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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研究院第33次院士會議於7月5日結束，並公布第32屆

文．攝影
母校秘書處
╲

獲選中研院院士
逢甲大學董事 盧志遠博士

新任院士，共有21人當選，其中逢甲大學董事、旺宏電子

總經理盧志遠博士獲選，是中研院第2位來自產業界的院士。
盧志遠博士投身半導體界逾30年，於科技創新及尖端研發皆
有卓越貢獻，獲得許多國內外獎項及榮耀肯定，包括美國電機電
子學會 IEEE 千禧傑出獎章、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研究傑出獎、有
科技研發工程師界奧斯卡獎之稱的 IEEE Frederik Philips Award、
國家最高榮譽科學研究獎項總統科學獎及世界科學院 (TWAS) 工
程科學獎等，更獲得美國物理學會 APS Fellow、IEEE Fellow、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院士、工研院院士、臺大傑出校友、交
大名譽博士等榮銜。而逢甲大學於1999年禮聘盧志遠博士擔任
董事至今，盧博士對逢甲大學校務發展有諸多寶貴意見，更擔
任逢甲大學特約講座，其產業
經營與學術研究的精神與
態度，是每一位莘莘學子
的學習典範。
根據媒體報導，盧志遠
博士對於獲選中研院院士
表示非常榮幸，感謝院士們
和院方的鼓勵，他在4月時知
道獲得提名，已經覺得很光
榮。盧博士更提到，學
術基礎很重要，自己
在念書時並沒有讀過
半 導 體， 而 是 做 真
空 管 研 究， 但 就 是
因為長年累積不少
物 理 基 礎， 才 能
觸 類 旁 通， 成
功轉換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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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水利系海外教學

考察三峽大壩

文╱吳俊鋐(水利系副教授)
攝影╱水利系

▼

2018年7月
17日於中國
大陸長江科
學院水土保
持所舉辦的
開課儀式。

「如果你可以重回大學生活，你希望老師如何教你專業知識並引起你的學習熱情 ?」
多數事業有成的校友都會希望年輕人能夠在大

造成學生當天晚上必須夜宿香港機場的困難，但

學時期多擴展國際視野，而這正是水利系老師們

憑者師長與機場人員協調，學生耐心等候並遵守

長久以來所努力執行的任務。水利系的移地教學

規矩，師生在機場旅館夜宿一晚後，隔天順利回

活動從1996年起開始辦理，主要以前往中國跟日

到台灣。學生學到以耐心及謹慎的態度走過困難。

本水利相關大學或研究單位，至今前往中國已辦

今年前往中國湖北為期八天的活動由7月16日

理八次，水利系師長曾帶領學生去上海看過太湖

開始，在與長江科學院水土保持所的合作下，水

治理工程及海綿城市範例、在北京看過南水北調

利系師生來到漢中最大城市武漢，具有眾多湖泊

工程，今年7月更帶領學生前往湖北宜昌參訪長

及也為長江流域重要匯集點，在此瞭解中國大陸

江三峽大壩工程，近三年也曾帶領學生前往拜訪

對於近年氣候變遷下的水利策略及實務，更理解

日本京都大學，實際瞭解鴨川與琵琶湖的治理。

如何以水利專業服務人民。

參與學生往往從這些偉大工程中體會了水利專業
的知識與實務，更燃起對水利專業的熱情。

逢甲水利系長期辦理移地教學活動也是國內其
他水利相關科系未見的，當被問及長期辦理活動

帶領超過20位學生前往中國或日本並不是一件

的感想，水利系許盈松主任表示：「辛苦，但我

簡單的任務，歷年的移地教學過程也並非都能順

們仍會持續辦理」。簡單的回答也充分顯示逢甲

利辦理。2017年7月由水利系兩位老師由北京帶

人硬頸的精神，水利系師長正以正確的方式帶領

領22位同學回台灣過程中，就曾發生飛機延誤，

學生走向正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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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傑報

逢甲大學董事 盧志遠博士
獲選中研院院士

⊙母校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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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母校蕭堯仁副校長

逢甲大學關鍵密碼
將逢甲人精神永續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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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斯巧

專訪母校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侯勝宗所長

學者入世 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16

⊙吳俊鋐

⊙黃于甄

2018英文簡報比賽

從心相逢  話出我們的逢甲故事⊙陳柏軒、王斯巧

人物專訪
22

專訪越南太康實業集團董事長蔡明助學長

世界首屈一指的製琴藝術家
26

⊙黃于甄

專訪赫得攝影執行長周至剛學長

智媒體時代來臨
創造攝影的最高價值

⊙王斯巧

許士軍大師專欄
30 挑戰「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

的統理典範

⊙許士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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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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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甲大學

■桃園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台中巿西屯區文華路100號
桃園市中壢區內定20街185巷37號
電話：(04)2451-7250
會 長：邱鎮有
http：//www.fcu.edu.tw/
電 話：0937-127550  
校輔處(人言大樓10樓)
總幹事：孫國勛
處 長：王壘
電 話：0928-276675
電 話：(04)24517250＃2550
■新竹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執行長：丁培元
新竹縣關西鎮西安里老街49-6號
電 話：(04)24517250＃2552
會 長：王振能
■逢甲大學校友總會
電 話：0930-762195
總幹事：呂豐昌
台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698號11樓之2
電 話：0936-180686
總會長：施鵬賢
電 話：(04)22308141
■苗栗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秘書長：盧育嫺
苗栗市自治路322號
電 話：0912-558-781
會 長：謝昌益
■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935-347802
總幹事：陳志華
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65號12樓之5
電 話：0935-990500
http：//www.fcuaa.org.tw
會 長：張政文
■台中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2)27083427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路87號3樓
總幹事：蔡文中
會 長：黃文彬
電 話：(02)27319393
電 話：04-27069000
總幹事：蔡榮琮
電 話：0931-466105

■南投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南投市營北里向上路222巷37號              
會 長：李明樟
電 話：(049)239484
■彰化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彰化市中興路31號
會 長：曾國忠
電 話：(04)7111441
總幹事：陳石崇
電 話：0922-424878
■雲林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高雄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高雄市大寮區仁德路17-1號
會 長：郭安貴
電 話：0921-036767
總幹事：林亨峻
電 話：0933-585967
■屏東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屏東市自由路606號
會 長：任峻賢
電 話：(08)7332322
總幹事：蔣和泰
電 話：(08)7742089

■宜蘭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宜蘭縣五結鄉五濱路二段166號
會 長：林接枝
電 話：0932-089199
總幹事：張銘智
電 話：0972-623950
■金門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金門縣金寧鄉湖下196號
會 長：楊肅藝
電 話：(082)326424#11
總幹事：翁克偉
電 話：0937-206900

斗六市北平路55巷28號
■台東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澎湖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會 長：林揮獅
電 話：0910-465998
台東市更生北路148號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總幹事：吳樹屏
會 長：王錦機
會 長：王瑩瑋
電 話：(05)5370988#8307
電 話：(089)222512
電 話：0912-138932
總幹事：洪明豪
■嘉義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花蓮縣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6)9264-115#1915
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128-1號
花蓮市中福路223號
■逢甲大學 EMBA 校友會
會 長：李英蘭
會 長：方清居
電 話：0925-810520
電 話：0919-895428
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169號4F
會 長：吳春山
■台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電 話：(04)22559888
台南市歸仁區公園路216號
秘書長：丁榮村
會 長：王明習
電 話：(04)23863322
電 話：0932-870172
總幹事：賴國宏
電 話：0911-961888

徵信錄

潘懷宗博士專欄

47 校友會會員年費及各類捐款

32 健康的蔬菜水果

吃錯了，也會讓你生病喔！

⊙潘懷宗

活動看板
吳順勝副總會長專欄

47 EMBA菁英回娘家

34 漫談禪的人生經營哲學  

⊙黃于甄

47

中區金融保險系友會

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暨秋季旅遊

聯誼活動
36

臺中市校友會人文關懷、社區公益粽香端午聯誼活動！

逢甲慶端陽 萬粽歸一心
38

⊙丁國正

北區統計系友會

自然文史一日遊

   ⊙陳韋佐

校園采風
40

建設學院

運輸物流 探索無限未來
42

⊙陳方元

01 陽信商業銀行
02 龍滿有限公司
04 寶島手路菜
21
22
46
48

陳怡慶學長 ( 國貿62)
周蔡鑫學長 (EMBA 高階104)

先麥食品 ( 股 ) 公司

⊙許煜亮

吳宏文學長 ( 銀保75)

萬通票券
三商美邦人壽
吳春山學長 (EMBA 高階103)

封底裡  華南產物
封

知識饗宴

吳生泉學長 (EMBA 文創97)

九泰通運

封面裡  麗明營造

資電學院

穿戴式運動聯網科技

44

贊助廣告

底  台灣日立冷氣

《逢甲人》徵廣告 ！

美容保健

如何保養會說話又傳神的眼睛

⊙彭春梅

詳情請洽
逢甲大學台北市校友會
(02)2708-3427

《逢甲人》
訂閱申請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南路18號
董事長：王進勝
電 話：(04)23505599
秘書長：黃英哲
電 話：0935372242
■高雄市逢甲歡喜人協會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興華街55號
理事長：張志哲
電  話：0939-363932
執行長：賴俊銘
電  話：0933-591609

主要負責人名錄

■逢甲大學 EMBA 學術發展基金會

地區校友會

台北市復興南路2段65號12樓之5
董事長：蔡練生
執行長：賴文堂
電  話：(02)27083427

海外

■逢甲大學台北市校友文教基金會

■日本校友會

■美國華盛頓D.C.校友會

■馬來西亞校友會

■泰國校友會

東京地區總召集人：石滋文
會  長：王東輝
信箱：fengchiamalaysia@gmail.com 會  長：鍾國松
電  話：443-756-7566
電 話：66-81-8161247
電  話：03-33779847
會  長：陳德來
總幹事：黃東城
大阪地區聯絡人：蔡伸雄
電 話：60-12-3309734
■美國西雅圖校友會
電 話：66-81-8031109
電  話：06-63931550
副會長：陳聞驄
會  長：紀碧霜
電 話：60-13-3201314
■美國北加州校友會（舊金山地區）
■新加坡校友會
電  話：425-427-8916
副會長：黃循熠
副會長：涂漢屏
名譽會長：張人睿
會  長：余清安
電 話：60-12-2101259
電  話：253-8744940
電  話：415-681-5684
電 話：65-66655888
總幹事：劉斌傑
會  長：金大銘
電 話：60-12-3008633 ■中國大陸校友會
■加拿大加西校友會（溫哥華地區）
電  話：408-6275847
信箱：joinfcuaa@gmail.com ■香港校友會
會  長：盧壯智
副會長：秦玉娟
電 話：1390-1799022
會  長：陳美芝
電  話：408-7813689
會  長：潘國珍
副會長：鄭連興
電  話：604-719-8133
副會長：陳紹卿
電 話：852-96801352
電 話：139-01799022
副會長：劉超軍
電  話：408-7813972
■
澳門校友會
副會長：傅文信
電  話：604-581-9200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洛杉磯地區）
電 話：152-21250920
會  長：江嘉政
■加拿大加東校友會
秘書長：歐欣瑂
電 話：853-66112382
信箱：fcuaascusa@gmail.com
會
長：顧振森
電 話：1861-6531578
名譽會長：陳蓓蓓
■汶萊校友會
電
話：905-812-5313
電  話：626-487-3888
會  長：鍾昌華
   
副會長：陳勝誥
會  長：馮作君
電 話：03-335160
電  話：647-499-7926
電  話：909-598-8235
副會長：莊祐欣
■印尼校友會
■澳洲昆士蘭校友會
電  話：909-595-6738
信箱：fengchiaindoalumi@gmail.com
會 長：姜如霞
會  長：馬德東
電 話：0434-905-168
電 話：62-818904889
總幹事：陳聖偉
電 話：0426-588-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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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斯巧．攝影／許惠娟 （

經管 100
）、陳幼蘭 （ EMBA
高階 ）
EMBA
99、張政文 （工工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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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逢甲人精神永續傳承
逢甲大學關鍵密碼
專訪母校蕭堯仁副校長

▲蕭副校長是工工72的校友，去年和李校長
出席工業工程系50週年慶。

FENG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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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報導

母

校建校已逾半世紀，現
已邁入下一個 50 年，教

職員工近 2,200 人，已培育出
17 萬名社會中堅，畢業生整體
表現自 2008 年起每年均名列
臺灣 1,000 大企業最愛大學生
前 10 名，顯示逢甲畢業生的
優質，並是企業最愛進用的人
才。母校之所以能有今日的佳
績，除了教職員工、在校生、
校友的優良表現之外，歷任校
長及副校長更是偉大的領導
者，感謝蕭副校長在百忙之中
接受月刊的專訪，藉由專訪，
就讓蕭副校長與我們分享他的
見證與想法吧！

▲蕭副校長曾任經管院院長和EMBA學長姊互動密切。

蕭副校長於民國68年進入母校就讀工工系，並

校的用心是首要的關鍵，尤其母校背後並沒有財

於民國81年回母校就職，一路從工工系副教授、

團支持，全靠學校自己經營，歷屆董事會均由公

進修推廣學院院長、總務長、經營管理學院院長、

益董監事及校友董事們所組成。董監事們無私奉

研發長，到現在擔任副校長，負責校務的研究與

獻，對於辦學及校務發展，扮演著全力支持學校

發展。歷經20多餘年在逢甲的光陰，親身接觸並

發展的角色，絲毫沒有一點馬虎，秉持著學校要

感受母校辦學的付出，尤其是更能感受到母校對

做，就要做到最好的信念，一直大力支持校務發展。

學生及校友的用心與熱心。
母校辦學卓越  關鍵的金三角

校長及全體教職員工的辛勤耕耘
逢甲就像是一個充滿溫暖的大家庭，從你踏

母校有如此優秀的成績，全是因為各方的努力

入逢甲的那一刻開始，不知覺地就已成為了這裏

耕耘，對此，蕭副校長表示，這來自於母校關鍵

的一份子。蕭副校長說：「每年，在近清明節之

的金三角，而這金三角是什麼呢？其中包括了：

際，董事長及校長都會率領著幾位一級主管，前

「董事會、校長與全體教職員工、校友」！

往追思已故教職員工，這就是逢甲情，也象徵著

母校董事會董監事無私奉獻
蕭副校長提到，歷任的董事長與董監事對於學

學校永遠存念感恩曾為母校付出與努力的每位教
職員工」，因為有這些前人的努力，讓後人可以
享受並擁有今日的成果。蕭副校長提到，如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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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逢甲的聲音遠播世界角隅。

業經營一樣，最重要的是要如何永續，而正當人

角，帶領母校成就更璀璨的未來，這也是逢甲的

人高喊永續之時，什麼是永續？永續應可如何更

DNA 密碼，也是他校所沒有的。金三角最重要的

為直白呢？在享受前人所留下的一切時，蕭副校

本質及核心，完全是為了母校的所有在校生，從

長反思：我們也應該要秉持著前人的精神，為年

產學合作到母校的校地規畫，都是為了培養出社

輕及未來的教職員工創造更好、更穩定的發展環

會、企業及國家所需要的人才。

境，讓他們能無後顧之憂的為學校，為辦學盡心
盡力，這也就是所謂的永續吧！
畢業校友的優秀表現

固，各方面表現良好且創造優質的辦學成績，家
長們自然放心讓學生前來就學，如此就不用擔心
少子化所帶來的衝擊。蕭副校長風趣幽默，但談

金三角的另一個重要關鍵，就是畢業的校友

起個人的想法，則有著他獨到的理念與堅持，眼

們。畢業校友們的優秀表現受到社會的肯定後，

神中更是透露出他對學校及在校學弟妹的熱忱。

工作穩定之時，也更願意以無形及有形的力量來
回饋母校。蕭副校長笑著說，每當聽到外界讚許

我校光大永無疆  校友是母校最大的力量

逢甲校友的優秀表現及高強度的凝聚力時，自己

近幾年來，蕭副校長多次參與校友活動，並

也跟著大聲的說：「我是在逢甲服務的呢！」校

跟學長姊們一同唱著校歌的同時，除了感受那種

友們的表現讓逢甲人均與有榮焉，且引以為傲。

令人感動的氛圍外，也讓蕭副校長對校歌歌詞作

校友們在外界的表現，及自身對於學校的肯定，

了進一步的解讀，校歌的歌詞是否就是前人對所

絕對是母校最好的成就，畢業校友們的支持力量

有師長、在校生、及畢業校友們的期許及勉勵，

是相當強大，對社會評價有極高影響性。

尤其校歌的最後一句「我校光大永無疆」，蕭副

強大的金三角 是母校致勝密碼

10

蕭副校長強調，只要將這個金三角建構的穩

校長指出：「所謂的無疆，指的不光是區域，更
包括了時間軸」，校友們團結的力量是無限大且

就因為「董事會、校長與全體教職員工、校友」

無止盡的，每個校友各自在自己的領域都有著一

彼此穩固的銜接串聯，而形成一個最強大的金三

片天，而這些校友所擁有的人脈更是擢髮難數，

FENG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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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雙手無法擁抱全世界，但大家手牽手

校友或是校友會，能跟學校一齊來辦學，並協助

心連心，將全部的力量集結在一起，才能真的永

年輕畢業校友，將會大大縮減他們成長並發光發

無疆」，蕭副校長深信，畢業校友的力量絕對是

亮的時程。

母校最大的後盾。

諸如，台北校友會成立逢青團，則是一個相

與校友們一同為辦學努力  善用優秀校友資源

當好的體制，可藉由逢青團把逢甲人的精神凝聚
起來，發揮承先啟後的效益。中區逢青團亦也成

因此，蕭副校長認為，要把辦學這一個任務

立，未來若能在各地成立逢青團，讓剛畢業的逢

做好，不光光是學校的積極努力，其中也應融入

青校友，即使離開家鄉到外地工作，也能即刻地

畢業校友的力

與逢甲校友

量， 校 友 們 應

會 連 結， 並

與學校一齊辦

享受到相互

學， 透 過 產 學

照顧與提攜

合 作、 就 業 實

的社會網絡

習 等 等， 提 供

資 源， 在 受

給在校生更多

到關懷協助

學 習 的 資 源，

之 下， 必 能

把已有架構性

讓逢青校友

的 金 三 角， 建
立成更具結構

焦點
報導

對學 長 姐 校
▲台北校友會今年新春團拜時蕭副校長和母校師長以及台中校友會開心合影。

友及母校產

性的系統，透過架構性線條的勾勒，實踐系統的

生更多的認同感與向心力，將逢甲人精神繼續傳

紮實。

遞下去，進而將力量回饋給在校生，如此將得到

提攜畢業校友後進  永續傳承逢甲精神

永續的良性循環。
總言之，若校友會及系友會能與在校生的學生

在校生自母校畢業並剛進入職場，是為社會新

會及系學會做連結，讓在校生在學時，即能與畢

鮮人，若無特殊因緣際遇，一般則需一段長時間

業學長姐密切互動，在校生則於在校期間，即能

的摸索及辛苦奮鬥的過程，尤其現今時代趨勢演

提前體驗社會的趨勢，且在畢業後能有感地加入

進及大環境變化的速度非常快。然而最能實際掌

校友會，以作永續的傳承。在他校所沒有的金三

握經濟與社會脈動的，是分散各地及跨領域的校

角密碼下，逢甲必會持續締造一

友學長姐們，若有他們的助力，將跳躍加速年輕

波又一波的巔峰。永遠被抄襲，

畢業生與社會接軌的速度，相對地，校友企業也

但 不 會 被 超 越， 讓 所 有 的 逢 甲

會有好的人才挹注，進而校友會的網絡及效益，

人，都能昂首闊步，高聲吶喊「我

亦能快速擴大及永續。蕭副校長認為，若是資深

是逢甲人」。

《蕭堯仁副校長》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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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于甄．攝影／許惠娟

、母校公創所
經管 100)
(EMBA

學者入世 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專訪母校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所侯勝宗所長

12

▲2017年台灣計程車學院親善司機陪同身障者
愛心出遊。

▲2017年B型企業王道中心於母校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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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報導

侯

勝宗老師任教於公共事務與社會創新研究
所（以下簡稱公創所）教授兼所長。公創

所的前身為「公共政策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
所集結了社會學、公共行政、區域治理與教育等
各領域師資，培育出近六百位優秀校友。因應時
代新思維，106 學年度起正式更名為「公共事務
與社會創新研究所」，推動由下而上的社會力，
陪伴學生參與公共事務與解決社會問題。

▲侯老師帶領團隊參加創新創業激勵計畫，並順利得獎！
▼復康計程車聯合派遣系統獲科技部「未來科技突破獎」。

近年來，社會企業與社會創業在全球蔚為風
潮，形成了一場新的公民自覺與自發性運動，不
但模糊了社會與企業的界限、轉化了非營利組織
的思維，甚至改變了政府的公共政策。社會企業
有別於傳統營利企業追逐於股東利潤的極大化，
而改以利害關係人的利益為考量，透過商業模式
來解決社會問題，並致力於永續經營。為了培養
能兼顧利益與公益的跨域人才，公創所以入世學
術 (Engaged Scholarship) 精神投入於社會創新的

商學院轉調到人文社會學院服務，創立了 B 型企

「服務 - 教學 - 研究」，致力於讓知識走出大學象

業王道中心，與十幾位校內跨領域教師共同投入

牙塔，回應社會的真實需求。

於社會創新與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默默耕耘十年

入世學術：以解決社會問題驅動學術研究

最感謝張保隆與李秉乾二位校長

侯老師長期研究如何藉由行動科技 (Mobile

侯老師於十年前來到逢甲大學商學院的科技

Technology) 驅動服務創新，專注於小眾運輸載

管理研究所，老師最感謝張保隆與李秉乾二位校

具，包含計程車、租賃車、復康巴士等 ......，而

長。侯老師回憶說：「感謝六年前張校長給我機

如何利用小眾運輸載具解決社會問題，更是侯老

會，讓我將學術研究落實為具體的產學合作項目

師研究的中心思想。侯老師尤其關心計程車司機

與技術專利，成立了服務創新與行動設計中心。

的生計議題，台灣大車隊就是他曾經研究與陪伴

當時張校長只給了我一個想法，要解決社會問題

的公司。有感於運將常常只能在路上空繞找客或

不能只像工學院研發技術、也不能像人文學院只

佔據地盤排班，造成空車時間長、收入不穩定，

用愛心關懷弱勢，要發揮商學院的本質學能──

於是在過去11年來，侯老師投入長時間的縱斷面

產生商業模式。直白地說，就是要發揮所長幫助

產業研究，並動手參與產業的創新轉型。

弱勢賺錢。」二年多前，李秉乾校長將侯老師從

2012年，公益平臺文化基金會的嚴長壽先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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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的親善司機帶領銀髮長者到嘉義
公益小旅行。

在採訪當天，侯老師與我們分享了計程車學院
的成果。那天影片中的是花蓮的「斜槓司機」張
姊，張姊擁有三張執照，包括計程車司機執照、
居家照護執照、觀光導遊執照。從小就擔任長者
照顧員的張姊，因有感於照護機構的不周和長者
出門等……不便因素，毅然決然憑自己的力量希
出了合作邀約，請侯老師前往花蓮、台東做偏鄉

望能當起長者的復康巴士與出遊的溫馨遊覽車。

包車觀光研究。嚴長壽先生長期關心花蓮、台東

計程車學院的理念是幫助好司機被看見，讓司機

當地居民的經濟與生活品質，有感於台東好山好

自己就是品牌，也幫民眾挑選安心安全的司機。

水卻交通不便，希望可以將計程車司機與導覽觀
光員做結合。於是侯老師帶著國科會計畫的研究
團隊深入台東各個偏鄉長達兩年時間，培訓計程

因緣際會下，2014年侯老師參加了科技部的創

車司機具有在地人文導覽解說知識與服務技巧，

新創業競賽，獲得了一筆獎金，並和科管所學生

試圖將台東的小眾運輸和觀光做結合，發展花東

們一起師生創業，創辦了「台灣小旅行」(www.

的包車慢遊商機。

togethere.com.tw)。台灣小旅行做的是電子商務

讓好司機被看見：臺灣計程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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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創新創業：台灣小旅行

包車服務，這時大家才知道，侯老師想做的行動
服務不僅僅是幫助台灣在地居民，更希望能協助

國科會計畫結束之後，侯老師深感學術的社

遠道而來的外國旅客做台灣的深度觀光，並且提

會責任不能中斷，於是號召曾陪伴過的司機們成

供一條龍服務，連住宿、門票、餐飲也可以幫忙

立「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www.taxi.org.tw)，

預定。於是，老師將兩個計畫合體──同時推動

將原本只服務宜花東區域的司機擴大到全台灣

計程車學院和台灣小旅行。計程車學院培訓計程

縣市，希望可以幫助全國八萬多名計程車司機的

車司機成為地方帶路員，幫助外國遊客瞭解台灣

素質提升。計程車學院的使命是「讓好司機被看

文化；台灣小旅行做媒合平台，幫助司機將好的

見」，將司機賦予個人品牌，推動「以網路取代

行程推廣給大眾。

馬路，以包車輔助叫車」預約服務，把傳統運輸

在這段過程中，侯老師發現了計程車包車對

產業變成富有人文素養的觀光產業，推動「斜槓

於普通民眾還是一個相對高價的消費，於是團隊

司機」。

學生發想出第三個品牌──揪巴士 JOBUS(www.

FENG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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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us.tw)。JOBUS 的創意源自於偏鄉有許多載客

發展到宅沐浴、到宅清潔、到府送餐、居家照護

很少的巴士路線，為了讓這些過剩的巴士產能可

等服務，侯老師期盼 DonkeyMove 可以成為逢甲

以被活化，JOBUS 開始規劃一連串相對低價的共

回饋社會的大學責任之一。未來將與各方利害關

享經濟行程、機場接送服務……直接使用網路取

係人共同合作，推動「設計未來」學分學程，以

得 QR-Code 電子車票，方便外國旅客到台灣各地

實作課程來提升學生社會關懷認知、創意創新能

的移動服務。

力與社會實踐能力，促進學生的在地認同，發展

但是台灣小旅行是個非常花錢的計畫，學術工
作者習慣承接產學合作或政府計畫，但缺乏永續
經營模式。侯老師卻相反，為了實踐學術的共善

大學與政府、社區共創的合作夥伴關係。
學術的共膳影響力

事業，不僅積極參與各項計畫，為了構建永續的

侯老師以儒家積極入世的精神，本立而道生

商業平台，抵押了自己的房子籌措財源。學術創

的核心理念，利用移動派遣技術與服務創新課程

業雖然非常辛苦，但侯老師仍是甘之如飴。對於

帶領學生進入社會場域，探索身心障礙、銀髮長

侯老師來說，如何藉由陪伴車隊車行，轉化司機

者、偏鄉地區的移動不易問題。同時，侯老師更

服務思維，共善社會弱勢族群，這些對於侯老師

沒有忘記自己的教師本份，藉由以問題為導向的

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做中學」來提升學生創新力與實踐力，發展大

共善社會：DonkeyMove

學與政府、社區的合作夥伴關係。近二年來，侯
老師除了致力於教學與研究工作，同時也希望發

近二年，侯老師將科技部與教育部計畫資源

揮學術的文字影響力，開始在天下雜誌「獨立評

導入到台中市長照服務的創新，由林依瑩副市長

論」與「未來城市」開設「入世學者」與「預見

( 也是逢甲校友 ) 帶領，率領社會局、交通局、衛

未來」二個專欄；同時也應《逢甲人月刊》邀請，

生局、觀光局與經發局等跨局處，與逢甲大學共

開設「共善 ‧ 影響力」專欄，與母校校友交流。

同成立「弱勢與偏鄉行動服務支持系統」專案團

雖 然 侯 老 師 的 共 善 理 念 很 美， 但 真 實 世 界

隊 (www.donkeymove.org)，協助台中市政府利用

卻很現實。無論是計程車學院、台灣小旅行或

多元交通接送載具，提供大台中地區身心障礙者

DonkeyMove 這些共善倡議尚未廣為人知。若是

與銀髮長者更便利的到宅接送服務，同時創新老

看了這篇報導的學長姊們認同侯老師的理念，請

化社會所需的福祉服務。同樣的合作也在已經在

不吝給侯老師支持跟贊助。謝謝侯老師帶給逢甲

宜蘭縣導入，藉由公私協力合作方式，推動東台

大學這麼不同的共善創新與社會實踐理念，讓逢

灣偏鄉的區域創新系統。

甲大學有不同的視野，也讓社會對逢甲大學有了

目前侯老師所推動的行動服務接送系統，己經

焦點
報導

新一番的期待與想像。

協助民間超過400台的計程司機與上百台租賃車
聯結在雲端平台上。DonkeyMove 專案未來希望
也能發展長照的到宅服務，侯老師想做的不僅是
計程車、復康巴士、長照接送，更希望未來可以

「入世學術」專欄

侯勝宗臉書

《侯勝宗所長》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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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簡報比賽主辦單位及評審。

2018英文簡報比賽

從心相逢
話出我們的逢甲故事
文／陳柏軒（外語教學中心助理教授）、王斯巧‧攝影／許惠娟（EMBA經管100）、外語教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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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簡報比賽參賽同學們
每位都活潑生動演出，希
望可以獲得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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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校友文教基金會、逢甲人月刊、廖

由

主要的元素：微電影和英語簡報。此外，為鼓勵

英鳴文教基金會、EMBA 學術發展基金會、

不同系所的同學們互相交流，以彼此不同的專長

校友總會主辦，並由母校招生事務處、校友聯絡

磨擦出多元的創意和想法，跨系的組別將額外加

暨就業輔導處、學生會協辦，外語教學中心執行

5分，藉此比賽與國際分享與宣傳逢甲大學的校

辦理之「2018英文簡報比賽─從心相逢」。

園與辦學特色，並藉此提供學生展現自己英文能

比賽宗旨在於讓在校生們基於團隊合作與創

焦點
報導

力的機會。

意思考能力，以英語口語、影片與圖像等表達媒

母校協助舉辦英語簡報比賽的初衷是想提供一

介，配合母校南向招生，由國內與境外生的不同

個舞台，一個學生們可以用自己的故事、自己的

角度介紹心目中的逢甲大學，藉以和國際分享與

微電影、和自己的英語簡報真實觸動及感動人群

宣傳逢甲大學的校園與辦學特色。第一屆英語簡

的舞台；一個可以讓學生展現其獨特創意、可以

報比賽之主題為「從心相逢」，比賽包含了2個

為自己在逢甲的生活留下美好回憶、又可以有機

▲

▲ 英文簡報得獎作品
和人員，恭喜以上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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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獎同學們開心領獎，並和學長姊、老師開心合照，恭喜得獎的團隊們，實至名歸！

會讓國際看見他們的舞台。
從心相逢  大聲說出你對於逢甲最深刻的印象

用他們的方式，大聲說出並留住心中對逢甲的印
象，帶領大家從心，也重新與逢甲相逢！
英 語 簡 報 部 分， 學 生 們 需 準 備 一 份 MS

此次比賽給予參賽同學相當大的表現空間，在

PowerPoint 檔案，並在台上進行至少5 分鐘的英

微電影部分，主題不限制，只要是與逢甲的故事

語口語簡報，將他們的微電影和與逢甲的故事清

都可以。不管是課堂中的領悟、轉角的邂逅，還

楚表達出來，學生們的英語表達能力（發音、語

是運動場上的永不放棄、追逐夢想的甜美苦澀，

調、流暢度、肢體語言、達意度等）、簡報內容

亦或是爆肝完成展品的激動、與他 / 她初次相遇

（創意性、切題度、完整性、視覺設計等）、和

的靦腆。

整體表現（服裝、儀態、時間掌控、團隊分工契

負責策畫的團隊表示，在逢甲，學生們有無數
個觸動心弦的時刻，有無數個值得訴說的故事，
與其讓它慢慢消逝，何不用畫面紀念？與其獨自

合度）都會是評審評分的重點項目。
感謝主辦單位的支持及3點1刻的禮品贊助  

回憶，何不帶大家再次重溫？這是屬於每個學生

感謝台北市校友文教基金會、逢甲人月刊、廖

的故事，但，也可以是屬於大家的共鳴與感動。

英鳴文教基金會、EMBA 學術發展基金會、校友

因此，英語簡報比賽團隊期許學生，用一段畫面、 總會以及3點1刻的全力支持與贊助，提供高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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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與豐厚的獎品，這次的英語簡報比賽首獎獎

Union 穩坐第一名寶座！第二名則由徐靈迪、黃

金為3萬元，貳獎2萬元，參獎1萬元，佳作6,000

若茵、歐陽萱同學組成的 Go for it 組別獲得，第

元。微電影網路人氣獎第一名獎金1萬元，第二

三名由謝致遠、王馨謙、李承安、林庭毅、葛宇

名6,000元，第三名4,000元。就連來參加總決賽

婷、郭晉伶、褚嚴妍同學組成的 Welcome To My

和收看 Facebook 網路直播的觀眾也有機會抽中獎

Feng 獲得。這次的比賽不僅讓學子們有機會上台

品呢！

表現自己，更借由網路讓各參賽組別的精采微電

報名踴躍  湧入25組隊伍報名參賽
2018英語簡報比賽的徵件時程自107年4月2日

影以及母校的美麗校園有機會被全世界看到。
秉持著「莫忘初衷」的信念  竭盡心力做到最好

至107年5月20日，報名踴躍，共有25組報名參

籌備過程中，感謝母校教務處、學生會、外語

賽。初賽於5月29日舉行，由於參賽組別眾多，

教學中心主任、行政團隊和教師齊聚在外語教學

共邀請了12位評審，於3個場地同時進行，在經

中心耗費心思籌備，並經過無數次的會議討論，

過激烈的選拔後，由評審選出12組優秀隊伍得到

由於這是外語教學中心第一次舉辦英語簡報比

決賽的資格！並安排於6月8日於母校圖書館 B1

賽，大家都抱著興奮期待又戰戰兢兢的心情，努

演講廳盛大舉行總決賽。

力集思廣益，期望能將每個環節設想週到。

恭喜「PMP@FCU」榮獲首獎殊榮

從構思到草擬，從想法到成形，英語簡報比賽
團隊須歷經無數個加班的夜晚，無數個冷掉的便

在經過了精彩萬分、激烈高亢的比賽過程後，

當，但成員們始終抱著「莫忘初衷」的信念，在

首獎由蕭乃元、蔡維恩、廬杉柏、黃如玉、許金

每個過程和環節上，竭盡心力做到最好。終於，

水同學組成的 PMP@FCU 組別獲得；楊宛庭、方

在團隊們同心齊力下，2018逢甲大學英語簡報比

思涵、翁川喜同學組成的4 AM 組別榮獲貳獎；

賽出爐。

廖于萱、常金路、林佳勳、陳亮臻同學組成的

為了盡可能讓全校的學生都能知道比賽的相關

Forever Creative Uniqueness 組別榮獲叁叁獎。恭喜

資訊，英語簡報比賽團隊在宣傳上精銳盡出，不

獲獎隊伍在眾多傑出的參賽者中脫穎而出！

只設計了各式各樣的中英文宣傳海報、錄製了關

網路人氣獎  超人氣隊伍就是你！
與前三名擦肩而過沒關係！讓英語簡報比賽更
為吸引人的另一個特色是網路人氣票選獎，承辦

焦點
報導

於比賽的懶人包影片、舉辦了 Facebook 標記朋友
送松鼠玩偶的活動、還搭上了當時極為熱門的電
信公司499方案，設計了英語簡報比賽492方案，
將相關辦法和資訊用不同的方式呈現給學生。

團隊為了這次的比賽特別設計了 Facebook 粉絲

得獎作品未來將會在母校、

專頁，將微電影上傳進行人氣票選，第一名甚至

各地校友會或逢甲人月刊等一

有高達10,000元的獎金呢！參賽隊伍無不使出渾

同分享，還請學長姊們不吝給

身解數邀請親朋好友按讚分享！最後由彭怡惠、

學弟妹們建議和鼓勵。

《英文簡報比賽》
照片連結

許安瑜、蕭伊真、卓彥欣同學組成的 Fly Chic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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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黃于甄

世界首屈一指的製琴藝術家

攝影／許惠娟
‧
經管 100)
、蔡明助提供
(EMBA

專訪越南太康實業集團董事長 蔡明助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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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優秀

校友

▲從義大利學成歸國後，旋即帶著20萬到越
南設廠，並且獲得美國製琴大賽首獎。

蔡

明助學長是響譽國際的製琴名
家， 在 採 訪 的 一 開 始 就 笑 說

「別稱我為音樂家，我是藝術家。」
對學長來說，音樂是興趣、製琴則是
生活與興趣的完美結合。學長曾遠赴
義大利學習製琴工藝，並且再造失傳
的傳統，在樂器上大膽彩繪。他在絃
樂樂器上畫或是加上鑲崁，讓樂器不
只是樂器，還搖身一變成了收藏品。
他所製作的彩繪曼陀鈴拿下國際首
獎，被日本皇室收藏，因而聲名大
噪，奇美博物館創辦人許文龍也都有
收藏他製作的曼陀鈴琴。目前，蔡學
長在越南與義大利皆有製琴工作室。

22

FENG CHIA
ALUMNI MONTHLY

人物
專訪

遊牧民族的童年
從小，蔡學長就和爸爸一起過著如同遊牧民
族的生活，這話要從爸爸的職業說起，學長的父
親是警官，由於這個職業需要一到三年即調動一
次，被迫常常要舉家搬遷，蔡學長從國小到國中
▼

「青花瓷」、
「母愛」、「
帝王之聲」是
蔡學長耗時兩
年之久修復、
彩繪、鑲嵌的
藝術代表作。

九年的期間，總共就讀了六個學校，到了高中才
在南二中駐足下來，也就此和音樂連結更緊密。
由於有位喜愛藝術、音樂的父親，蔡學長從小
耳濡目染，開啟自己和音樂、藝術的不解之緣，
但因為家境和必須常常遷移的家庭背景，蔡學長
從未真正進過科班做學習，只能靠著父親買來的

▼ 藝術曼陀鈴的
製作，要在曼
陀鈴背部半隆
起的曲面處做
彩繪和鑲嵌，
實屬不易。

書籍和學校的音樂課來解自己對於音樂的渴。
在某次日常的音樂課中，由於鋼琴的音調有些
不準確，老師偶然彈到那些微走掉的音調時，蔡
學長雙眉就會緊蹙起來，這個動作讓老師發現了
蔡學長有音樂人必備的絕對音感，並告知蔡學長
的雙親，但對一心想要兒子捧著高普考鐵飯碗的
蔡爸、蔡媽來說，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父母的
態度也使得蔡學長和公費留學就此失之交臂。
鄰居成為進入自己音樂殿堂的鑰匙
回憶起高中時期，隔壁住了位獨居的鄰居，每
天屋內都會傳出裊裊琴音，原本以為鄰居是在放
唱片，後來才發現是鄰居本人在演奏，蔡學長這
時大吃一驚「怎麼有如此悅耳的音符在這小巷弄
裡跳躍！」，這個偶然地發現讓原本只是點頭之
交的他們，在蔡學長幾番攀談之下，鄭老先生終
於邀請他進門參觀。蔡學長說：「我真的大開眼

蔡明助
學歷：
‧逢甲大學國貿系68年畢
‧義大利克萊蒙纳製琴專業

界，鄭老先生家裡就像小型的樂器博物館，什麼

小檔案
經歷：
‧國際知名製琴藝術家
‧越南太康實業董事長

樂器都有，而且他每項都會演奏！」這時，他才
發現原來這位看似平凡的鄰居，原來是到日本武
藏野美術大學留學過的音樂家，就此常請教鄭老
先生學習各式樂器，和老先生當起了忘年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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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學長擅長各種樂器並於7月校友總會才藝競賽晚會表演曼陀鈴、手風琴。

三年下來，也奠定自己的音樂基礎。
興趣與生活的平衡點
在逢甲大學就讀時，學長在學習之餘，也考入

道不重要，但若沒有放手一搏，人生或許就白走
一遭了。於是蔡學長不得不忤逆家裡的期待，和
人生賭一把。

了台灣省立交響樂團，維持一貫的積極態度，蔡

一開始拜師時並沒有那麼順利，眼看已經寄了

學長小提琴的根基又紮地更穩固了，也開始接觸

兩封魚雁都如同石沉大海般杳無音信，蔡學長只

曼陀鈴。

好託人將信件譯成義大利文，並附上自己製作的

畢業後，沒有音樂家浪漫個性的蔡學長，認為

小提琴，才獲得老師應允，蔡學長帶著家人與朋

生活還是必須務實，如何在夢想與麵包間找個中

友們的不理解，前往義大利小提琴製作重鎮——

間點呢？幾番掙扎之下，學長帶著逢甲國貿的學

克雷莫納（Cremona），希望實現他的人生理想。

歷到銀行任職，雖然和生活暫時妥協了，但沒有

「用最短的時間，學到最多的東西！」這是

任何事物能澆熄學長喜愛音樂的火苗，「上班的

蔡學長心中唯一所想的，原本就有製琴基礎的

第一天，我就想好了，雖然人在職場，但是不能

他，用兩年的時間便把自學時碰到的問題和需

放棄理想。」在銀行任職期間，學長白天在銀行

要精進的部分都解決了。驀地，學長驚覺，「在

工作、晚上兼當小提琴家教、回到家後半夜再自

Cremona 這個製琴殿堂中，學製小提琴的人如此

學製琴技術，一有休息空檔，又開始學習油畫、

多，他們以後都成為我的競爭對手了，我是不是

聲樂，著實是蠟燭兩頭燒，但仍是甘之如飴。

該為自己舖另外一條道路？」

孤注一擲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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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決定給自己另一條不同的道路，是否為康莊大

自此之後，蔡學長認為傳統之外應該還有更多
空間，並不完全是縱向的傳承，應該還有更多的

眼看著銀行的工作也快要升職了，「但是人生

創意的發想，由於蔡學長有前往歐洲的博物館、

究竟為什麼而努力呢？」學長心中這個潛藏許久

教堂利用油畫與鑲嵌長才為歐洲的博物館修復文

的夢想種子已經迫不及待要開花結果了。「既然

物的經驗，於是蔡學長開始做樂器的彩繪和鑲

賺了九十萬，與其拿去買房子，不如實踐自己的

嵌。決定不能只以匠人之姿學習，應在傳統以外

理想去義大利進修製琴技術吧！」三十五歲之前

再找尋其他可能性，一流的娛樂應是耳目之娛。

是為了家人的期待過生活，但三十五歲之後的人

「賺錢是手段，生活才是人生的目的」蔡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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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麼闡述義大利人的人生觀的，但他卻陰錯陽

首位得到此項殊榮的亞洲人，雖然蔡學長於義大

差成為了全義大利最忙碌的人，早上六點就起床

利已經獲得大師認可，但得到此這個獎牌，就如

工作、學習，一路忙到了晚間都不願意歇息，因

同運動員之於奧運金牌般榮耀與難得，在得到首

為學長知道不抓緊每個可以學習和賺錢的機會，

獎之後，對蔡學長來說更是如魚得水，訂單接踵

自己明天就得要把包袱收拾好回台灣。帶著這樣

而至、收藏家也紛至沓來。

毅力跟決心，不管身旁哪個國家同學的冷嘲熱

蔡學長發揮自己在逢甲的本質學能──國際貿

諷，學長都吞忍著不理會那些閒言閒語，繼續燃

易，發揮大學四年所學的商業精神，又一次義無

燒熱情埋頭苦幹。

反顧地創業。在樂器製作方面基本上是一脈相通

從師生關係變成合作夥伴

的，儘管在義大利專精的是小提琴，但小提琴的
市場競爭大，雖然曼陀鈴在一般人心裡是比較陌

在義大利的三年過去了，蔡學長盤纏用罄，跟

生的樂器，但就是因為如此，曼陀鈴的成長空間

自己的師父說得要回到台灣了，等自己存到下桶

比小提琴大，於是蔡學長往曼陀鈴和手工吉他發

金再來繼續拜師。老師搖搖頭不能首肯這樣的要

展，並成立團隊一起做創作。

求，跟蔡學長說：「你是我這一生當中看過最努
力的學生，若是我現在讓你離開義大利，在以後

一生懸命：盡情揮灑人生的色彩

的手工製作樂器界，將會少了一個明日之星！」

在採訪尾聲，蔡學長信手拈來就替採訪團隊演

老師如此愛才、惜才的一番話，成為了蔡學長一

奏了一曲，這是團隊第一次親耳聽到曼陀鈴的樂

生當中最感念的動力，沒有如此伯樂，恐怕千里

聲，那聲音如同銀鈴滾動般清脆，類似吉他的彈

馬也無法大展身手。

奏方式是用撥弦的，但樂聲比吉他聲更為乾淨。

為了幫助蔡學長留在義大利，從此老師不再

蔡學長的生命歷程是將興趣和工作還有本質學

收取學費，讓他成為工作坊的成員，也搖身一變

能結合的最佳典範，從對家中的言聽計從、到拋

成了蔡學長的經紀人替他販售，甚至延攬他加入

下所有地勇敢追夢、最後擇其所愛的創業製琴，

古物修復團隊，利用油畫與鑲嵌的長才，為歐洲

這樣的人生，說不上是人生勝利組那樣地一帆風

的博物館、教堂修復文物，讓蔡學長可以專心創

順，但不算平穩的過程中也譜出了屬於自己不同

作、製造樂器，不須擔心生活費從何而來。

凡響的樂章。帶著商學院的專業知識還有語言能

越南豬寮創業：
美國製琴大賽的桂冠成為創業的轉捩點  

人物
專訪

力，蔡學長打出一支漂亮的全壘打，讓人生不僅
只是為了生活，而是享受一趟單程機票的旅程，
讓這趟旅程成功擁抱興趣和生活。對於蔡學長來

回台灣不久，蔡學長為博物館做古董樂器修

說，音樂是他的興趣，學長也十分驕傲自己走通

復，大約才一年就決定到越南創業了。2002年，

了一條路，讓原本可能失傳的技藝，得以接續跟

偶然腦海中的一個念頭，他把原本要交給藏家的

傳承。他更希望自身的故事，能鼓

一把曼陀鈴寄去參加美國職業製琴大賽獲得金

舞更多的年輕人，勇敢追尋自己的

牌，從此打開通往世界之路，他不僅得獎，還是

理想，並以出生的土地為榮。

《太康實業集團》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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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

優秀

科

校友

時隨地都能即刻與朋友分享生活圈
的點滴，對於傳統照相館之需求已大不如
前，產業逐漸淡出視線，面對此動盪許多業者紛
紛走向轉型，以滿足消費者的實際需求。本刊於
107 年 6 月 18 日，專訪赫得攝影周至剛學長，在
產業動盪的時刻，赫得攝影是如何能突破重圍，
並且走出另一個全新的面貌？甚至在攝影產業占
有他重要的一席之地呢？

專訪赫得攝影執行長  周至剛學長

智媒體時代來臨
創造攝影的最高價值
文／王斯巧、赫得攝影‧攝影／許惠娟(EMBA經管100)、赫得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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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專訪

赫得攝影成立於1992年，目前主張「視覺策
略」，服務項目包含了：食品攝影、人像攝影、
空間建築攝影、各類工商產品攝影、公司形象影
片、CF 廣告、3D 動畫製作，微電影、MV、活動
紀錄、後製剪接配音等，為客戶量身打造獨一無
二的影像風格，進而建立其品牌形象、提升產品
價值。並具有超過20年的商業攝影經驗，許多大
▲

▲周至剛學長帶領赫得攝
影團隊拍攝各類型整合
行銷廣告，十分專業。

家熟悉的品牌如愛迪達、維力食品、櫻花廚具、
喬山機械、SOGO 百貨、FILA、小林煎餅、春水
堂 .... 等知名品牌，其廣告形象、包裝、印刷品
等精緻的畫面許多都來自赫得攝影團隊的努力及
用心。
專業完整的製作群  強化競爭力
赫得攝影目前擁有兩座攝影棚（160坪、205
坪）及中部唯一料理攝影棚，專業完整的企畫製
作群，為少數結合前製劇本開發、拍攝製作、後
期製作的團隊，從腳本撰寫、執行製作、導演、
攝影、燈光、剪輯、配樂、2D 動畫設計至3D 特
效都能獨立完成。
無論是廣告、微電影、活動紀錄、企業形
象、品牌宣傳、產品推廣，以新穎的概念
創造無數令人激賞的影像作品，周學長
憑藉著「技術」與「創意」將客戶的
交付做最完美的呈現！並提供整合
性的品牌行銷策略與形象設計服
務：品牌定位與溝通策略、CIS
設 計、 形 象 視 覺 與 整 體 設

周至剛

計、連鎖加盟設計與規劃、

小檔案

學歷：
‧逢甲大學EMBA104 高階管理
‧嶺東科大視覺傳達（二技）
‧明道中學美工科

網站視覺規劃等服務。
經歷：
‧台中市廣告創意協會第18屆理事長
現職：
‧銳可影片製作公司 總監         
‧赫得攝影公司 執行長

全方位打造具高度
辨識的形象，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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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界不可或缺的專業人才

品牌在數位時代下的競爭力。
專訪當日周學長帶專訪小組們一

創業20多年的周學長，是攝影界經驗老到的專

同參觀他的攝影棚，在諾大的攝

業人才，因在傳統底片攝影時代時，攝影師對於

影棚裡，每個器材都暗藏它的

燈光、曝光都必須精準掌握，要成為一名專業攝

小秘密；每一面牆都有著不

影師的門檻非常高，因此，熬過最艱辛階段的周

同風格，在這裡彷彿隨時

學長對於構圖及光線的控制都具有相當專業度，

可以開始進行一連串專

「傳統底片攝影必須將所有的問題在按快門之前

業拍攝呢！許多大型

解決，數位化時代的現今則是把問題留在按快門

專業器材一同出現

後處理」，周學長笑著說，因在產業大幅度的動

在眼前，讓專訪

盪下，傳統跟現今形成了兩個非常大的界線，而

小組大開眼

在如此大的轉變下，周學長卻能堅持到現在而且

界，驚嘆聲
此 起 彼
落。
▲周至剛學長在工作之
餘也熱愛生活。

成績越來越優秀，非常不簡單。
因應產業生態改變  歷經多次轉型
周學長創業之初從平面攝影起家，隨著數位
科技進步，將傳統底片攝影轉型為數位服務，而
後又因網路的興起，大大提升了資訊的串流速
度，從前需要動輒數百萬器材才能完成的作品，
在科技的進步之下，只需花費幾十萬器材就能
達到幾乎同樣的效果，因此，周學長決定再
次轉型，轉為以數位動態影像為主，另加
上影像行銷部分，幫助顧客做視覺策略
行銷，「就像是當兵時的戰略分析一

▲這些攝影成果都是周至剛學長嘔心瀝血
之作，也因此在攝影業寫出新的一頁。

樣，視覺策略必須做市場調查，並
且掌握周遭的環境及現況，分析
優勢、劣勢」，周學長為專訪
小組解釋，視覺策略行銷與
一般廣告行銷有著很大的
差異，視覺策略比起一
般廣告行銷來說，需
要分析更多的外界
資訊來做策略的
調整，在歷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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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次的轉型後，周學長將攝影與行銷做完美的

平台、自己的發言權，否則很容易被其他資訊所

結合，演變成為現在的整合行銷模式。

淹沒掉，而智媒體的運用，則能夠利用大數據和

整合行銷模式  為顧客量身訂做
而一套完整的整合行銷模式，其中包括了品牌
策略、品牌形象、影像行銷、市場分析及市場調
查等，這其中的專業功夫更是深不可測。

人工智慧等技術手段，實際滿足用戶的需求。
就讀母校EMBA  切磋成長激發新觀念
而周學長在就讀母校 EMBA 時，同學都是各
產業的菁英，常常在聊天之際給了周學長相當多

周學長憑藉著他對於影像的專業與熱情，打造

的啟發，彼此切磋發現自己的盲點，產生許多新

高品質影像，整合「創意發想、前製企劃、中期

觀念及新的想法，因而在畢業後將彼此的產業做

拍攝、後期製作」，透過各種行動裝置使目標客

連結，與學長姊共同努力，善用多方的長才及資

群可隨時接收影像訊息，與客戶經過多次的討論

源，打造善的循環。

後，以顧客需求為主，量身訂做行銷模式，跳脫

另外，在學校擁有好人緣的周學長也善用自身

傳統思維，加入創意模式，提升客戶的企業品牌

專業，協助多位學長姊進行產業轉型行銷，將傳

形象與國際競爭力，開拓市場，為顧客創造無限

統加入更多流行及創意的點子，賦予品牌嶄新的

商機。

面貌，成果也讓學長姊相當滿意呢！

曾有傳統制服業者請赫得攝影協助設計行銷廣

提到就讀母校 EMBA，周學長回憶起當時高承

告，協助業務銷售，沒想到在加入周學長與專業

恕董事長在課堂上所說的一段話，讓他至今印象

團隊的創意巧思之後，將原本較死板制式化的制

深刻且深感認同，高董事長說：「用螢幕在看資

服型錄一躍而升變成時尚雜誌！此舉果真讓業績

訊時，你的心是浮動的，但在翻閱書本時，心是

大幅攀升，效果非凡，服飾店更是將此形象廣告

可以很安定的」，一席話讓周學長更加深信「紙

沿用了好多年呢！

本有著它不可取代的價值」，所以應如何將平面

智媒體時代來臨
資訊爆炸之時  如何更聚焦？

攝影深植人心就更顯重要了。
與建設公司合作  拍攝微電影行銷

科技發達的現今，行銷方式大多透過網路行

周學長帶領赫得攝影在業界的專業表現深受顧

銷，眼球經濟的時代來臨，要如何讓消費者對於

客肯定，不但攝影技術高超，更擁有知名的專業

你的內容願意「多看一眼」？必須憑藉專業，將

行銷手法，甚至還有建設公司找上門，與赫得攝

你所有表達的內容成為更吸睛的故事！

影合作拍攝約3-5分鐘的微電影行銷，以愛情故

所以除了整合行銷之外，為了掌握消費者的

人物
專訪

事包裝、推廣建案。

目光，智媒體也是赫得攝影的主要範疇之一，在

未來，相信赫得攝影在周學

現今資訊過載的時代，網路行銷的範圍分散不集

長的帶領之下，將持續穩佔攝

中，較無法聚焦，需要更個性化、定製化、精準

影產業龍頭，繼續為產業撰寫

化的信息，在資訊爆炸之時，應規劃擁有自己的

精采歷史篇章！

《赫得攝影》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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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
的統理典範
     文／許士軍（逢甲大學董事，逢甲大學人言講座教授，台灣董事學會理事長）

30

關「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之說，大約始於

有

要，為了培育這種專業經理人，帶動了所謂「MBA

1930年代的美國，由於在這期間美國企業規

教育」的蓬勃發展，呼應了「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

模愈趨龐大，業務內容益加複雜，往往已超越業主

之主張。

個人之能力與知識範圍，因而有賴一種「專業經理

在此必須說明，所謂「所有權」代表擁有一企

人」以所擁有之經營與管理才能，取代業主，負起

業之主權。這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私有財產權

實際經營企業之角色。同時，也隨著這種情勢的需

代表權力之主要來源有關，因而所有權成為主權

FENG C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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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體。相對而言，所謂「經營權」，其基礎則
在於一種能力。表面上人們所說的「經營權和所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
當年人們之所以提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之主

有權分離」，在骨子裏，則為能力與權力的分離， 張，有其時代背景。當時企業外界環境較為穩定，
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經營目標以追求利潤為主，並沒有今天企業所面

表面上看，有權力的人指揮有能力的人替他做

臨的多元價值或社會責任的要求。兼以當時屬於

事，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但若深入並按照現實

層級結構組織，經理人比較可以依照公司章程和

狀況去思考，能力與權力分離是否能真正有效地

既定計畫按部就班地去做，所有權者也較可放心。

把事情做好，是有問題的。

然而今日的企業面臨複雜多變的外界環境，企

在此，我們暫且將上述兩種角色──有能力者

業目標與策略瞬息萬變，經理人不可能守住自己

和有權力者──想像為一種簡單情況：員工和老

本分而能有效達成任務，處處都是「將在外，君

闆。首先，在原則上，有關這家公司諸如經營目

命有所不受」的情況。這時的問題，不在能力，

的，承當風險，資源分配，尤其像承當社會責任

而在於他有沒有權力；沒有權力、徒有能力是無

這些重要事情，只有老闆才有權力決定的，員工

從發揮，所謂「懷才不遇」就是描寫這種狀況。

是不能有所主張的，一般只能按照老闆的決定去
做。

多年來，有關董事長和CEO究應分由不同的人
──或由同一人──擔任這一問題，在理論或實

問題在於，在現實上，老闆對於這一類的決定

務上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學者中，甚多基於公

很難一項項都明確訂出施行細則，甚至許多是含

司統理立場，主張應該分開，以呼應所有權與經

糊不清地，使得經理人執行時很難照著去做，除

營權分離之理論。然而在現實中，卻較多出現兩

非他每次都向老闆請示，否則他必須對於這些問

種職務由同一人擔任的情況，這可能就是基於本

題加以詮釋，揣摩老闆的原意去做。在後一情況

文中所描述的實際困難。

下，實際是他已超越了一個單純執行者的身份而
代行老闆的權力。
其次，在一組織內，許多事都靠有權力來推動
才能落實；沒有權力的支撐，即使經理人有能力
也很難發揮，在人們心目中，他只是一些來來去
去的客卿而已。
在上述兩個層次上，員工必須獲有權力才能善
盡其責，在理論上，這個逾越乃經由老闆的信任
或授權予以解決。
在這些情況下，所謂員工自己的想法往往受到
本身利害考慮的影響。因而和老闆的原意產生矛
盾至衝突，這就是所謂「代理人理論」的由來。
近年來，人們不斷改進「公司統理」制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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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蔬菜水果
吃錯了，也會讓你生病喔！
文／潘懷宗 (陽明大學教授)

根

據2018年3月12日英國《每日郵報》的報導，許多對健康有益的蔬果，如果沒有
和自己特殊的體質情況相配合，不僅失去好處，更嚴重的是會對我們的健康造成

危害。現在就來看看到底在哪些情況下，蔬果可能導致健康上的疑慮？

酪梨(avocado)：許多研究發現，對乳膠過

些蛋白質成分和乳膠蛋白相似，進而引發交叉過

敏的患者（約所有人群的1 ～ 2％），也會對某些

敏反應（Cross reactivity）。其症狀包括嘴麻、鼻

水果有專一性的IgE抗體。這種交叉性過敏反應，

塞、眼睛癢，甚至會喘，極少數案例會導致過敏

於1994年被正式命名為乳膠-水果症候群（Latex

性休克。

fruit syndrome）。美國《飲食學會期刊》（Journal

櫻 桃(cherries)： 櫻 桃 核 仁 中 含 有 氰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發表的一篇

（
苷 cyanide）這種成分，如果不小心嚼碎櫻桃核仁

研究報告指出，在137例乳膠過敏患者

並吃下肚，可能出現輕微中毒的情形，像是噁心、

中，其中21.1％的人也會對特定食物

嘔吐，發燒、頭痛、血壓下降、嗜睡等症狀，非

過敏，包括香蕉（18.3％）和酪
梨（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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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極端的案例會造成死亡。
根據歐盟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所以對乳膠過敏者，最好小心食

Authority, EFSA）的研究報告，若是吃下櫻桃核

用酪梨、香蕉等水果，因為這些水果的某

中的氰苷劑量達每公斤體重含1.5 毫克，就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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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每公克櫻桃核仁中約含170毫克的氰苷，也

物質的吸收，如果攝取過量，可能會增加尿液內

就是說，若是食用被碾碎的櫻桃核兩顆，就可

與鈣結合形成草酸鈣結石的機率。台灣的腎結石

能對健康造成危害。此外，苦杏仁（人稱北杏）

患者，85％都是由草酸鈣結石引起。有腎結石體

的果仁（apricot kernel）中亦含高量的苦杏仁

質的人，除了注意草酸攝取量外，也應該注意：

（
苷 amygdalin），若是吃三顆以上生的苦杏仁，就

1多喝水2少吃肉，減少動物性蛋白及動物性油脂

會造成嚴重的健康風險，但北杏經過中醫師炮製

攝取量3不要吃太鹹，因鹽分過量會減少尿液形

後，則無毒。除了櫻桃之外，還有其他薔薇科植

成，使草酸鈣結晶累積，易形成結石4研究發現，

物如蘋果、杏、桃、李、枇杷的核仁裡都含有氰苷。

常喝碳酸飲料者，也容易形成結石。

建議去核食用，以減少中毒的風險。

球芽甘藍(sprouts)：又名孢子甘藍，富含

葡萄柚汁：statin類藥物是目前臨床最常使

維生素C和維生素B6等，其中更含高量維生素K，

用且最有效的降膽固醇類藥物，如Simvastatin，

在人體內幫助凝血作用。若是服用抗凝血劑（如

在服藥期間應避免與葡萄柚汁併服。原因是葡萄

warfarin）的患者，應避免大量食用球芽甘藍，因

柚中含有特殊成分，會抑制肝臟內參與藥物代謝

為維生素K與warfarin的作用恰恰互相拮抗。此

的酵素CYP3A4，使得藥物代謝時間拉長，因此增

外，菠菜中也富含維生素K。

加了藥物的效力。吃下半顆葡萄柚會比喝葡萄柚

高麗菜(cabbage)：甲狀腺機能低下的患者，

汁對statin類藥物的影響小得多，因為好幾顆葡

當然也會有甲狀腺素分泌不足的現象，飲食要避

萄柚才能製成一杯葡萄柚汁。在吃藥期間應詳細

免攝取過多含甲狀腺腫素（goitrogens）的十字花

詢問醫師。

科蔬菜，如花椰菜、高麗菜、羽衣甘藍等。這類

香蕉(bananas)：腎臟是體內調節血鉀濃

食物會妨礙體內碘的利用，阻斷了甲狀腺素的產

度的器官，一旦腎功能運作不佳時，鉀離子

生，進而加重甲狀腺機能低下的問題。甲狀腺功

不易代謝，容易累積在體內，引發高血鉀症

能低下的症狀包括體重增加、怕冷、疲倦等。

（hyperkalemia）。正常血鉀濃度為 3.5 ～ 5.5

蠶豆(broad beans)：由於蠶豆、巧克力、

meq/L，若大於5.5 meq/L則為高血鉀症，可能會

乳酪、培根等食物中含有大量酪胺（tyramine），

出現噁心、脈搏過緩、心律不整等症狀。

如果正在服用單胺氧化抑
酶 制劑這種抗憂鬱藥物

2014年曾有一名五十多歲腎功能不佳的患者，

（MAOI，如:Selegiline等）的人，由於該藥可以

吃了兩根香蕉後，竟出現心律不整、心臟麻痺等

阻斷分解酪胺的酵素，所以併服會造成嚴重血壓

症狀，因為香蕉含豐富鉀離子，造成高血鉀症，

飆高，甚至可高到160 ～ 220mmHg，導致頭痛、

經緊急洗腎，才救回一命。所以慢性腎臟病及洗

心悸、偏癱、中風、死亡。

腎患者，都要特別留意控制鉀攝取量，儘量少吃

蔓越莓汁：蔓越莓汁含有水楊酸，如果正在

高鉀水果。除了香蕉，富含鉀的水果還包括榴槤、

服用阿司匹靈的患者，最好不要與其併服或是一

釋迦、桃子、奇異果、香瓜、木瓜等。

天控制在一小杯以內。此外，水楊酸也可能影響

甜菜根(beetroot)：甜菜根內含草酸鹽
（oxalates），草酸鹽會影響體內鈣、鎂、鉀等礦

warfarin的代謝，故服用warfarin者，也要避免併
服蔓越莓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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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演講摘要）

漫談

演講者／吳順勝 (前三星科技總經理、中華民國傑出總經理、逢甲大學校友總會副總會長)
整理／黃于甄

的人生經營哲學
去年11月6日，我搭早上7：28由台南往台北
的高鐵上，巧遇監察院長張博雅，閒聊之餘，受
院長邀請至監察院演講。那為什麼我今天會想跟
大家談「禪」呢？「禪」這個字很有趣，左邊是
個開示的「示」，旁邊一個簡單的「單」，禪的
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以很簡單的話或方法來表
達、開示，我今天也希望可以用很簡單的話引領
讀者領略人生中的「禪」。

禪帶給我的人生經驗
雖然我在大一時就通過財稅行政人員普考及
格，但是畢業後，民營企業的薪水是公家的2-3
倍（所以我一生都從事民營企業），而且民營企
業很簡單，它的薪水來自於你對於公司的貢獻度，
這是我在進入職場後才領略的，一個人的工作態
度，決定自己的職場高度。
怒，是由奴和心組成的，是氣憤、生氣的意思；
恕，是如跟心組成的，在論語中指的是推己及人
之道，在一般字詞中是寬宥、原諒之意。人生究
竟是要選擇因為他人的過錯而生氣，還是要選擇
寬恕，饒過自己也放過他人呢？講得似乎很輕鬆，
該怎麼實踐才是重點，訣竅沒有其他，就是一個
「善」字而已，當人生存有善心時，自然可以去
理解，能理解了就可以瞭解（同理），最後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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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諒解對方，最後變成化解。我們必須要理解的

調整自己的人生觀，無門慧開禪師有云：「春

是，生氣無法解決任何問題，萬法皆空只有因果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閒事掛心

不空。心胸越大的人，格局就越大，讀者們切記

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平常心面對人生的困難，

要記得，做人要寬，做事要專，放下自己代表智

困難是人生最好的禮物，若沒有煩惱和困難，人

慧，放下別人代表慈悲，佛者不悟，佛是眾生，

就不會去思考，不思考就沒有進步，論語有云：

眾生一念轉悟，眾生是佛，別拿他人的過錯來懲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只學習而不

罰自己。

思考會迷惑而無所得，只思考而不學習則會精神

人生的禪理

疲倦而無所得，所以學思並用是很重要的。
讀書時期的小孩子常會問「讀書有什麼用？」

無論我今天講了多少儒、釋、道的哲理，人生

其實讀書不為了什麼，非常簡單，人在人生每個

其實只需要信奉兩個「較」，不比較跟不計較。

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角色和職業，要不負此生便

人生有許多的不公平，我們都無法選擇我們的家

是將每件事都做好。「全貌領導細節，細節造就

庭和父母，在我們年幼無知時也無法選擇自己的

全貌」，想把事情做的好，便需要做好每個細節。

喜好，但我們可以選擇的是長大成人之後，未來

在三星當總經理時，下屬常會跟我說：「總經理

的道路該何去何從，幸好天公伯對每個人很公平

請您放心交給我，出事我負責。」我都笑著回覆

的是每個人都只有24個小時，有出生就有死亡，

他們：
「要是出事公司就倒了，你也不用負責了。」

保持正面的心態，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唯一肯定

究竟是負責不出事還是出事我負責，這是為人員

的就是不肯定，沒有所謂的經濟不景氣，只有肯

工必須搞清楚的重要問題。

不肯努力。常有人說命運，那命運是什麼呢？命，

人生最重要的管理對象是自己，是長期不斷累

就是無法改變的，如同我前面有說到的，出生哪

積的過程，所以選擇很重要，上台靠機會，下台

個家庭就是無法改變的命。運，就是後天的，可

要靠智慧，期待讀者們以「禪」的哲學觀來經營

以靠努力的，例如環境，就像古有孟母三遷，這

自己的人生，把複雜的簡單化，簡單的認真做，

都是有辦法改變的。

而且不斷的重覆做，保持簡單，人生並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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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生一起同樂包粽子，好不熱鬧。

「粽葉飄香、健康分享、社區關懷、逢甲友
愛」，縱有事前氣象報導，恐有暴雨來襲的疑慮，
一年一度的逢甲慶端陽，萬粽歸一心活動，6月
16日當天卻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在母校資訊
系系友會及中部多個系友會會長的號召下，眾多
學長姊積極熱情參與，現場更是在資訊系中區系
友會輔導會長陳樟卿學長的精心策畫下，邀集了
本校友會所屬薩克斯風樂團及由本校國貿系畢業
的學長林聰地校長所帶領的太平與國瑞國樂團，

包，似乎有些忽略了他們的存在，但是美妙悠揚

除了團員陣容龐大外，各種大小樂器一應俱全地

的樂音四處迴盪，讓活動現場增添了無限的熱鬧

遠從太平區搭乘大型遊覽車抵達育樂館會場，令

與歡樂。

人甚為感動。盡管現場大家忙著親手包粽子做香

臺中市校友會黃文彬會長年初就任以來，不斷

臺中市校友會人文關懷、社區公益粽香端午聯誼活動！

逢甲慶端陽 萬粽歸一心
文／丁國正 (資工70、資工博107)‧攝影／黃永仁 (工工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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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期許校友會的活動，能夠加入公益活動與弱勢

說到這裡不得不感謝中文系系友會，在活動中

關懷的概念，響應校友總會施鵬賢總會長「傳承、

精心安排了傳統端午節的一段佳話，由該系同學

創新、公益、逢甲情」的理念。因此本次活動結

扮演「白蛇與許仙」話劇，演譯千古傳說的美麗

合了母校鄰近社區 - 上安社區發展協會的社造成

與淒涼，增添了端午佳節的氣氛。為了提醒大家

果，在現場展示社區媽媽的水墨作品，讓整個活

要重視健康，台中市校友會顧問的陳樟卿學長特

動增添了社區關懷與文化氣息。

別邀請童綜合醫院工作團隊在現場為男性校友們

聯誼
活動

作「攝護腺健康診察」，亦有西屯區衛生所的健
康諮詢台，為一般校友們及社區民眾宣導健康的
概念，充分達到健康分享的目的。
現場也邀請立達啟智訓練中心同仁一起參與，
擺設該中心喜憨兒平日的作品，如烘培之類的手
工餅乾與麵包，引來諸多學長姐們的愛心關顧，
頻頻問候該中心運作情形，充分展現逢甲人對於
社會的關懷與愛心。
每逢佳節倍思親，當此端午佳節的到來，在異
鄉做客的陸生更是本活動邀請的重要關懷對象。
透過母校國際處的安排，這一次的活動來了近50
▲由林盟彧執行副總會長領導的薩克斯風樂團表演。
▼台中校友會一齊歡慶端午，傳統佳節一同度過，展現逢甲人
的好感情。

位陸生，在施鵬賢總會長與多位學長特別的關照
下，他們感受到校友學長姊的熱情與愛護，也體
認到兩岸相同的民俗風情，品嘗到濃濃的端節粽
香，更能夠感受兩岸一家親的可貴。
本次活動在會前，因為各方資源皆顯欠缺，
冒著氣候不穩定的風險 ( 氣象預報有災難性的暴
雨 )，又遇上端午連假在校同學們必須準備期末
考，人力物力可謂極其險峻，幸好在各系友會積
極參與投入，以及母校校輔處與校友總會的極力
支持下順利舉行，甚至於當天忙於上課的高董事
長，也於中午下課後急忙從中科校區趕來參加，
在場的學長姊皆體會到母校對校
友的重視程度，無一不受高董的
熱誠深深感動而一一要求拍照留
念，整個活動就在此一熱烈的氣
氛下圓滿閉幕。

《台中市校友會》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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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路途稍嫌遙遠，但大夥還是爬到了情
人湖，不負期待，情人湖可謂美不勝收。

北區統計系系友會

自然文史一日遊
文‧攝影／陳韋佐(合經63、EMBA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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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們感情都十分要好，畢業後
多年仍維持好情誼，實屬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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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傳來清脆鳥鳴聲，天空逐漸透出雲彩，

清

分人躍躍欲試進入洞中，頓覺別有洞天，嘖嘖稱

這是老天傳達好天氣的喜訊，為6月16日

奇。佛手洞在仙洞巖左側近鄰，也是天然海蝕

統計系友會自然文史旅程帶來好運。一行40名校

洞之一，洞內有數個洞窟，每一個洞窟都別有洞

友寶眷向基隆出發，喜悅心情浮現臉龐。鄭宗陽

天，走在裡面大家會感受到涼風徐徐有如天然冷

會長受連日陰雨所困擾，這時已經輕鬆放開懷。

氣。在最深遠的洞窟石壁上方，有天然風化形成

首站來到基隆中正公園，放開視野，盡覽基隆

像是人五指的節理，唯妙唯肖有如佛手印，故被

港灣美景。基隆地標──大佛觀世音菩薩，高高

取名為佛手洞。

聳立在壽山頂普照大地，大佛聖像兩側有兩頭巨

終於抵達情人湖，Ａ組由陳淑玲學姊帶領，

大的金獅坐鎮，石雕十八羅漢圍立四周。大家紛

繞行情人湖周邊一大一小兩相依之環湖步道，體

紛進入大佛禪院頂禮膜拜，並向臥佛聖殿內臥佛

會情人湖似情人相依之得名由來。B 組徒步登上

和大慈禪苑內漢白玉佛像禮佛。一些人通過「平

大武崙砲台，有一段不算遠的陡坡，雨後留下濕

安門」登大觀音像，環繞5個樓層，觀望各種身

漉漉階梯。現今大武崙砲台咸信為日治時期整建

形的觀世音菩薩與其他各式各樣佛像。

所成，在南稜堡處看到避彈壕溝與儲水槽遺址，

驅車前進和平橋橋頭的原住民文化會館，映入

轉入火砲炮盤區，有彈藥庫、儲彈槽、火砲炮盤

眼簾的是八尺門漁港岸邊一大片斷垣殘壁，是近

及觀測所等遺址，觀測所的牆面說明顯示是用唭

年基隆著名的阿根納造船廠遺跡。阿根納造船廠

哩岸石疊砌。再轉入營房區，軍官營舍沿山凹建

是台金公司於1960年代將閒置廠房租給以建造遊

築，仍保留原規模，一般兵營房之屋頂已蕩然無

艇為主的美國公司阿根納造船，後經由基隆市政

存。繼續前進北邊城牆，登上城牆可遠望協和火

府保留下來的歷史遺跡。

力發電廠、白米甕礮台與基隆嶼，這裡是北稜堡所

午後來到和平島地質公園，大家在近大門觀

聯誼
活動

在，也有避彈壕溝一處。

景台欣賞島中島風光，也在這裡掠影。隨後前往

從城牆缺口下到情人湖環山步道時，大家在造

礁岩地質公園。踏上和平島地質景觀斜坡步道，

型像古堡的觀景台休息，有興趣的人就登上觀景

右前方有如山丘礁岩之小島，岩壁上有一個海蝕

台頂端，環視大武崙四周景色，直呼美不勝收。

洞，稱作蕃字洞，傳說是鄭成功攻退荷蘭人時

然後往老鷹岩，狹窄觀景台只能容納少數幾個

荷蘭人的最後退守據點。蕃字洞下方海蝕平台是

人，由此往海面望過去，大武崙漁港與大武崙沙

海蝕地形景觀之一，波浪經年累月侵蝕平台上砂

灘近在咫尺。

岩，形成一塊塊節理發達的豆腐岩地形，好像是

靠近老鷹岩的情人湖環山步道，太遠了，我們

千張塌塌米舖在那，日本人名之為「千疊敷」，

捨去不走，另選擇環山步道支線，距離情人湖最

蔚為奇觀。

近。緩坡直接走到情人湖吊橋，並

來到基隆港西岸的仙洞巖與佛手洞。仙洞巖

繞行湖畔，在情人湖入口火車頭展

是一海蝕洞穴，裡面分為左洞及右洞二處，左洞

覽處與 A 組會合，完成自然文史一

深邃，僅容一人側身而入，是有名的一線天，部

日遊的愉快旅程。

《北區統計系友會》
照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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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陳方元

運輸物流 探索無限未來

運輸與物流學系

攝影／運管系、張連成
運(輸與物流學系主任 )‧

本

系自106年8月1日起更名為「運輸與物
流學系」，並於去年12月接受中華工程教

育學會（IEET）的現場訪評，通過第三週期的審
查，有效期限是6年，這對於剛改系名的學系而
言是不容易的，代表本系在所有師長的努力下所
提供的教學品質是受到肯定的，可與國際工程教
育接軌，對於學生未來至國外進修深造有莫大的
助益。

系更名後，除了交通運輸外，亦致力推動物流
專業的教育訓練，以因應產業的趨勢及就業市場
的需要，我們已增聘物流師資，逐步加強物流的

經管 103)
(EMBA

軟、硬體設施，引進物流產學合作的機會，以提
昇物流領域的教學品質，另亦與美國SOLE國際
物流協會（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Logistics,
SOLE）合作，於本系設置「國際物流專業認證暨
培訓中心」，做為中部地區專業物流人才養成基
地，目前已舉辦了三屆的培訓，學員在完訓後參
加認證考試，通過率達九成以上。

▲李校長與越南交通運輸大學胡志明分校校長Dr. Nguyen Van
Hung共同簽署學術合作協議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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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采風｜建設學院｜

軌道運輸是國家的重要建設，也是本系未來

大學建設學院拜訪，先由兩校學生共同組成的隊

發展的重要方向。我們與台灣鐵路管理局再度合

伍進行個案專題競賽，再由雙方院長代表簽署學

辦產學建教班，已進入第二年，同學修習完規定

術合作備忘錄，針對物流人才培訓、學生海外實

的鐵路專業學分後，可到台鐵實習，了解營運實

習、2+2雙聯學制、移地教學等項目交換意見，

況，以後再報考鐵路特考，透過這樣的安排，可

期盼強化兩校未來的合作。越南交通運輸大學胡

以找到真正對軌道運輸有興趣的同學，成為台鐵

志明分校校長Dr. Nguyen Van Hung率該校主管一

的新血輪。另本系也開設了「智慧軌道運輸學分

行5人於3月24日抵達台灣參訪，由本系安排參

學程」，此學程是跨領域課程，包括土建、機電、

訪行程，兩校校長並簽署學術合作協議執行計畫

營運等面向，邀請台北捷運局及捷運公司的業界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Academic Cooperation

專家來協助授課，以加強與產業的鏈結，此外亦

Agreement），未來雙方在交通運輸、城市治理、

安排參訪、實習等活動。

物流、環境永續等方面均有許多合作的機會，今

本系與大陸同濟大學、長安大學與東南大學均
維持緊密的學術合作，包括短期交流、移地教學、

年9月兩校將在胡志明市共同舉辦智慧城市論壇
及研討會。

研討會、交換學生，今年5月本系擴大舉辦「2018

本系在學生的專業實習亦有很好的成績，每年

年兩岸四校聯合學術研討會」，邀集同濟大學、

暑假約有30位同學參加1-2個月的實習，10位同

東南大學、淡江大學與逢甲大學就當今運輸及物

學參加學期或學年的實習，實習單位包括公民營

流發展面臨的相關問題進行學術交流與實務分享。 機關與企業，希望能由同學親身參與實習，增進
我們在拓展國際學術交流方面，也有很好的進

對實務的了解，以減少學用落差，此種實習對同

展。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Singapore University

學未來的就業會有很大的助益，已有幾位同學在

of Social Sciences, SUSS）商學院及物流與供應鏈管

實習結束後，即加入原實習企業任職，達到就業

理學程師生一行7人於2018年3月8日蒞臨逢甲

無縫接軌的目標。

▲建設學院林良泰院長與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商學院長
Dr. Pui Mun Lee共同簽署學術合作備忘錄。

▲新加坡新躍社科大學物流與供應鏈管理學程與逢甲大學學生
共組隊伍進行物流個案專題競賽，圖為學生簡報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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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運動聯網科技
文‧圖／許煜亮 (自動控制工程學系副教授)

運動科技演變

體

育運動發展歷程是由體育1.0之體育競技力代表國力的國家體育競技時代；然後進入體育

2.0之強調運動休閒需求的時代；推進至體育3.0之創造運動商業價值及促進運動產業發展

的時代。近年來，由於人工智慧、雲端計算、大數據分析、物聯網、穿戴式裝置之相關技術
已臻成熟，全球競技運動浪潮將進入具有「運動聯網」的體育4.0時代；透過運動員運動時
的穿戴式裝置，如球衣、球拍、運動鞋或眼鏡等各式感測器收集巨量的運動數據，藉由物聯
網上傳至雲端平台儲存後，經由人工智慧演算法運算分析並擷取出有益於運動員提升運動技
能的資訊，並藉此了解、分析、改善運動員身心狀態與運動表現。

目前市場上已有許多運動訓

像處理技術來重建運動動作，其優點在於價格便宜且影像處理技術

練分析系統，其主要透過光學

成熟，但其具有計算複雜度高且運動空間受限等缺點。近年來，由

感測技術及影像擷取技術來擷

於微型慣性感測器的低成本、小體積、輕重量及低耗能等優點；因

取全身運動動作，進而量測運

此，穿戴式慣性感測載具已逐漸應用於運動科學研究上。相較於目

動姿態、關節角度、全身軀幹

前市場上的運動訓練分析系統，利用穿戴式慣性感測載具來進行捕

運動軌跡及轉動角度等與全身

捉運動員全身運動動作並進行運動參數量化分析，具有高穿戴便利

關節肢幹相關之運動參數指標。 性、高精準度、低成本、小體積、低功耗及運動空間不受限等特性，
在光學感測技術方面，則是利

其將可大大地改善現有運動訓練分析系統中高單價、穿戴不便、計

用高速攝影機擷取配戴於人體

算複雜度高、運動空間受限及光線遮蔽問題等缺點。

上的光學標籤來捕捉運動員運
動動作，雖然其優點在於精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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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式高爾夫球運動分析系統

度相當高，但卻具有計算複雜

我們以慣性感測技術、物聯網技術及穿戴感知技術為基礎，來進

度高、光線遮蔽量測誤差、配

行穿戴式高爾夫球運動分析系統之建置及高爾夫球揮擊動作軌跡重

戴耗時不便、運動空間受限且

建演算法之開發，如圖1所示。穿戴式高爾夫球運動分析系統架構

價格高昂等缺點。在影像擷取

包含：(1)可攜式高爾夫球揮桿動作感測模組：包含微控制器、三軸

技術方面，則是利用攝影機擷

加速度計、三軸陀螺儀、三軸磁力計、RF無線射頻傳輸模組及電源

取運動員運動動作，並透過影

供應模組。(2)高爾夫球揮擊動作軌跡重建演算法：包含慣性感測訊

FENG CHIA
ALUMNI MONTHLY

校園采風｜資電學院｜

▲圖1 ：穿戴式高爾夫球運動分析系統架構圖。

號前處理、動作訊號分割、運動姿態估測、座標轉換與重力補償、
揮擊速度估測及揮擊軌跡估測等演算法流程。(3)互動式運動訓練
分析數據回饋介面：採用LabVIEW程式軟體所撰寫而成，用以進
行訊號之蒐集、數據分析及運動訓練參數指標顯示。首先，我們將
可攜式高爾夫球揮桿動作感測模組裝置在高爾夫球桿上，並透過模
組上的慣性感測器量測運動員揮桿時所產生的動作訊號；接著，透
過微控制器將揮桿動作訊號藉由RF無線射頻傳輸模組傳輸至送至
電腦或行動裝置中由LabVIEW軟體撰寫之互動式運動訓練分析數
據回饋介面；最後，透過高爾夫球揮擊動作軌跡重建演算法來加以
重建運動員全揮桿時的揮擊動作軌跡，如圖2所示，並將其呈現於
互動式運動訓練分析數據回饋介面，以提供給教練及運動員作為運
動訓練之用。

作者簡介
自控系副教授許煜亮博士，2004年畢業於本校自動控制工程學
系；2007及2011於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取得碩士及博士學位。
2015年2月許博士抱著感恩及貢獻所長的心回到母校自動控制工程
▲圖2：全揮桿動作之揮擊軌跡。

(a)高爾夫球業餘選手的揮擊軌跡。
(b)無受過專業訓練之受測者的揮擊
軌跡。

學系任教。許博士返回母系任教至今，透過經驗傳承與親身示範，
將自動控制、機電整合、電路設計、人體感知等學術理論與產業
實作進行融合，並藉此培育學弟妹具有開發產學合一的創新技術能
力，進而培育更優秀的逢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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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保健

文．攝影／彭春梅

如何保養會說話又傳神的眼睛

高階 101)
(EMBA

我

們常常說眼睛是靈魂之窗，擁有一雙水汪汪的眼，是大家都
夢寐以求的，會說話的眼睛會傳神，動人的明眸雙眼，加上

眼周的皮膚細緻光滑，就能展現動人又傳神的雙眸，不論大眼小眼，
都能擁有一雙水汪汪的眼。
除了眼、頸、手背，最需要我們花心思保養的地方──就是眼
周尤其眼睛是最藏不住年齡的地方。
眼周是全臉皮膚最薄最嬌嫩的地方，眼部皮下幾乎沒有皮脂腺
和汗腺分佈，眼睛周圍的皮膚細薄，容易乾燥、缺少水分，這也
是眼部皮膚極易疲勞和衰老的一個原因。
若沒有好好保養呵護，雙眼很容易造成眼周乾燥、黯沉及鬆
弛，最後魚尾紋越來越深，甚至眼尾越來越垂，就會顯得蒼老。
汽車有做保養就可延長使用壽命，眼睛也是一樣，隨著年紀的
增長，身體對抗自由基的能力會逐漸減弱，眼球的退化產生的老
花等等，適當的眼周按摩保養是可以除了預防細紋外，也可以讓
眼壓減低，延緩退化。

44

逢|甲|人|月|刊

一般的面霜可以取代眼霜嗎?
皮膚保養會區分為『眼周』及『臉部』保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眼周和臉部的需求是不同的，臉部
不會有黑眼圈的問題，但眼周會有浮腫跟黑眼圈的困擾，長期戴眼鏡，或使用3C產品容易造成眼壓過
高，或鼻過敏造成的黑眼圈造成眼周代謝循環不良，泡泡眼就產生，因此眼霜通常會添加能促進眼周
血液循環的成分。

從幾歲開始保養眼周比較恰當?
一個人平均一天會眨眼2萬次左右，每一個表情都會牽扯到眼周肌膚，而這兩萬次無意識的眨眼和
表情幾乎讓眼周無法好好休息，所以臉上的第一道紋路會出現在眼周，所以當然越早保養越好喔！

眼部要怎麼護理呢？
選擇適合自己的眼霜
1、在購買眼霜的時候，如果使用之後，眼周
長出脂肪粒，說明這款眼霜太過油膩，不適合自
己。
2、如果使用眼霜後，肌膚還是乾燥，說明這
款眼霜也不是好的選擇。
3、如果眼周肌膚有鬆弛現象的話，選擇有緊
緻功效的眼霜，再配合適當按摩，就能讓眼周肌
膚更加緊緻光滑，預防細紋產生。

眼部保養(第一重眼部SPA)
1、先用中指與無名指同時按壓眼窩上方與眉
眶，由眼頭按至眼尾。
2、然後再用無名指由眼角外側向眼頭方向，
以畫小圓圈的方式輕輕滑動按摩。
3、按摩的時候一定要輕柔，慢慢地放鬆眼周

將養分大量導入眼周肌膚底層，並通過血液加速
循環來促進吸收，通常情況下，敷20分鐘即可。
或是使用眼霜或營養霜當面膜，也是非常好的方
法，簡易又有效。
眼周保養，是每個人都必須重視的保養，想要

緊繃的肌膚，或直接用眼霜按摩效果加倍。

重返20歲水汪汪的大眼不是難事，時間花在哪，

眼部保養(第二重敷眼膜)

成效就會在哪。除了要選擇適合的保養品外，定

市售眼膜材質玲瑯滿目，選擇能夠迅速深層滋

期的專業眼部SPA透過按摩讓保養品滲透吸收效

潤因缺水而產生細紋眼周的眼膜非常重要！最好

果加倍，眼睛亮了，細紋不見了，黑眼圈就變淺

選擇蠶絲紙材質，對肌膚服貼度高，能阻斷空氣，

了，每個人都可以擁有會說話又傳神的眼睛。
本文稿費捐助逢甲人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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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信錄

會員年費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6-7

金額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名

會計 83

曾伊齡

3,000 台北市

國貿 64

徐中興

50,000

台北市 經濟 68

朱士家

2,000

台北市

合經 86

李銹玲

1,000 台北市

經管 96

劉約崙

10,000

台北市 銀保 56

劉延村

5,000

台北市

合經 88

林怡君

1,000 台北市

高階 102 吳芳君

10,000

台北市 建築 57

王基順

5,000

台北市

工工 61

莊炫貴

1,000 台北市

銀保 63

10,000

台北市 高階 93

崔昇祥

20,000

台北市

財稅 60

鍾日迪

1,000

尊榮會員(15年)

台北市 國貿 57

黃何文

10,000

台北市

機械 59

謝健助

1,000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台北市 經管 92

劉憲鴻

10,000

台北市

土木 63

鄭兆鴻

1,000 台北市

合經 81

許仁美

10,000

台北市 經管 93

黃美美

10,000

台北市

經濟 67

游家麟

1,000 台中市

會計 55

林玲美

12,000

台北市 經管 93

陳素娟

10,000

台北市

企管 63

廖天玲

1,000

台北市 經管 94

蔡堯全

5,000

台北市

交管 66

鄭佳良

1,000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金額

台北市 經管 94

賴文堂

10,000

新竹市

紡織 59

林桂廷

1,000

台北市 土木 55

王龍池

10,000

台北市 經管 96

陳淑玲

1,000

台中市

合經 77

廖興力

1,000

台北市 國貿 56

陳正雄

10,000

台北市 經管 96

麥世明

10,000

台中市

企管 59

蕭弘基

1,000

台北市 國貿 57

黃何文

20,000

台北市 經管 96

黃淑貞

10,000

台中市

國貿 67

黃伯修

1,000

台北市 合經 63

陳韋佐

10,000

台北市 經管 96

廖婉廷

1,000

嘉義市

紡織 65

方清居

6,000

台北市 交管 69

游永全

10,000

台北市 經管 96

劉約崙

10,000

屏東市

國貿 61

涂永陞

1,000

台北市 經管 96

劉約崙

10,000

台北市 經管 96

程嘉珍

10,000

台中市金融保險系友會團購

2,400

台北市 機械 59

李勝從

5,000

台北市 經管 97

陳明男

1,000

逢甲大學海峽兩岸科技研究中心團購

20,000

台北市 機械 66

彭世國

10,000

台北市 經管 97

盧慧娟

10,000

桃園市 高階 93

卓訓淦

4,000

企管總會捐款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高福源

姓名

金額

金額

姓名

北區機械系會務捐款
金額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名

台北市 機械 59

李勝從

企管 59

翁登財 150,000

台北市

企管 59

蘇室安

20,000

台北市

企管 59

曾榮宗

30,000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台北市

企管 59

李春生

台北市

企管 65

盧壯智 100,000

台北市

企管 69

陳永發

台中市 公政所 98

張昭友

台中市

企管 57

陳伯文

台中市

企管 57

邱伯達

3,000

台北市 群英會顧問 陳正雄

新竹市 高階 93

姚

儀

1,000

台中市 高階 93

蕭珍琪

10,000

台北市 台北市校友會-張政文

6,000

金額

台北市 群英會會長-吳妍妍

10,000

10,000

台北市 會計系會長-方麗櫻

3,000

快樂農場會務捐款

10,000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1,000 台北市
10,000

金額
15,000

群英會務捐款
姓名

國貿 56

姓名
陳正雄

台北市 工工系會長-盧金慧

3,000

金額

台北市 運管系會長-陳吉隆

3,000

10,000

台北市 國貿系會長-蔡文中

3,000

台北市 統計系會長-鄭宗陽

3,000

金額

台北市 群英會會長-吳妍妍

3,000

北區EMBA會務捐款

5,000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姓名

金額

台中市

企管 59

張 梅

20,000

台北市 國貿 56

陳正雄

10,000

台北市 企管系會長-蘇室安

3,000

台中市

企管 60

柯棋三

20,000

台北市 企管 59

郭麗群

10,000

台北市 財金風保會長-江松圳

3,000

台中市

企管 78

蔡聰翰

5,000

台北市 企管 59

王華宇

10,000

台北市 機械系會長-李勝從

3,000

台中市

企管 80

王俊源

20,000

台北市 土木 63

鄭兆鴻

1,000

台北市 金融聯誼會長-張立義

3,000

台中市

企管 98

陳建文

10,000

台北市 交管 69

游永全

3,000

台北市

EMBA高階93

1,000

台中市

企管

張優忠

2,000

台北市 合經 70

楊朝安

3,000

台中市

逢甲大學

3,000

台中市

自控 69

林盟彧

5,000

台中市

建築 65

施鵬賢

10,000

戶名：台北市逢甲大學校友會 郵政劃撥帳號：15298571
銀行：華南銀行－信維分行 149100097592

活動看板

107/8/4
10:00-14:00

107/8/18
六

姓名

台北市校友會會務捐款

台北市

日期 / 時間

六

姓名

地區別 系別 年屆

北區EMBA會務捐款

台北市

會員年費及會務捐款
年 月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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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逢甲校友文教基金會捐款

06:50

活動名稱
EMBA 菁英回娘家

地點
逢甲大學中科校區

中區金融保險系友會
第一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暨 逢甲大學商學東門
秋季旅遊

聯絡人
黃國城會服組組長
0935-199-545
秘書長黃順裕0910-496-369
公關長簡碧英0929-45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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