於場域與課程之間的配合，著重學生的學習
成效，因此如何設計課程和解決教學現場的問
題，並結合理論與實踐是一大重點。她以「繪
本中的多元文化議題」課程說明，撰寫計畫案
時，應先羅列課程大綱包含宗旨與目標，介紹
這堂課的重要性後，進行社會實踐議題分析解
說這堂課與社會議題的連結，然後介紹合作的

機構或對象、擬定服務學習策略方案，以及和
預期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最後提供參考資
料。謝顥音建議，在社會實踐議題分析中可朝
SDGs方向撰寫，強調計畫內容的終身學習、
永續發展等貢獻性，除了說明學生以專業知能
進行社會參與服務的過程，能夠培養或提升學
生的多元能力外，計畫內容也應回應108課綱
所推行之自主行動、溝通互動、社會參與、國
際視野等核心素養項目，以利爭取補助機會。

教學研究型升等經驗分享
>>109年11月04日(三)，中文系副教授林黛嫚
林黛嫚以「慢慢走」為題分享自身的升等經
驗。她說明，本校教師多元升等有學術研究
型、教學研究型、技術應用型共3種管道，研
究升等相關規定後，自己選擇「教學研究型」
方式提出升等，因此根據教學實踐學生學習成
效為主軸、結合「寫作訓練」課程、撰寫寫作
訓練的書籍、向教育學者專家請教等，整理相

關資料申請升等並通過。林黛嫚認為，極力爭
取教學績效、獲優良教師、獲文學貢獻獎、持
續發表期刊論文或會議論文、累積自身專業領
域的具體成績，以及開發具獨創性或前瞻性的
教學或研究成果等，對提出申請會具有加分作
用，她建議，若教師們有想要出版的書籍時，
要留意出版社性質是否有符合自身專業。

108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交流會
教師教學發展中心11月16日舉辦「淡江大學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08年計畫成果發表與交流
會」，邀請108年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共
23位，以「工程」、「商管／USR／技術」、
「通識（含體育）」、「人文／工程」、「教
育」、「民生／社會」場次進行計畫成果發表
及「申請計畫的『眉角』」座談。
座談會首先由歷史系系主任高上雯、資工系
教授陳建彰、統計系助理教授謝璦如、日文系
系主任曾秋桂、教心所所長張貴傑及學動組

組長黃谷臣等分享申請教學實研究計畫的「眉
角」，總共提出「要有明確的目標問題，規劃
如何解決並印證」、「多參加工作坊，吸收前
人經驗」、「不要害怕失敗」，以及研究所課
程可透過「教學設計」及「研究設計」的搭配
進行相關研究等建議。教發中心主任李麗君則
歸納成「三點不漏」的經驗：「盤點」自己課
程的優勢，並吸收別人的經驗；了解教學現場
的「痛點」，思考如何解決；簡單明瞭呈現計
畫的「亮點」，吸引審查委員的注意。

心靈花園

生涯困擾著你嗎?帶你找屬於自己生涯方向
■

資料來源／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提供

小美自從上大學開始，就不確定自己想要
的是什麼，主修的科系是語言，能想到的工
作好像只有行政助理、秘書之類的工作。但
也不是很有興趣。就這樣到了大四，畢業在
即，卻逐漸無力於課業上，每天都提不起勁
上課，最後乾脆選擇不去，但依然對於生涯
方向感到迷惘……
「自己要的是什麼？」、「我有那個能
力嗎？」、「我不知道這科系可以做些什
麼？」這些問題會不斷在腦海裡打轉，甚至
會因此而打結，最後會與小美有相似的狀況
出現，我們透過三個大方向來檢視自己可能
在生涯上遇見的困擾，再對症下藥吧！
了解你的生涯困擾從何而來
美國伊利諾大學教授斯溫（Swain）博士針
對生涯規劃，提出著名的金三角理論，認為
人在做生涯規劃時，要考量「個人」、「資
訊」及「環境」三個因素。思考看看這三個
因素有哪些是困擾著你？
1.個人因素：包含能力、興趣、性向、價值
觀及健康狀況。2.環境因素：包含家庭和師長
的影響、學校、同儕和社會。3.資訊因素：包
含產業發展趨勢及職業類別。

思考該如何解決或尋求資源
從金三角理論中的三個因素，將提供以下
的方法：
1.個人因素：可透過自身生活經驗進行探
索，例如，回想你高中／職時最喜歡跟最討
厭的科目，或是現在喜歡的科目或有興趣的
活動中，試著從問題中找到共同點。
2.環境因素：透過與親朋好友多做討論及協
調達成平衡，若家人與你在生涯方向上有落
差時，可試著用自己的方式調適心情，像是
找朋友聊天、寫日記等方式整理思緒，再想
如何溝通才能讓對方理解並取得平衡。
3.資訊因素：透過講座、工作坊、網路了
解相關資訊，擴展自己視野，例如透過104
或1111人力銀行的興趣何倫碼小測驗，了解
各項職業內容，這可讓還沒有很明確方向的
人，事先了解這職業是否為自己所接受，並
進一步評估該為此職務來補足相關職能。
生涯探索是每個人的必經過程，可能會遇
到許多不如意或當下無法突破的事，如果有
任何問題想找專業的心理諮商師聊聊，歡迎
至諮商職涯暨學習發展輔導中心（B408），
也可以透過心理健康操的網路諮詢。

6.The Jet Running Club has a range of _____
available, including sports watches and dry fit
T-Shirts.
(A) merchandise (B) mercantile (C)
merchant (D) merchantable
【答案及解析】

3. 【答案】(A)，所有格關係代名詞whose指

1.【答案】(B)，原句為… a photo exhibition
which displays the…，省略which，主動動詞改
為displaying成為分詞。
2. 【答案】(A)，關係代名詞who代替先行詞
participants (參與者)。

先行詞participants (參與者)的計畫。
4. 【答案】(D)，which哪一家畫廊(或是哪幾
家)。
5. 【答案】(C)，對等連接詞but連接兩個
動詞片語，前面是is about…後面是can also
be…。連接詞nor是否定的意思，也不。
6.【答案】(A)，(A)名詞，商品；(B)形容
詞，貿易的；(C)名詞，商人；(D)形容詞，
有銷路的。
編輯／林薏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