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疫的魔鏡-教育線上的挑戰

從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ＺＯＯＭ-雲端視訊通訊軟體便一直受到公部門與教
育機關的愛戴。遠距討論、線上課程，幾乎無處不見。直到該軟體的資安危機襲擊全
台後，大家才發現，不只原本線上教學的布局全被打亂，隱藏在軟體與線上課程後的
各種問題也全都現形。教師們除了要重新思考線上教學的使用方式外，究竟什麼課
程與教材，適合線上教學?

採訪者//張原銘

措手不及的軟體禁用令

「聽到『禁用』的時候，大家都很錯愕。」

朝陽科大語言中心講師林翠英回憶起當時的

情況還歷歷在目。原來，隨著新冠病毒疫情逐

漸升溫，各級學校已經進入可能面臨停課，而

隨時都要啟動線上教學的「備戰狀態」。為此，

早在三月二十八號，朝陽科大校方就為了教

師們舉辦「ＺＯＯＭ雲端視訊通訊軟體」的工

作坊。「這套軟體的分組與同步功能很好用。」

「實在是太趕了。」突如其來的軟體禁用

令，讓講師林翠英措手不及。「教材又錄不到

語音了。」「影片還是傳不上去。」是她一開始

進行陸生「非同步」線上課程的痛(圖一)。這些

眉眉角角的技術問題，不僅要花她比平常多

二到四倍的時間製作教材，最讓她一個頭兩

個大的是，「非同步」的線上教學摸不透學生

的學習成效。「英文最重要的就是小組面對面

的交流，現在(非同步)變成只有單向平面的傳

達，很難了解學生的進度到哪裡。」既然如此，

忙亂中學習品質打問號

▲(圖一)
語言中心講師林翠英除了要準備實體教材，還要利用空檔時間來錄製大陸同學的線上課程，時不時遇到
的技術問題，令她感到心力交瘁。//張原銘攝

講師林翠英原以為這套既簡單又容易上手的

軟體，在面對未來的線上課程再也不用煩惱。

豈料過沒幾天，教育部就下令因ＺＯＯＭ通訊

軟體存在資安風險，全台各級院校一律禁用。

消息一出，除了宣告她之前參加的工作坊內

容全部作廢，彷彿也透漏，未來線上教學的路

，恐怕沒這麼好走。

選擇同步的線上教學，不是更能夠即時溝通

嗎?「扣掉ＺＯＯＭ之後，能讓對岸學生連線

的軟體不多，彼此也很難約到有空的時間上

課，再來就是技術面的問題了。林翠英曾經

聽辦公室的老師到中興大學上同步課，結果

前二十分鐘都在『同學上線了沒?』跟『有聽

到我的聲音嗎?』，學習效果直接打折。」不管

同步、非同步(表一)，教師們都已在教育現場

吃足苦頭。「還是只能做下去，因為這是我的

任務跟職責。」林翠英說。

▲(表一)
同步、非同步線上授課的優缺點。有時會因教師、校方選擇的授課方式而有所不同。資料參考自台大CTLDDLC。
張原銘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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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的合作與單打獨鬥

   (圖三)
在線上教學前，教師們要準備及考慮
的事情很多。有些國立大學則有團隊
幫助打理教師們的各種大小事，資料
參考自台大開放式課程網站。
張原銘繪製

   (圖二)
視傳系助理教授李其瑋說，互動課程重視的
是師生現場的交流與回饋，要轉成線上恐怕
是自討苦吃。圖為Arduino Uno開發版，為
智慧影音媒體設計課程教學重點。
張原銘攝。

不同於語言教學，面對今年教授「智慧影音媒

體設計」Arduino實作課程的朝陽科大視傳

系專任助理教授李其瑋而言，他直接打消讓

這堂課變成線上教學的念頭。「我不會拿石

頭砸自己的腳。」會這麼說，主要就是因為課

堂過程光要講解程式軟硬體的操作，就已經

很複雜。如果遇到學生不懂的地方，教師都

實作課面臨線上教學時
話說到一半，李其瑋不禁感嘆，在教育環境已

經邁向資訊化的時代，越來越多的國立大學

早就開始投入大量的資源於線上教育，在面

臨此次因疫情而起的線上教學早就萬事俱備

;反觀自己卻只能孤軍奮戰完成所有的課程

準備(圖三)。根據台灣大學的網站介紹，自 

2011年台大啟動開放式線上課程計畫以來，

至今已經上線超過 200 門的課程，每門課程

的影音錄製、教材設計、人事費用等等加起來

的製作成本就達新台幣18萬。此外，現在的

台大校方更提供DIY攝影棚與攝影機、錄音

要立即提供協助。「如果這個要線上，不管

用哪一種方式(同步或非同步)，都會搞死人

，這堂課最重要的就是回饋。」(圖二)李其瑋

還說，如果要每週在線上聽取大家的問題，

光只用E-mail收取意見，就會散落在四處，

何況是要聽取學生操作裝置的過程?「這樣

弄來弄去，正事都不用做了…」。

設備介紹的教學影片，讓教師的上課影音、數

位教材也能自己動手做。「這就是別人擁有『

資源』跟『支援』的作法。」李其瑋接著說：「國

立大學除了有後製團隊，連幫教師打理門面

的妝髮與助教都有好幾個，這個跟我們是無

法相比的。」他期盼，未來學校如果有足夠的

經費，可以結合傳播系師生的專長來支援老

師們的線上教育網絡，發揮跨領域的結合能

力。「這個『線上課程』現在就應該被重視，這

是每個人都應該要有資訊素養問題。」

|科技廣角鏡|



資訊素養的欠缺，加上對風險觀念不足，

讓台灣眾多的公務機關與教育現場，都栽在

此次ＺＯＯＭ通訊軟體所爆發的資安問題。身

為台灣自由軟體與反對封閉格式的主要推動

者，同時也是朝陽科大資訊管理系的副教授

洪朝貴就說，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公開呼

籲大眾，要清楚了解到資安對科技生活的影

響力。「大家都對『風險』不太關心，只會注意

到商業活動或科技的新奇事物而已。」面對線

上教育軟體帶來的資安危機，洪朝貴提出警

告：「如果教育體系沒有反省的能力，還在繼

資訊素養與資安風險談

續使用這種『資料進得去，出不來』的軟體，就

會像『豬籠草』一樣，越陷越深。況且這個是沒

有回頭路的。」(圖四)他舉例，微軟的文書處

理軟體「WORD」檔案格式在2007年後，設計

成讓新的使用者無法讀取舊的檔案格式，官

方還刻意不讓其他軟體能完整的讀取

WORD文件。「檔案的生命比人還要長，當它

的保存條件都被同一家公司壟斷，這不就是『

胖虎』嗎?結果最後就是我們都被綁架了。」洪

朝貴說。

不想要被軟體控制，除了利用多元的管道來

傳遞訊息，也要學會了解目前使用軟體的背景。洪

朝貴就教導大家，有兩個方式能夠分辨自己是否

暴露在「被軟體綁架」的風險中：(一)檔案格式能否

透過不同的軟體開啟(jpeg等)。(二)軟體與軟體之

間的通訊協定是否為公開(http等)(圖五)(圖六)。他

特別強調，現在的通訊軟體(如LINE)都是使用自

身專屬的通訊協定，假設今天LINE當機失靈，或

是嚴重到某天被中資企業併購，我們又無法將裡

面的資料轉到另一個地方，除了重覆上演這次的

資安危機，還有可能隨時面臨國安問題。剛講

完，洪朝貴卻馬上笑說：「但我還是在我的另

外一支手機安裝了LINE，因為被老婆逼著用

LINE打電話。」原來為了防範資安，他的手機

裡幾乎不裝任何存有風險的應用方式。但也

因為這樣，洪朝貴感覺有點被現在的科技社

會「邊緣化」。不過他也自我解嘲:「資訊安全

跟方便，不就是只有一線之隔嗎?」(表二)。

從分辨軟體的背景做起

▲(圖五)(圖六)
洪朝貴說，現在的大學都一昧地叫學生考取商業公司
的軟體證照。他呼籲學生思考，如果今天軟體的檔案
格式不能互通，這樣是否自己就被單一軟體給侷限。
圖為洪朝貴舉例開源向量繪圖編輯器「Inkscape」，
也能做到「Adobe Illustrator」做到的事。

▲(圖四)
資管系副教授洪朝貴呼籲，不要使用看不到背景與後
台的軟體進行線上視訊課程，改採開源形式的視訊軟
體較有保障。圖為洪朝貴介紹開源視訊軟體「Jitsi 
Meet」洪朝貴提供。

▲(表二)
洪朝貴提醒，要做到資安的防護，
就要避免與遵守不同的事項。資
料提供為洪朝貴，張原銘繪製。

 ＺＯＯＭ雲端視訊通訊軟體所引發的問題，無疑敲響了學術界開始注意資訊安全的警鐘。再

從總統府的內參密件遭到外流、中油的支付系統被駭客入侵，到近期暗網出現內政部的兩千萬筆

民眾個資…等等來看，種種事跡早已顯示資安危機已經觸及所有人。尤其是現今社會人手一機的

狀況下，如果沒有及早防備與開始建立相關的資訊知識，恐怕下一次不只是停留在軟體的資安

問題，而是自己的個資遭到公開。

現今的資訊安全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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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所及，不只是校慶，對於同學們而言，各社團預

定的大小活動，市集、以及各系特色週等，也多因

應疫情或停辦，或改變舉辦的方式。朝陽科大為了

配合中央疫調，規定舉辦活動必須採用實名制，並

限制在100人以內，入場前出示學生證、量體溫及

噴消毒酒精、室外必須保持1.5公尺社交安全距離

，若是室內活動，則採用梅花座的方式進行。

  學生議會議長許彥麟就說到「防疫期間們應

校園防疫 安心學習

不憂不懼 齊心抗疫

該共體時艱，配合學校措施，保護自己也保護

別人」。在三月全台疫情正嚴重時，學生會忍痛取

消了市集活動，許多同學擔心學校因為防疫連帶

把畢業展、畢業典禮都取消。對此，朝陽科大防疫

小組發言人廖經芳表示「我們盡量不去取消各位

同學、社團舉辦的活動」，但是舉辦的方式可能必

須配合中央防疫中心的公告來調整。值得一提的

是，每年由傳播藝術系應屆畢業生舉辦的黑潮影

疫情而縮小規模，實施實名制入場、梅花座

等防疫措施。此次黑潮影展「親像一陣風」總召謝

毅霖表示：校方及學生會、學生議會、各系會盡全

力協調、配合，共同抗疫。

  除此之外，學校餐廳、電梯、教室也都加強

了消毒防疫的工作，以傳播藝術系為例，每到中

午就有工讀生到傳播系專屬功能教室，針對課桌

椅及器材進行消毒。電梯按鈕貼上膠膜定時更換

、就連餐廳也豎起壓克力防疫隔板，貼上「餐桌勿

語」的標語，走進餐廳只見大家隔著透明的隔板

吃飯，儘量減少對談，少了一分昔日的熱絡，卻多

了一分防疫的謹慎。

  同樣的謹慎也運用在上課方式的評估上。

為了確保部分因疫情而無法來台上課外籍生的

受教權，學校針對這些外籍生的課採取了遠距線

上教學的策略，但是在台灣的朝陽校區，卻沒有

同樣啟動遠距教學。有同學在大學生專屬社群平

台Dcard上質疑朝陽科大校方不啟用遠距教學，

朝陽科大防疫小組發言人廖經芳表示：「學校目

前並未有確診個案，大學自由，開放遠距教學的

話，不會每個人都待在宿舍乖乖上課，很多人就

去社區到處趴趴走，結果變成社區防疫破口。」廖

經芳指出，大學要有社會責任，不能不讓學生進

校園，或是把他們擋在校門外，而讓他們到處跑，

因此校方認為，除了需要居家隔離、檢疫的學生

以外，無異常狀況的學生還是要來上課，但假如

有疑似症狀的同學，也可以申請「防疫假」。

樂活朝陽 後疫情時

隨著近日疫情趨緩，加上天氣炎熱，朝陽科

大防疫小組決定，在室內能保持通風的狀態下，

教室能開啟冷氣，畢業典禮也將分場次、場地舉

行。

  所有活動將慢慢回到正軌，在師生的共同

努力之下，朝陽科大的這張防疫成績單，可圈可

點，也期望未來仍繼續保持，一同守護這得來不

易的防疫成果。

疫情下的朝陽

「同學量體溫了嗎？」「欸，我們要先去量體溫」「請大家把口罩戴好」開學後，這樣的
話語在學校此起彼落，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這已經成為朝陽校園裡習以為常的場景。

為了避免新冠肺炎的社區傳染，朝陽科大早

在二月就組成防疫小組，由校長鄭道明擔任召集

人，副校長楊文廣、賴奎魁擔任副召集人，秘書長

廖經芳擔任執行長及對外發言人，各單位主管負

責協助各系所防疫工作。

朝陽科大防疫小組從成立到現在，開了20多

次的會議，在開學前的準備工作包括，配合中央防

疫中心決議通知同學停止赴陸交流；研擬新冠肺

炎疫情嚴重區域如中國、香港、澳門等地外籍生延

遲返台上課之因應方式；並首創防疫假，讓有需要

學生第二停車場入口處之標語

的同學可以儘量避免到校。同時為了確保上課行程

能正常運作，擬定了師生進出各教學大樓必須測量

額溫，在手臂上蓋上戳記以示辨別的原則。校方在

人數出入頻繁的行政大樓及第二教學大樓設置了

紅外線體溫感測儀，讓師生能快速通過，避免影響

上課。而在其他大樓入口則是備妥足量之口罩、乾

洗手、額溫槍、75%酒精及自動酒精消毒機等防疫

用品，並派駐專人值班測量體溫，以期能確實防患

於未然。就連每年3月底舉行校慶以及熱鬧的啦啦

隊競賽，也在防疫的考量下，延期舉辦。

第一餐廳的隔板

採訪者//陳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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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初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在教學方面倡

導各個學校使用遠距教學，以避免新冠肺炎疫情擴大為社區傳染。隨即，朝陽科技大學為了

配合防疫措施，也在三月開學後宣布了100人以上課程改為線上教學。首當其衝的，莫過於

因為防疫措施，而無法及時返台上課的中、港、澳的外籍生，線上教學就成了補救這些外籍

同學受教權的最好的方式。

就讀傳播藝術系四年級陸生何舒穎就表示：「因為這次疫情的關係，我們是第一批線上

教學的學生，因為朝陽執行了這個計畫讓我在大陸也能繼續上課，這點非常方便。」不過，究

竟要讓師生採用哪種線上教學軟體，卻讓負責執行朝陽校區線上教學的「創新教學中心」傷

透了腦筋。創新教學中心的主任徐暐亭指出，「在此次疫情以前，其實線上教學這項行動一

直都有持續的進行，每學期學校會有一兩堂課進行遠距教學。」

 但是這次由於一開學就有不少課程需要使

用線上教學，在不影響老師們花太多時間備課的

前提下，學校並不限定單一的教學軟體，而是由

老師自行選擇自己用的順手的線上教學軟體即可

。而創新教學中心則負責軟硬體的支援，在開學

的一個月內，專門為全校老師總共開設了多達8

場各類型線上教學的軟體教學，也讓學生在正式

執行前，先進行演練才能快速地上手以及熟悉線

上教學的模式。

 至於軟體教學的內容，除了學校採用的

Tronclass創課系統，本來就有線上教學功能外，

線上教學軟體尊重老師選擇

徐暐亭進一步說明：「我們製作了許多軟體使用

的教材手冊，像Teams、Zoom，但由於Zoom先

前被教育部發現有資安問題，即時性的Teams，

以及非即時性的預錄影片放到網路上，這兩者是

目前創新教學中心主推的兩種方法。」

不過在傳播藝術系擔任兼任講師的蘇理彰

則表示：「Tronclass創課系統在使用上有軟體程

式支援不足的問題，導致用起來不順手。後來我

還是決定使用Facebook。」針對蘇理彰的說法，

徐暐亭則回應：「針對Tronclass，創新教學中心

也有開過關於如何操作的講習，對於軟體的使用

上，也尊重所有老師對於軟體的偏好。」

此外，蘇理彰也補充他最終選擇FB的理由，在

他試過各種直播平台後，最後選擇採用了FB，目的

是能夠在直播教學結束後保存影片，能夠進行無限

次的回放，也可以知道在什麼時間點有誰進入直播

跟老師做互動，這點也幫助老師完成點名。「會令我

接受遠距教學的原因可以分正反面來講，第一是因

為自己有在不同時段教導兩門課，所以能夠在上完

第一班的課後將上課內容錄製影片直接傳到另一

班的群組，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也有向學校提報

過我的作法，並獲得同意。」

    不過對於線上教學是「非即時性」，而是播

放早前錄製好影片的這件事，學生持有兩方意見，

傳播藝術系三年級學生林柏辰認為：「老師進行線

上教學的時候如果是以上傳影片的方式，會無法

達到即時的互動，這樣我有問題的時候老師也沒

辦法馬上為我解答。」另一位傳播藝術系三年級同

學羅之唯則表示：「可以有效利用自己時間，有時

間再看，不會有被課程綁住的困擾。」

蘇理彰進一步指出，自己現在也有在進修英

文，站在學生的立場，線上教學為他帶來的好處是

，下班後不用匆忙的趕去上課。不過線上教學也有

一項致命的缺點，蘇理彰說：「在體會線上教學的

同時，我也很容易分心，自己在上課時也會因為吃

創新教學中心主任徐暐亭熱心地接受我們訪問，並幫我們的提
問做成書面方式回答。

非即時性線上教學互動難

飯、裝水短暫離開座位。不過我看過最誇張的是

公司的實習學生開著教學軟體但人卻不在位置上

。」傳播藝術系三年級學生羅之唯也提到：「我在

上人文社會科學專題線上教學的時候，也會因為

吃飯、滑手機而分心，偶爾甚至會差點忘了要上

課。」

儘管迫於防疫，讓線上教學匆忙上路，師生

一路摸索適用線上教學，發現最大的問題還是在

於如何集中學生的注意力；另外，如何改善線上教

學的互動模式，令師生能夠有即時的回饋，也是

一大關鍵。不過現階段來說線上教學還有很多缺

點，需要師生之間不斷的磨合，找出最合適的教

學模式，才能在日後實現線上教學普及化的目標。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下的線上教學挑戰
採訪者//鄭湧勳、王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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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實現自己的夢想，或透過影片幫別人實現夢想都可以，「夢想有很多舞台，小或大由你自己決定。」

林煥文也鼓勵仍然在追尋導演夢的學生，勇敢的去實踐，找到自己最合適的拍片方式，拍片固然辛苦，

但成果的展現，是絕對甜美的。

每一個眼前所見都是紀錄片的題材-
專訪《遷移啟事》導演林煥文

2016年建國市場搬遷，《遷移啟事》完整的紀錄了攤商在這段時間的點點滴滴，直到現

在搬遷完成，林煥文仍然持續的在記錄著……。

「拍攝這部片最大的收穫就是認識了市場的基層小人物，其實傳統市場就是我們生活中的

一個縮影。」林煥文緩緩說道。歷時三年拍攝出的紀錄片《遷移啟事》在海內外囊括了第二屆寧波

國際微電影節最佳紀錄片獎、新北市紀錄片獎等數十場競賽的優勝，也讓林煥文的紀錄片生涯

達成一個新的里程碑。

紀錄下來的內容，值得一輩子珍藏

然而這部紀錄片的成功，卻是得來不易。「我跟他們說，你們在市場辛苦了一輩子都沒有拍過照，這

些打拼的場景，我幫你們紀錄下來送給你們好不好?」林煥文回憶道，一開始攤商們對於攝影機都

有強烈的防備心，經歷了溝通和與攤商的友誼建立，他們也漸漸了解此舉是在為他們紀錄過程，所

以也逐漸卸下了心防，願意在鏡頭前分享自己在市場的故事及心路歷程。透過這部紀錄片，可以看

見這些攤商們用什麼方式來詮釋人生，而留下了這些過程，也能讓後代或將來的人，了解這一路上

是怎麼走來的，「我認為這非常的值得。」林煥文堅定的說。

真實的情感表現，成就了一個紀錄片

談到印象最深刻的拍攝過程，林煥文笑著說「在抽新攤位前，攤民們不停的喃喃唸著南無阿彌陀

佛，期待能夠抽到一個好的攤位位置。」抽籤結果出爐時，幾家歡樂幾家愁，有些人甚至開心的拿著

抽到的紙條對著鏡頭炫耀，這一幕幕真實的情緒全被錄進了攝影機裡，單純的攤商在和林煥文熟

悉後，總毫不保留的對著鏡頭呈現最自然的樣子。

回到母校提攜學弟妹

身為畢業系友，林煥文在深耕紀錄片的同時，也回到母校任職，提攜教導學弟妹拍攝影片「我認為在這

個行業中碰到的都是挑戰，而不會是困難。」提到學生紀錄片作品和業界最大的差別，林煥文說，他認

為學生製片跟業界並沒有什麼太大的落差，唯一的差別只有經驗，經驗的累積尤其重要，只要多拍、多

看、多討論，學生拍出的紀錄片也能夠非常的優質。

每個機會，都由自己爭取而來

「紀錄片的成本就是自己。」提到學生最常擔心的經

費問題，林煥文認為，在紀錄片方面只要掌握企劃和

提案，你就能找到經費，這也是為什麼在校要學習企

劃提案，各縣市政府非常鼓勵拍攝影片，也有許多

補助的項目，只要有心提案就大膽地去爭取，用心的

將每部片子拍好，就會有很多機會找上你，在學校

的每個作品，都可能是將來大放異彩的伏筆。
林煥文眼前所見都是紀錄片的題材  

每次拍攝，都是在練功夫

「每部紀錄片都是學習和練功，我也很珍惜每次能拍片的機會。」林煥文語氣輕快地說，從這個角度來

看待拍攝，每次在大太陽下覺得很辛苦時，錄到一個好鏡頭，收錄到一句很棒的話，就會覺得「啊!今天

很值得了!」每一次外界的肯定都是一顆豐碩的果實，促使著他不停地持續著熱情拍攝。

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

採訪者//蔡羽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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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紀錄片也好或是電影也好，都很像是一扇窗戶，就是幫觀眾開啟一個認識影像工

作者長期關切的一個世界、一個小民眾。」

̶專訪助理教授紀文章

2017年《看見台灣》記錄片導演齊柏林，在拍攝續集時因直升機意外墜毀逝世，讓許多人感到十

分惋惜，許多企業感受到齊柏林的精神感召，透過成立齊柏林基金會發起「看見家鄉」的企劃，投

入空拍機培訓小朋友當小小紀錄片尖兵。目前正與齊柏林基金會合作「看見家鄉」產學案的紀錄

片導演紀文章，被委託記錄下從去年八月開始，在台中市外埔區的馬鳴國小進行培訓的完整過

程。

延續《看見台灣》的精神

「我覺得這企劃很有意義，很樂見有這樣

的發展。」紀文章憶起拍攝產學案的過程，讓他

到現在都很難忘。「看見家鄉」計畫主要教導六

年級小朋友撰寫企畫書及選定家鄉的故事，並

教他們攝影、空拍、剪輯等相關技能，用空拍機

跟攝影機去記錄自己的家鄉、關心自己的家鄉。

紀文章認為訓練小朋友從小開始認識自己的

家鄉，用攝影機而不是空拍機的角度去觀看，

是很不一樣的經驗。紀文章也表示，這項計劃

正在發生一些化學變化，這些小朋友開始展露

出對於家鄉的好奇心，了解原來自己的家鄉有

這麼多的面貌、故事，還能以不同的角度發現

追溯紀錄片的緣點

「我覺得紀錄片也好或是電影也好，都很像是一扇窗戶，就是幫觀眾開啟一個認識那個

影像工作者長期關切的一個世界、一個小民眾。」紀文章談到對紀錄片的感受不禁有感而發

。紀文章受到90年代社區營造計畫影響，回鄉後陸續接觸了鹿港彩繪、宗教暗訪等，這一系

列與當地文化資產有關的社區營造議題，開啟了他的紀錄片人生。紀文章在畢業後繼續拿起

攝影機走訪家鄉鹿港，記錄下自己關注的文化議題，這也是後續的紀錄片作品《鹿港苦力》

的起源。 

紀錄片之外的斜槓人生

身為紀錄片導演也在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擔任教職，同時又身兼多個影展的評審，

有著多重身分的紀文章笑稱自己是斜槓青年。提及教職這塊，他表示絕大部分在台灣拍攝紀

錄片的朋友，都跨越了創作者與教學這兩個部分，因為在創作過程就擁有經驗可以分享，有

時候是實務分享，有時則是實務結合理論。他覺得普遍很多創作者都有跨越這部分，只有極

少數的創作者覺得教學不是他的興趣，因此並未跨足學界。紀文章覺得斜槓的好處是換個位

置，會有更多對於產業體系不一樣的思維跟角度的認識，更清楚不同對象的需求，不管是紀

錄片導演還是教授的身分，都能夠讓他繼續關注議題，持續為台灣這片土地發聲。

一些埋藏在深處的問題。這些與家鄉的互動，

用不同的方式連接著人與土地，這也許就是

紀錄片最大的魅力所在。

圖片說明：紀錄下

台灣環境的情況喚

醒人民對議題的重

視/提供：紀文章)

(圖表：紀文章影像作品年表)

採訪者//陳韋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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