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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碎語（戴明瑞） 
 

歲月輪迴，季節更迭，在虛擬的世界，我們原本無須傷春

悲秋，卻難免驚訝於韶光易逝，感覺才出了 Q1季刊，怎麼

Q2一下子就到了？ 

 

好不容易這兒疫情漸受控制，打了疫苗，家人好友終於可以再相聚再擁抱，但我們的家鄉卻突然失火

了，世上最後一塊淨土瞬間淪為熱區，我們在這兒遠水救不了近火，只能由衷地希望大家同島一命團結

抗疫，趕快穩住疫情回歸正常生活。 

 

謝謝多位校友賜稿，希望我們每一期都有生力軍加入，使我們季刊更多樣更有趣。 

 

我們藉著簡訊這座連接校友及校友會和母校的橋樑，持續關心母校及家鄉。本刊文字力求簡短有趣，三言兩語講不完的，就

提供延伸閱讀的連結。園地公開，不收費，但只收一頁內短稿（含照片），來稿請寄 ray.m.ta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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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排館的聲音會想到關於牛排館的相聚回憶  . . .  [more] 

 「時間資本好珍貴，要是再不挑戰，好像就晚了」，這是一名會計系女孩的心聲 . . .  [more] 

 走入黑暗的前一刻，我的眼眶泛著淚，那股對於未知道路的焦慮害怕襲擊而來 . . .  [more] 

 只要傾聽內心的聲音，患難中堅持下去，夜幕中常有微弱星光 . . .  [more] 

 回顧成長歷程，楊志新認為在德國讀的小學六年級那一年，獲得了關鍵的啟蒙 . . .  [more] 

 大幅降低幽門桿菌盛行率由近七成降低至一成，胃癌發生率隨之下降 53%，死亡率也 . . .  [more] 

 臺灣領先全球的半導體晶片產業，不斷追求精密細小的極限挑戰 . . .  [more] 

 重新調整再出發的女排，卸下肩上沉重的連霸壓力，不再將得分視為理所當然 . . .  [more1] [more2] 

 臺大醫院神經部…教授團隊，發現導致遺傳性巴金森症新穎致病基因與粒線體相關機制   . . .  [more] 

 越來越多的人罹患阿茲海默症。臺灣失智症患者已占老年人口的近 8%，將近三十萬人 . . .  [more] 

 台大校訊(NTU Weekly e-Newsletter)： http://host.cc.ntu.edu.tw/sec/schinfo/epaper/ 

 台大校友電子報：http://epaper.ntu.edu.tw/?p=view&listid=234%E3%80%8D  

 台大校友雙月刊：http://www.alum.ntu.edu.tw/wordpress/ 

臺大校友畢業 30/40/50 年重聚會活動: http://www.ntureunion.tw/  

 

NTU MOOC x Coursera:  https://www.coursera.org/taiwan 

發行人/會長：王相禮  (造船-84） 

文字編輯：戴明瑞（機械-78） 

美術編輯：蘇斐璋（商學-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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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生活恢復前的寧靜  
                   （會長 王相禮） 
 

 

遠離節慶宴客群聚，一年多後，總算是到了可以把「打過疫苗了嗎？完成疫苗注射了嗎？」當成日常問

候的開場白！聽到「打過了！完成了！」便覺多心安了一分，如聽到的是「還沒有！不想打！不需要

打！」即使口頭敷衍打哈，面不露慍色，也會心頭抽搐一陣！心想為何不能共體時艱，大家盡力達到集

體免疫，打退病毒，早日恢復正常的生活環境！要不然去政府機關或銀行辦點事情，除了雙證件之外還

得被查戶口般地回答很多私密問題。問辦事人員為何如此慎重，才被告知是因為人人口罩掩面，無法單

靠證件確認身份，導致非法犯罪案例遽升所致！ 

 

新冠病毒的傳播真是給我們所有人，當頭棒喝、醍醐灌頂，提醒人類得，敬畏天地、回歸自然、保護環

境、愛護萬物、彼此尊重。不要再有人定勝天、意識形態掛帥、不信科學的錯誤觀念與作為！病毒也逼

著我們加速並實現了很多以前大家一直想做卻缺乏動力或決心去實現的事情。不必舟車勞頓，透過網路

便可在家上班上課、做生意見客戶、買賣東西、上賭場；遠離嘈雜昂貴的都市搬到好山好水宜居處去

住；讓住校不想在家的子女們回家與父母作陪。數不盡習以為常的活動嘎然而止，人人都有了無限的失

落感，同時也激發出重溫舊夢的渴望與迫切感！ 

 

病毒很可怕，但是人卻無法長期地被禁錮著不動，所有的活動也不得不作對應的調整。實體活動延期取

消或改成網路餘興、見面聚餐改成分享食譜、開會改成視訊群聊，踏青改成線上導覽。雖然如此，病毒

的傳播仍然對校友會的運作有非常大的影響，導致於去年年底的年會無法舉辦，理事無法改選，連帶地

也無法推選出下一屆的行政人員。經過理事會議慎重討論後決議，所有的理事與行政人員延任一年，待

下次年會實體舉辦時再行改選，敬請全體校友們諒解！ 

 

校友會的活動沒有因病毒肆虐而停止，仍然持續舉辦，最近的活動是一個網上的博物館導覽，在五月十

六日參觀了紐約著名的地標-世界第八奇景-布魯克林大橋。透過紐約歷史學會博物館的精彩文物照片圖

檔，由博學多聞的導覽員對大橋的創建緣由、興建過程與施工期間的辛酸喜樂，順逆跌宕。以不同一般

由工程的角度來介紹一個建築團隊，如何解決難題與挑戰。改由透過人文的觀點，從官商勾結、利益衝

突、人性鬥爭、地界好惡、區域掙扎、家庭關懷、夫婦協作、犧牲奉獻，等不同視野來詳細地做解說，

讓五、六十位參加導覽活動的校友們，身臨其境般地一同見證了這一個偉大的建築在世界之都出世！導

覽結語中更讓大家瞭解了大橋的先進設計、創新材料與優良技術，並非大橋工程成功的主要原因。其中

最重要的關鍵反倒是大橋負責工程師的內助，在丈夫患病後，挺身而

出，工地家庭二頭奔走，在家中向養病的丈夫報告進度和研討攻堅方

案，在工地和相關利益單位斡旋、並協調指揮施工人員的結果。夫妻

同心，其利斷金！一位賢內助，遠勝過千百員工的工程團隊！這個導

覽活動讓我開了一個大眼界，更讓我覺得，沒有參加此次布魯克林大

橋導覽的校友們，真是錯過了一個非常精彩的活動！ 

 

校友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裡，將會與北美台大校友聯合會的其餘十幾個校友會密切合作，推出一系列精

彩的活動。希望所有校友們注意我們發出的活動通知，踴躍參加！更希望能很快地在疫情舒緩後與大家

在真正的實體活動上見面！ 

 

           謹此祝福大家，病毒遠離、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平安喜樂！ 

                                  

                  所有活動細節會適時公佈於校友會網站：http://www.ntuaagny.org/  

http://www.ntuaagny.org/


在學習中成長  （林偉如 醫技-76） 

 

 

過去的 15個月, 我們經過了前所未有的身心挑戰! 

 

2020年的春天是沉重的, 3月 9 日 Rutgers校園及醫院不再對外開放, 取消非緊急手術, 我們被輪派

到醫院新冠隔離病房支援. 取消了醫學生臨床實習, 老師學生們在最短的時間內學習網上教學和期末

考. 四年級學生提早畢業投入醫療前線. 門診中心改為視訊診療, 員工遠距上班, 父母在家兼顧老師家

長的責任. 

   

疫情會報一天天觸目驚心; 

社區關懷一波波各方湧進; 

隔離病房一樓樓消毒轉換; 

診斷治療一週週即時更新. 

 

感激的是,身處危機中心, 臨床各科及研究團隊彼此支援,教學相長.  

一週之內緊急應變小組成立,各組領導人員邊做邊學邊改進.今年比去年從容多了. 

例如,確診病人不必再一律住院, 輕微病狀可以在家裡自我隔離, 觀察含氧量, 只有缺氧呼吸急促時才

需要到急診處. 今年急診處也提供單核抗體靜脈射給符合條件的病人, 可以在做完點滴後回家休養.病

房床位可以保留給比較嚴重的病人. 

 

感激羅格斯大學研發出最新新冠病毒唾液速簡方法, 到今天師生仍定期篩檢, 

感激郡政府藥房診所提供篩檢給一般民眾. 

感激病人們的理解及合作, 家人們的容忍及體諒 

感激每天早晨醒來, 發現我仍然是健康的. 

 

2021年春天漸露曙光, 聯邦政府提供新冠疫苗給各州,分配到各城市, 醫院藥房聯邦醫療中心.我本人

也投入疫苗接種中心, 帶著義務人員加班給需要的民眾們接種, 只要是在這裏居住,在這裏工作,在這裡

上學的人,尤其是弱勢團體沒有保險的人, 都可以接種免費的新冠疫苗. 我們也為社區民眾提供網路課

程和解答諮詢. 同心協力下,醫學生們才能重新開始進入臨床學習, 培養未來的醫師; 醫療團隊才能安

心的照顧病人及平衡家人的安危.  

 

生命是脆弱的, 也是有韌性的.這一段期間雖然不能互訪或旅行,有很多人在家裡享受三代同堂彼此照應

的樂趣, 有人重新認識大學就離開家的成年孩子們. 不少人心寬體胖, 把嗜好變成創意: 家庭食譜,菜

園,花園,室內裝璜,戶外整修, 網上運動藝術課程無所不在.  

 

未知數令人不安, 無法預測誰會得病誰不會得病. 不少人失業, 抑鬱症躁鬱症失眠症惡化, 抽煙酗酒吸

毒離婚者增加. 一旦新冠病毒進入人體, 無所不在. 有人即使復原仍有長期後遺症. 有人由於肺臟受影

響,可能繼續用氧氣或治氣喘的藥; 有人腦部受影響,記憶力,理解力, 體力還沒恢復; 有人失去味覺或

嗅覺幾個月才復原. 更不幸者,上救護車的一刻就是生離死別, 最令人心碎的是在隔離病房,用平板電腦

或者手機和家人說再見, 網路宗教儀式或葬禮. 

 

想要達到新常態,並不是只有回到課堂上課, 回到辧公室上班, 上教堂,理髮廰,體育舘,看球賽;而是要

確定,今後如何追求平衡. 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是每一個人的責任.  



 

到今天, 新澤西州有 61%以上成人民眾接種新冠疫苗, 是全美國接種率第七高的州, 所有施打的(至少

一劑疫苖)  8,885,212 中 12-17 歲者只佔 3%, 亞洲人佔全部接種民眾的 11%.  

全美國接種新冠疫苗率最低的是明尼蘇達州 23%. 暑假到了,孩子們能不能參加夏令營, 家人能不能安

全相聚, 校友們能不能出國訪問家人親戚, 需要遵守各地規定.  

 

在這準備向前邁進之際, 篩檢, 疫苖, 戴口罩 (wear),洗手(wash),保持距離(watch distance)是我們

能夠相信的科學憑據, 我們只能盡全力而待天命. 

 

在這裡, 特別感謝大紐約區臺大校友會捐款一萬七千元給 Robert Wood Johnson University Hospital 

Foundation. 感謝善心人士手工縫製布口罩; heart to heart  捐贈個人衛生用品及襪子, ARM捐贈流

動洗手臺給流浪漢. 台灣,中國 新澤西的親戚朋友們, Granwell Product Inc., 台灣商會, 慈濟基金

會, 武漢愛心同盟(Wuhan United), 對新州社區捐贈的口罩,手套,防護服,隔離服給醫院,診所,養⽼院,

殘障中⽼. 

  



                                   Lives On In NJ             (張彬彬 電機-66）

2003, Giverny, France 

When time, space and nature melted in a trance, 

Claude Monet cast his enchanted glance. 

On the bridge over water-lilies we danced. 

 

2010, Grounds For Sculpture, Hamilton (NJ) 

Monet's spiritual impression lives on. 

His motifs have been sculpted to look upon. 

Changing of seasons, but his lights are never gone. 

 

2020, Leonard J. Buck Garden, Far Hills (NJ) 

Wonderful serendipity for the pleasure of the eyes 

Water-lilies pond, wooden bridge, Monet by surprise! 

Spiritual impression, God's nature by Monet, His glory arises. 



                                  我家的貓咪們              (羅吉原 電機-74） 

                      (轉載自世界日報家園版：02/11/2013） 

 
 
一般人養狗，知道狗的「靈性」很高，似乎聽得懂主

人說的話。那家貓呢？雖然貓似乎沒有靈性，但家貓

跟人類處久了會有嗎？ 

 

這就要說到中國明朝吳承恩著的《西遊記》一書。數

年前，我在美國紐約州長島某教授家的客廳裡看到一

本，當時閑來無事，就細讀一兩個章節，結果有個驚

人的發現：吳承恩在 16世紀明朝時，就有 21世紀的

「語音辨識」（voice recognition）的觀念。 

 

書中的情節是這樣的：孫行者到了西域某地知道某妖

怪有個厲害的魔袋。此妖怪會問你的名字，如果回

應，就會被吸入袋中，被袋內的液體融化，屍骨無

存。走著走著孫行者就碰到這妖怪，妖怪厲聲曰：

「來者何人？」孫行者大聲回應：「行者孫」。說時

遲，那時快，孫行者立刻被吸入袋中。 

 

孫悟空大驚，怎會變成這樣子的？原來孫行者以為魔

袋具有靈性，可辨識人類的語音，一旦報出大名，魔

袋就把聲音換成文字，然後查查資料，確認真有其

人，才發功把來者吸入袋中。孫悟空自以為道高一

著，編了個假名行者孫，心想這魔袋查無此人一定拿

他沒轍。孫行者這才知道魔袋並無靈性，它只是聽到

那裡出聲，就往那個方向用力猛吸而已。 

 

貓類的本性是離群寡居，對人類自然是少有熱情。我

家裡曾養過兩隻貓，一黑一黃，果然黑貓對我們一向

冷淡；但是黃貓卻和我們非常親近。記得剛抱養黃貓

時，牠已經有 6個月大，當時瘦到皮包骨，據說生下

來就是一隻流浪的野貓，難得吃到一頓飽飯，後來才

被愛護動物中心收養。到了我們家之後得到溫飽，因

此和我們的感情特別好。長大之後，只要我們一叫黃

貓的名字，牠馬上就過來，我們覺得可能被養出靈性

了。後來我發現對著黃貓叫黑貓的名字，牠也馬上就

過來；我這才知道，只要我一發聲，不管叫什麼名

字，黃貓都會過來。牠和魔袋一樣，是沒有靈性的。 

 

數年後黃貓病逝，我們難過一陣子。突然有一天愛護

動物中心打電話來，要我們去看一隻僅 6周大的小

貓，說我們一定喜歡。果然，我們一看就抱回家收

養，因為牠的形態跟病逝的黃貓非常神似。養大之

後，我們發現新黃貓的個性和以前的黃貓完全不同，

不管叫牠的名字多少回，牠都相應不理。 

 

不過牠很好奇，有時我開車房的內門，牠會跟我喵一

聲報備一下，就快速地溜出廚房跑進車房裡漫遊。我

站在車房的內門口罵牠，牠就喵一聲回應，好像很愧

疚但又不情願地慢慢返回屋內。我突發奇想，是不是

有靈性，聽得懂人話了？更有甚者，最近每天早上起

來，我口中念「餅乾」（貓食的一種），小貓一聽到

立刻以喵喵回應，非常熱絡。我走向餵食之處，牠就

萬馬奔騰地衝過來，迫不及待地把頭伸入碗裡。我心

裡想，應是真的有靈性了。 

 

可惜昨晚在樓上臥室，我對著小貓念餅乾，因為我樓

上臥室離樓下餵食處甚遠，牠相應不理。我這才知道

只要在餵食處附近，不管我說了什麼話，小貓都會以

為和餵食有關，高高興興地跟著我走的。可惜啊，新

貓還是魔袋。 

 

          

  
我家的貓咪們個性各異，這隻黃貓

從小就對冲馬桶產生的漩渦好奇。 
小黃貓平時喜歡陪我上班，書桌上

的日光燈正好可以給祂做太陽浴。 

機器人吸塵器，小黃貓心

裏想：那裏來的妖怪。 



 (陳淑慎 外文-74） 

 

 

疫情以來，我外出活動的次數益漸增加，幾乎每天下午過後就開始蠢蠢欲動、坐立不安，

即便天候不佳，只要不是傾盆大雨我還是會出門的。我是想出門透點新鮮空氣，走走路鍛

鍊一下身體，我知道得要避開人群，保持社交距離，最佳去處當然就是公園、河邊、林間

步道或登山健行。我這人又不喜歡老去重複的地方，總是換著不同的地點，增加些新鮮趣

味感。足跡幾乎踏遍住家方圓一兩英里內的開放空曠地區，腳力也愈來愈行了，每天行走

的路程里數也愈來愈長，已經不能滿足於腳力所及之處，於是開始去發掘探索新的據點。 

  

先從搭乘紐約上州 Metro-North 火車

起步，在離住家不遠的 Marble Hill

上車，既方便又可避開搭地鐵到中央

火車站的不安全感及免於舟車勞頓，

疫情期間 Metro-North 火車乘客極少，一個車廂小貓兩三隻，根本連社交距離都無須規

範。火車沿著 Hudson River 一路北上，窗外景緻早已值回票價。第一次火車行程目的地

是 Governor Mario M. Cuomo Bridge，在 Tarrytown站下車，憑著多日來的磨練，從火

車站走到長橋已不成問題。來到橋上，放眼看去一望無際的遼闊河面，真是心曠神怡，橋

長三英里半，據稱是美國境內附有人行步道的最長橋樑。一邊欣賞河面風光一邊漫步過

橋，倒不覺得遙遠，但是回程又將是三英里半可就吃力了，還好河的對岸 Nyack小鎮上有

不少餐館，挑一家順眼的就坐定下來好整以暇吃一頓晚餐再回頭。對於這次行程很是滿

意，於是又滋生了下一個行程。  

 

在台灣的登山族都知道台北天母有條水管路步道，在紐約也有水管路步道(Old Croton 

Aqueduct Trails)，但紐約的規模遠遠大於台北的，從紐約上州 Croton-on-Hudson一路 

向南延伸到紐約市 Bronx，其總長達二十六英里半，一次走完是不可能的，我第二次火車

行程就想探索這條水管步道。我搭火車在 Dobbs Ferry站下車，約莫十分鐘不到已經抵達

昔日水管道的看守所，沿著步道由南朝北前進，步道為原始泥土路，兩旁綠樹成蔭，十分

清幽宜人，偶會穿越鄰近小鎮的街道，又繼續走進一片綠意天地中，就這樣走了又走，已

經走了超過平日負荷，適巧路經 Lyndhurst莊園，決定就此打住歇腳。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紐約諸多豪紳巨賈在紐約上州沿 Hudson River 購置大片林地，邀聘

名建築師規劃興建巨型豪華莊園，供個人休閒隱居或款宴招待賓客，Lyndhurst莊園即為 

其中之一，隨著時過境遷，子孫後代無力持續經營這龐大房產，遂轉贈政府予以收管。

Lyndhurst 莊園採哥德式建築，與紐約上州其他莊園大異其趣，廣袤庭園起伏於山丘林野

之間，居高臨下俯瞰 Hudson River 波光粼粼，臥波長虹的 Governor Mario M. Cuomo 

Bridge 在遠處河面上依稀可見。回程仍沿著水管路步道南行，不多久轉進附近小鎮街

道，繼續前行至 Irvington 火車站搭車回家。這僅是漫長水管道步道的一段路程，假以時

日要繼續探索，走完全程。  

 

  



Pictures: 
1. Governor Mario M. Cuomo Bridge 

2. Old Croton Aqueduct Trail 

 

 

 

 

 

 

 

 

 

 

 

 

 

 

 

 

 

 

 

 

 

3. Lyndhurst Mansion 

4. View from Lyndhurst  



利用互動式聲音設計在 VR 中說故事       (張育誠 工商管理-11） 

 

 
 

聲音在許多種形式的故事表現有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George Lucas 曾說過聲音佔有整個作品一半的體驗

(Sound is half of the experience)，而這在虛擬

實境(VR)這個媒材下更加的成立，因為聲音可以直接

影響體驗的沈浸感，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在 VR中拿

起一個杯子並將它丟到地上，而整個過程都沒有任何

的聲響或是聲音表現並不符合我們直覺的預期，我們

的潛意識就會立刻告訴我們這個我們所在的虛擬世界

是假的，因為在我們所熟悉的真實世界裡，聲音本身

並不是這樣運作的。我們必須要讓聲音在 VR體驗中

非常的直覺，才不會讓視聽觀眾在體驗過程中抽離出

來。如果沒有恰當的聲音設計，所創造出的 VR世界

即頓時失去了魅力，而所想說的故事也大大的降低其

說服力。 

 

<The Price of Freedom - 自由代價> 是一部獲獎的

互動式 VR電影，他的故事啟發自美國駭人的 Mk 

Ultra 計劃，一個發生在美國 50到 70年代已被解密

的真實事件。當時的 CIA曾進行了多種的人體實驗包

括使用迷幻藥洗腦無辜的受試對象。在故事中，視聽

觀眾以 CIA 探員的身份潛入一位名叫班米勒的”間

諜”的屋中並受命刺殺他，原因是他從政府單位裡偷

竊了最高機密的武器研究報告。試聽觀眾藉由探索屋

中的環境得以慢慢的發現他們這次任務的真正目的。 

 

1.利用聲音來說故事的技巧 

聲音在 VR中所扮演的角色跟一般的遊戲與電影很類

似，但我們在 VR體驗中追尋與確認的是一種沉浸

感，換句話說就是使用者身處在虛擬世界中的「真實

性」。聲音本身具有一些特性能夠引導視聽觀眾更沈

浸的體驗 VR 故事中的世界。首先，聲音能夠交代時

空背景，在 The Price of Freedom 的故事場景中有

一個播放美國 60年代爵士音樂的收音機，以及一台

正在播放甘迺迪當選總統的就職演講的電視畫面。這

些元素清楚了交代了虛擬實境裡建構的地點和年代。 

 

另外，除了聲音指令直接告訴視聽觀眾他們該做什麼

的音檔之外，我們同時也設計了一個能夠播放的錄音

帶，它除了引導視聽觀眾多注意場景裡的某個區塊，

同時也提供了部分的故事資訊。在與其他在場景裡的

各種其他元素像是信件、圖像、文件不斷的重複強調

某些資訊，因此即便視聽觀眾可能在場景中漏掉某些

物件，但整體仍能夠藉由其他各處的碎片拼湊出完整

的故事內容。 

 

 

聲音也可以替體驗建構情緒，互動式音樂設計是個很

好的手法在互動的環境中以不同層級、階段性的影響

視聽觀眾的情緒強度。在 The Price of Freedom 我

設計了一些有著不同情緒強度層次的互動式的音樂，

並安置在場景中讓視聽觀眾在體驗中一一觸發。 

 

在音樂設計的表現方法，The Price of Freedom中

使用了主題音樂並同時運用在情境內與非情境音樂設

計中(diegetic/ non-diegetic music)，舉例來說，

我們替班米勒的女兒凱西米勒設計了屬於她的主題音

樂，她的旋律第一次以情境內音樂的方式呈現: 一個

放置在屋內的音樂盒，視聽觀眾會知道這個音樂盒是

班米勒送給凱西的生日禮物，而在之後的體驗中，只

要任何的故事情節有提及到凱西時，同樣的旋律即以

非情境音樂的方式出現，提醒視聽觀眾這個角色的存

在。 

 

2.什麼是互動式音樂？ 

我們一般所認知的電影電視或是廣告配樂，音樂的設

計往往依附著時間軸，反應視覺銀幕上所想表達的內

容。這也就是所謂的線性式設計: 聽眾可以預期在某

個時間點上會呈現出什麼音樂內容。同樣的邏輯也運

用在普遍的歌曲撰寫上，在有明確頭尾的線性體驗媒

材上，這樣的架構運作起來非常的有效。但是如果在

互動式的媒材(像是遊戲)中可能就行不通了，因為我

們沒有辦法預測使用者在哪個時間點上會做出什麼決

定，也無法知道這個決定會在畫面上反映出什麼事

情。使用線性思考的邏輯找出的解決方式一不就是寫

個無限循環的音樂內容概括整體體驗，要不就是當觸

及到某個點後音樂淡出，此類型的設計往往無法精確

地表達內容想呈現感覺並讓整體體驗大打折扣。 

 

因此互動式音樂設計的概念就顯得相當的重要，音樂

的內容會隨著體驗者當下的決定或是狀態而做出即時

的反饋，這個改變可能是變換場景、模式轉換、心

情、健康狀態、時間等等。我在製作 The Price of 

Freedom也使用了互動音樂設計的手法完成了體驗中

火災場景的音樂，場景的音樂中主要分成了四個層次

的情緒表情，而當體驗者一一觸發了場景裡的事件

時，音樂即隨著故事劇情的演變而轉換到下一個層次

的情緒強度，以至於在章節的最後處巧妙的結合了一

個尾奏給予音樂完美無痕的收尾。互動式的音樂設計



 

可以讓高度互動類型的體驗更加展現它的魅力，體驗

者也會有更深刻且客製化的經驗。 

 

3. VR 中的空間聲音放置 

在完成了音樂音效檔製作後，該如何把他們放置到

VR的環境中呢？我希望視聽觀眾能夠感受到他們存

在在一個模擬的音場空間內，但同時又想要強調某些

在故事中比較重要的聲音資訊，因此我將所有個音訊

歸為兩大類: 聲音放置在空間內固定的地方以及聲音

位置會隨視聽觀眾的位置而改變兩種。 

 

第一類放置在空間內固定的地方包括了有環境音、撞

擊及互動音效、情境內音樂和部分的口白，這一組的

聲音檔案附著在空間的物體上或是在空間裡的一個固

定位置上，主要的目的在於替所在環境創造出一種音

場感。以環境音而言，我在每個空間中都設置個一個

五頻道的環視音場設計，基本上就是把五軌 mono的

環境音軌各依附在所屬的聲音播放源，並將他們以我

們在現實中如何放置 5.1環視擴大器的邏輯放置在虛

擬空間中。 

 

第二類的聲音則會隨著視聽觀眾而改變位置，這有時

也被稱為”與頭綁在一起”的聲音，例子包括了部分

的口白及非情境音樂，這一類存在的目的在於確保視

聽觀眾能夠完全接收到音檔想傳達的訊息。舉例來

說，在故事中有一個醫生的口白聲音時時刻刻的引導

視聽觀眾去完成他們被指派的任務，我將這個聲音來

源貼在視聽觀眾的頭後方處，這個設計不但確保他們

能夠清楚的聽到口白的內容，同時也符合故事情節的

設計。 

 

4. VR 中的混音 

在聲音都被放置在環境中後，我們該如何混音呢? 

與其調整在空間裡存在的一個個的單一音檔，將所有

的音檔分類後成以大群組(音效、音樂、環境音、對

白)的方式來混音顯得容系許多。我將空間裡的音檔

分類成不同大群組後，把每個群組指配給在遊戲引擎

中的一軌，並以這些大分類下的各軌來進行混音。當

然在個群組中的各音檔，我在把他們放到遊戲引擎之

前，就已經在 DAW 中處理好他們之間的相對音量。不

過話雖如此，在 VR 中混音絕對是個不斷反覆的過

程，畢竟我們在 DAW 聽到的感覺絕對跟在 VR裡面聽

到的感覺有所出入。 

 

                                              作者背景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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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phisticated Spoken English        (陳德碩  醫學-61） 

 

Four ways to emphasize “You are my darling!” 
 

YOU are my darling! No one else. 

You ARE my darling! Now and forever. 

You are MY darling! Mine alone. 

You are my DARLING! Not just my companion. 

 
Warning:  One should not emphasize or accent all four words together in one breath, 
for that would be just shouting, very undesirable!     
  

Practice makes perfect! 

專題探討：稱讃美女之最佳四字成語 

* ** *** **** ***** ****** ***** **** *** ** * 

請問：稱讃美女之最佳四字成語是甚麽？ 

但另有規範：它祗限於稱讃美女。 

所以《十全十美》能夠稱讃別的，就不合規範！ 

 

《美人如玉》《如花似玉》《艷如桃李》《花容月貌》 

《冰雪聰明》《貌美如花》《紅唇皓齒》《眉清目秀》 

《人面桃花》《婷婷玉立》《婀娜娉婷》《沉魚落雁》 

《閉月羞花》《落落大方》《款款情深》《羞人答答》 

《含情脈脈》《眉目傳情》《蕙質蘭心》《千嬌百媚》 

《傾國傾城》《貌比天仙》《驚為天人》《我見猶憐》 

《一見銷魂》。。。等等 

這一批四字成語都不夠好！德碩找到了最佳答案。 

留待下一頁分解！  



稱讃美女之最佳四字成語？ 

最佳答案：《秀外慧中》！ 

外在美加上內在美，才是最佳美女！ 

延伸： 

陳家、尤家、余家、任家、容家、永家、 

令家、何家、復家、顧家、甘家、許家、 

寧家、成家、祝家、賀家、賴家、連家、 

全家、允家、方家、萬家、包家、鍾家、 

范家、尚家、齊家、常家、顯家、祈家、 

向家、崇家、易家、樂家、展家、喜家、 

定家、戴家、愿家、冀家、羡家、應家、 

慕家、伊家、真家、原家、本家、來家、 

符家、合家、繼家、續家、滿家、存家、 

承家、保家、衛家、慶家、重家、固家、 

當家、如果添了女嬰，都可叫“秀慧”。 

但莫家添女嬰，莫叫“莫秀慧”！

原來我名字三個字只中了一個，空歡喜一場。  

不過，校友會永久會員裡，真的有“秀慧”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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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The month of May is dedicated as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API) Heritage Month”.  I 
was very honored to be invited by the Fourth Universalist Society in Manhattan ( a humanitarian society 
embracing love, liberation, social justice, and hope) to share my reflections on being an Asian American during 
their Sunday service via Zoom on May 30, 2021.  The 90-minute service was devoted to celebrate the AAPI 
heritage, denounce the anti-Asian racist incidents, and promote racial harmony. The following is my talk.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Alice Nian-
tsyr Wu. It is my pleasure to share my life 
experiences as an Asian-American.  Being in the U.S. 
for more than 30 years, I would say that my Chinese 
friends and I who came here decades ago are part of 
U.S. history. Yes, we are part of this great and diverse 
country, and our life experiences are American 
stories. 

I flew to New York City after my graduate studies 
in Texas since I had always wanted to see the most 
magnificent city in the world. Without a Green Card 
but with some luck, I was hired by a CPA and Law firm 
in Manhattan three weeks after my arrival. In the 
letter I wrote to my parents, I told them how excited 
I was that my firm was like a miniatur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 worked with Caucasians, Hispanics, African 
Americans and another Chinese girl. Almost all the 
colleagues were very friendly and nice to me. 
However, there was one incident that I would never 
forget. One day, a young colleague asked me, “Hey, 
Alice, are you from Chinatown, does your family 
work in a laundry shop?”  I calmly answered him, “No, 
I came from Taiwan. My father is a professor in a 
university there.”  I almost wanted to tell him that I 
would be proud of my parents had they worked in a 
laundry shop in Chinatown. Since he was the son of 
one of the partners in our firm, I kept the incident to 
myself back then. I tried to ignore his prejudice. 

Time flies by quickly. As I “grew up” in this country 
and met more Chinese American friends, I have 
heard many stories from them about being 
prejudiced against or being taken advantage of in the 

workplace, running a small business, or even at their 
children’s schools. I can almost conclude that every 
Chinese has experienced some discomfort or 
discrimination incidents- small or big, subtle or 
serious. I have a female friend who works as an IT 
manager at a big pharmaceutical company. One day 
she had some conversations with her coworkers 
about a current event. She expressed her deep 
concerns about the issue, which annoyed one of 
them. The gentleman said to her, “If you do not like 
it here, why don’t you go back to your own 
country?”  My friend came to the U.S. for college at 
the age of 19 and had spent nearly two- thirds of her 
life here. She told me, “No matter how long you have 
been in this country, some people would still treat 
you as a foreigner.” 

With very little social network and compromised 
English skills, all the first- generation immigrants 
have to work very hard to make a living, raise a family 
and take care of our parents, who are usually 
overseas. I can tell you that raising American born 
kids is such a challenging task because we have to 
encounter both the generation gap and the culture 
gap. We have to adjust ourselves so that hopefully 
we could meet our kids in the middle. I heard that 
some Chinese moms had fights with their high school 
daughters when their daughters spent too much 
time doing their hair and putting on make-up in the 
morning before going to school. For us, the schools 
are places to learn, not to show off your beauty. 

 
 



 

Looking back all these years in the U.S., I have 
greatly enjoyed being exposed to different cultures 
and learning new things here. However, I firmly 
believe that my Chinese heritage has given me great 
courage and strength. By practicing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I can always draw the teachings from 
those ancient philosophers and apply them to my 
daily life. I am sure that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e 
saying, “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 which is from the Bible (Mathew 7;12). 
Well, there is a Confucius version of this Golden Rule: 
“Don’t do to others what you do not want them to 

do to you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Chinese culture is 
derived from more than 5000 years of history. I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ethics can 
complement the western value system, ethics such 
as “Take the middle road, be filial to your parents, 
respect your teachers. Dig a well before you get 
thirsty someday, and fix your roof before it rains, 
which means that you always need to plan ahead. Be 
friends with your neighbors, be partners instead of 

enem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中庸之道。孝顺父母，

尊敬師長。毋臨渴而掘井，宜未雨而绸缪。和睦

為貴).”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martial” (武) like 
“martial art” is composed of two elements- “stop 

（止）” and “weapons（戈）”, which has taught us 
that one will be a true hero pursuing peace by ending 
the war. 

Now please allow me to share my thoughts about 
the recent anti-Asian crimes. Some of these crimes 
were horrible, which has caused many people heart-
broken. And, to my own surprise, for the first time, I 
feel unsafe walking on the streets or taking the 
subway. Congress just passed the “Anti-Asian Hate 
Crimes Act” on May 19, which was meant to 
strengthen the law enforcement aspects of these 
crimes. I feel that a lot more needs to be done. Asians 
should let people know who we are, how proud we 
are being Asians, and raise our voice to protest 
against any sort of hate crimes. We should write to 
the politicians to stop them from using any anti-
Chinese rhetoric. Asian Americans’ contributions to 
our country, which included the 1.4 million 
healthcare workers who have fought Covid-19, 
should be well recorded. At the same time, we Asians 
will continue to do more to make our community a 
better place. We will keep on doing volunteer work. 
We will help the less fortunate when we can.  

Lastly, I hope that every politician would 
admit that the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are part of the long-lasting social 
problems in our country, because often there 
is gun violence, drug abuse, or mentally-ill 
people involved. Without solving these issues, 
we will see more hatred and prejudice 
leading to violent acts. Solutions won’t come 
easy. The journey is far from being 
accomplished. 

Thank you. Thank you to everyone. 

(P. S. I am very pleased to read many positive 
feedbacks on the Zoom chat room from the 
service participants after my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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