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萬花筒

蘇格蘭獨立公投

寇大偉解析
【記者周雨萱、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蘇格
蘭獨立公民投票結果，在世人矚目下，「反
對」陣營勝出，將延續過去 307 年的歷史，繼
續留在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為了讓同
學們更瞭解最新國際現勢，國際事務副校長室
於 7 日邀請前英國外交部遠東司司長，現任歐
洲研究所兼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寇大偉，
就「蘇格蘭獨立公民投票的分析」為題演講，
吸引不只研究生，更有數位教師到場聆聽。
演講由國際副校長戴萬欽主持，他表示：「蘇

格蘭獨立公投是個值
得 討
論的議題，且老師身為蘇
格 蘭 人，
又具有深厚外交背景，對主題嫻熟，能以外交
官角度帶給大家更寬廣的觀點。」
寇大偉以蘇格蘭的情勢作為開頭，並闡述其
17 世紀至 20 世紀中的歷史，例如 1707 年蘇
格蘭與英格蘭通過的聯盟法案，蘇格蘭只保留
了享有法律及教育法規設立的權利，以及長老
教會制度。寇大偉並提出幾項足以左右公投結
果的議題，例如，能否加入歐盟、是否依舊將

英鎊作為貨幣等。他分析，蘇格蘭的外圍區域
幾乎強烈反對獨立，但失業人數最高的區域則
大多贊成獨立。寇大偉表示獨立公投結果，將
導致蘇格蘭政府未來將向英國政府爭取更多權
力，以及工黨在英國選舉時將面臨極大的困難
等等。
在演講最後的問答時間，與會的理學院院長
王伯昌就「此次獨立公投是經濟層面，還是民
族因素對結果的影響較大？」提問，寇大偉對
此表示：「對成立新國家可能帶來不穩定、損

害蘇格蘭經濟的擔憂，『經濟因素』在投票前
夕發揮了力量。」王院長接著問道：「若擁有
投票權，老師會投贊成或反對呢？」寇大偉以
堅定的表情，從容地回答道：「若我有投票權，
我會投下反對票。在經濟未明朗，主要倚重北
海油田，國家收入難以保障的當下，維持現狀
會是一個更加穩妥的選擇。」美研所博一李可
珊說：「可能與老師擁有外交官背景有關，感
覺老師的演講內容不會空談政治理論，較貼近
現實。」

身心障礙生暨家長座談
交流熱絡
本校極為重視身心障礙學生的輔導，各相關單位主
管均出席「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攝
影／吳國禎）
【記者李昱萱淡水校園報導】視障資源中心
於 6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辦本學期「輔導身
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校長張家宜致詞
時表示：「本學期共有 178 位身障生，與國內
大學相比、人數較多，淡江以過去經驗在照顧
視障及肢障上累積了基礎，身心障礙的設施也
逐年改善，但因為每年新生狀況皆不同，所以
我們還是需要持續了解學生需求。」
視障資源中心執行秘書洪錫銘說明，針對學
生個別需求及結合校內資源，提供良好的學習
環境，「謝謝任課教師願意配合因應身心障生
而調整教室。」關於就業輔導部分，洪錫銘提
到，「除了校方提供協助外，也希望學生與家
長共同努力，增強自主就業的能力。」

臺北市立大學特
殊教育中心主任陳
淑瑜提出「朋友圈」
的 概 念， 說 明 身 障
生的朋友圈可能小
至只有家長及醫療
團 隊。（ 攝 影 ／ 吳
國禎）

會中，臺北市立大學特殊教育中心主任陳淑
瑜介紹比率逐年攀升的自閉症、學習障礙及情
緒行為障礙，另以輕鬆的活動體驗，帶領師長
同理身心障生的困難。陳淑瑜提出「朋友圈」
的概念，說明身障生的朋友圈可能小至只有家
長及醫療團隊，這點是值得大家關注的。
公行四黃振洲在會中表示，因為暑假文館整
修，造成廁所位置變更，在沒有點字標示的狀
況下，無法得知廁所的正確位置，希望學校可
以改善。此外，他也提議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裝設鋁點字板，期以改善現有塑膠點字容易脫
落的困擾。

友善校園 障礙不再

與會老師帶上張閎霖帶來的輔具，希望能更
了解視覺障礙生的感受，也將在課堂上能多給
與身心障礙生支持與協助。（攝影／朱蔚雅）
【記者陳羿郿淡水校園報導】了解，是從穿
越障礙開始！本校有 178 位身心障礙學生，其
中以視障生居多，為了打造無障礙的校園環
境，教師組於 9 日舉辦專題演講「用友善灌溉
校園，障礙不再！」邀請到視障資源中心輔導
員張閎霖主講。
張閎霖說，「身障者需要的是支持，而非憐
憫，我們不需要用放大鏡看待其缺陷，而是給
予包容和尊重，同時需要持續的資源與支持，
以提升生活品質。」視覺障礙的學生有辨色或
難以理解抽象語言的困難，張閎霖表示，老師
可主動詢問是否需調整座位，上課教材也可以

有聲圖書、點字書籍為主；而聽覺障礙的學生，
他們大多依賴視覺，與之溝通時需放慢速度，
使他們讀懂唇形，或使用手語、LINE、E-mail
等方式，最重要的是要減少教室內噪音。
張閎霖也帶來多種輔具讓老師們體驗，產經
系系主任林俊宏表示，「這場演講讓我更了解
如何幫助身心障礙生，在教學也有一定的助
益。」

淡江數位書城多元 上 架
【記者張凱萁淡水校園報導】淡江數位書城
有新書上架了！文學院與奇多比行動軟體公司
合作，將本校師生的創作如童書、繪本、五虎
崗文學獎作品等 30 幾項作品轉變成電子書，
讓本校師生能隨時隨地利用行動載具閱讀。
為了因應現今閱讀習慣的改變，文學院於暑
假與奇多比合作設計開發「淡江數位書城」，
除了在 IOS 與 Android 系統皆能使用，並將介
面設計成書架，讓電子書的閱讀更增加真實
感。文學院秘書舒宜萍表示，文學院更期待未
來有意分享個人作品的師生，也能選擇淡江數
位書城為傳播平台。

教學助理 齊聚精進功力
學習與教學中心為協助教學助理了解運作制
度及規範，於 8 日在工學館 E787 教室舉辦「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助理期初會議」，邀請兩
位資深助教前來經驗對談，並且舉行上學期的
優良教學助理頒獎典禮。
學教中心執行長游家政致詞時表示：「本校
能蟬聯多年 Cheers 雜誌企業私校首選，各位
助教功不可沒。盼藉由學長姐將教學上的親身
經歷分享給學弟妹們，互相切磋琢磨教學上的
技巧，在授課時能更得心應手。」會議中除了
說明學生學習歷程系統使用、教學助理管考與
獎勵實施方式外，也推廣學教中心「職能、才

能、創意」的 3C 培育理念。
電機系優良助教何丞堯以「交流？直流？」
為題，分享實驗課的帶課經驗，強調跳脫過去
被動的學生角色的重要，「助教不僅僅是學生
課業上的輔導者，也是學生的學習對象。」他
說道。
英文系資深助教林倖伃則是以一口流利的英
語講述如何第一次當助教就上手，提點了充分
與授課教師溝通協調的重要，與引導學生自我
學習的技巧。統計所碩一助教王雅芬：「助教
的分享很實用，希望之後也可以把自己的角色
扮演好。」（文／蔡晉宇、圖／教發組提供）

李崗暢談
夢想想飛

大三出國留學照過來

每個人對於追求自由、浪漫的方式不同。大
傳系9日邀請電影導演李崗來談電影產業的幕
後製作，吸引逾百人現場聆聽。
李崗說，一個劇本的成形大多與編劇的成長
歷程相關，關於他的作品《想飛》，緣於從小
聽哥哥李安說床邊故事，因而對飛行員存在著
憧憬，想拍攝相關題材的電影，機緣之下遇到
一對空軍夫婦，這部作品也應運而生。
導演告訴學生，競爭力來自於素質，人民
素質高，電影也會跟著提升，臺灣目前的電
影題材應更多元化，必須思考如何將故事小題
大作。同時也提到文創是多元的，有不同的觀
點，有反對的聲音等刺激，才能不斷進步。
大傳系兼任講師萬玉鳳為演講做總結，拍一
部電影就好像活過一次，如何將生命的火花寫
成一篇故事，是我們要去學習的。大傳二黃翊
軒表示，聽完導演的分享，就像走過一遍導演
的人生，覺得獲益良多。（文／曹雅涵、攝影
／吳佩穎）

挑戰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架構
「研讀經濟學的目的，非為獲得對經濟問題
的現成答案，而是要學習如何避免被經濟學家
所欺騙了。」這句英國經濟學家 Joan Robinson
名言，深植林忠正心中。正是這樣的精神，讓
他勇於挑戰居於當代經濟學絕對主流地位的新
古典主義，欲創建出經濟思想史上第一套可與
新古典分析典範分庭抗禮的新分析架構。
林忠正現任中央研究院經濟所研究員，主要
研究興趣是「看穿經濟學家的思維方式」，其
主要主張是揚棄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而用
「有限理性、序列的、貨幣的、邊際效益成本
分析法」來取代，走的是新古典經濟學家的
「未擇之路」。
談論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未擇之路前，要先有
個概念，現在的經濟學，基本上是建立在同一
個分析框架或典範底下所發展出來的，這框架
就是新古典經濟學。舉凡教科書的內容、經濟
學家對經濟問題探討的出發點，都不脫離這個
框架。本文摘錄、整理林忠正的演講重點。
新古典經濟學不切實際的假設
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中，有三大核心假設，
第一是偏好存在論（可以用一個「序數」效用
函數來加以表示）、第二是人是理性的（極大
化效用）、第三個假設是市場的價格是由市場
供給曲線與需求曲線交點所決定的。
對經濟學家而言，這些核心假設就好像摩西
在山上寫下的教條一樣，經濟學家基本上是不
願也不敢懷疑這些假設的。但問題來了，這些
核心假設都是不切實際的。一般人既不會在平
常排定偏好，也沒足夠的理性或計算能力，求
取效用的極大化。

而價格更不是由市場供給線與市場需求線交
點所決定的，這種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僅適用
於沒有大戶存在的股票市場中，從科學研究的
觀點，不管從歸納法或否證說的角度來看，這
些都是虛假的、不切實際的假設。
質疑與挑戰
對於新古典經濟學這些虛假的假設，並不是
沒有異議分子提出質疑過。諾貝爾經濟學獎得
主 Herbert Simon，就嚴厲批評新古典建立在
不切實際假設上的理論，是一種錯誤的理論。
但問題就像知名的經濟史學家 Mark Blaug 所說
的：「你不能憑空打敗一個東西，除非有一套
新理論到位。」正因為缺乏替代性理論，所以
雖然新古典理論不切實際且充滿爭議是不爭的
事實，但依然無法揚棄。
而我努力的目標，就是要提出另一套新的經
濟學分析架構來挑戰新古典分析典範的霸主地
位。這是件瘋狂之事，幾乎沒有經濟學家會相
信的狂妄之事。那要怎麼才能建構出一套新的
經濟理論呢？首先是核心假設要不一樣、第二
是理論的涵蓋面要夠廣、第三結論要有所差異
並且更好，否則就不夠格說是一套新的理論。
有限理性、序列的、貨幣的、邊際效益成本分
析法
我的研究方向異於一般相關經濟理論的研究
目的，關注的焦點不是要在既有的新古典的分
析架構中輸入一項不同的主題看看會輸出怎樣
的結果，即進行所謂常態科學的「解謎活動」
或「塞框框活動」，而是採取一種較高層次的
思維方式，希望草創或初步建構一種新的分析
架構，並大膽期待這新分析架構可以成為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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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經濟所
研究員 林忠正

經濟學者未來要探討各式各樣經濟議題時的新
分析場景。
簡單的說，「有限理性、序列的、貨幣的、
邊際效益成本分析法」的核心假設是：直接由
消費者與生產者比較邊際效益與成本的邊際摸
索條件出發，求取個別需求與供給曲線。然後
由個別需求者與供給者，透過討價還價的談判
過程決定個別成交價格。
一方面，其邊際摸索條件類似於新古典的一
階條件，但更有設定彈性，新古典的一階條件
所能探討的問題邊際摸索條件都能討論。
另一方面，其成交價格通常不是剛剛好出現
在供給與需求曲線交點所對應的水準，只有在
特殊條件下才會出現在新古典所假設的成交價
格（供給與需求曲線交點）上，所以也比新古
典分析架構的結論更具一般性。
一言以蔽之，新古典經濟學家走的是假設人
們會在一次決策中，做出所有相關事務的決策
之路，如有能力且願意在一次決策中做出一生
的消費與儲蓄決策；而我所走的是人會分次序
列的做出相關事務的決策之路，是一條新古典
經濟學家可以走，但卻錯過的理論之路。
常態科學與科學革命
在科學哲學領域最重要的經典之作《科學革
命的結構》書中，Thomas Kuhn 說明科學活動
主要可分成兩類：常態科學與科學革命。常態
科學活動的目的是在既定的分析典範下進行解
謎活動，科學革命的目標則是尋找一種新的分
析典範。
現在的經濟學家是以新古典經濟理論來進
行推理，也就是在新古典典範下進行「塞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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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 者 周 雨 萱、 巫 旻 樺 淡 水 校 園 報 導 】
全 校 大 一、 大 二 生 想 在 大 三 出 國 留 學 的 同
學 請 注 意， 英 文 系 推 出 3 所 姊 妹 校 Brandon
University, Winona State University & Indiana
Stat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申請訊息，有
興趣的同學可於 14 日（週二）中午 12 時在視
聽教室 V203 參加說明會，會中除了說明甄選
辦法外，還會邀請留學歸國的學長姐們分享留
學經驗以及傳授托福作戰技巧，想完成留學夢
的同學請把握這難得機會！相關事宜請見英文
系網站之「英文系全校大三出國」。（網址：
http://www.tflx.tku.edu.tw/main.php）
此外，還有其他選擇，2015 年至 2016 年赴
英、法德文組姊妹校交換留學生甄選開始了！
本校大學部二年級及研究所在學學生皆可報名
甄試，大學部學生在校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
上，碩生學業成績平均 80 分以上，經所屬系、
所、院初選通過並獲推薦者，皆可報名徵選，
經 錄 取 後 將 於 104 年 9 月 至 105 年 6 月 進 行
交換。英文組須檢附托福 iBT 61 分以上，或
IELTS 5.5 成績証明。赴法、德文組須檢附該
種語文之語言能力證明（A2）以上。甄選報名
至 11 月 13 日中午 12 時止，詳情報名資料及
申請表單，請見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網站。（網
址：http://www.oieie.tku.edu.tw/app/news.
php?Sn=584）

翰林驚聲

講題：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未擇之路：經濟思想
史上的新分析架構
時間：2014 年 10 月 3 日下午 2 時 10 分
（攝影／王政文）
框」的常態科學活動。他們利用這一套方法看
世界，可是這一套理論是充滿爭議且不切實際
的，但是在它已被奉為至高無上的教條的尷尬
情境下，經濟學家面對這些問題的最好策略是
「避而不談、視而不見」。那有更好的抉擇嗎？
我主張我們不應該逃避問題，雖然這是一項
「不可能的任務」，但還是應該勇敢嘗試尋找
到一種新的分析架構。這個分析架構的誕生就
是這樣的研究動機下的產物。從 Thomas Kuhn
的科學哲學的觀點來看，這個研究成果迥異於
一般性的經濟學研究成果，這是一次發動經濟
學「科學革命」的嘗試。（文／蔡晉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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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導師

胡名雯

亦師亦友 勵志互勉

「老師不只教書本知識，也教人生經
驗。」投身教育界多年，獲得本次特優導師
的產業經濟學系教授胡名雯這樣分享談到。
部落格與臉書滿是師生聚會的照片，胡名
雯用年輕人的方式溝通，即時分享生活點
滴，拉近距離。並於前幾年成立導生園地網
站，貼上勵志文章與同學互勉，「希望能給
學生正面啟發。」
談到擔任導師20多年的心情與角色轉
換，她笑說，「一開始感覺像是姊姊，現在
被學生反應：像媽媽一樣關心我們。」學生
的信賴是胡名雯最欣慰的地方，亦師亦友的
角色，讓學生願意與她分享心事。
在大學時期就下定為人師表的志向，是受
恩師的影響，「回饋方式就是當一位好老
師。」胡名雯認為，扮演好導師的角色，對
學生的影響是長遠的，而不只侷限於課堂
上，因此她以身作則，自律自己立下好的榜
樣。「老師，您不只是課業上的老師，在人
生道路上也是我的老師。」前兩年畢業生留
的這些字句，正是胡名雯期許自己的目標。
胡名雯也樂於輔導修習她任教科目的學
生，期末考學生答案卷上的塗鴉區是她與
學生的另一個天地，雖不計分，但每篇留
言，胡名雯會一張張
剪下珍藏，她
笑著表示，「那就
像是我的心
靈雞湯吧！」也支
持她秉持初
衷。訪問尾聲，胡
名雯希望勉
勵學子，「行有餘
力 ， 要
投資在幫助你
的 人
身上，以及回
饋 社
會。」 （文／
黃 怡
玲、攝 影 ／
張 令
宜）

人物短波
侯如綺 分析外省小說家
中文系助理教授侯如綺，日前出版《雙
鄉之間：台灣外省小說家的離散與敍事
（1950-1987）》一書，本書為其博士論文
改寫而成，書中回顧外省小說家1950至1987
年間的創作，並觀察其文學表現。透過作品
她描述了外省族群的離散史與生活處境，並
分析其時代課題和心理狀態。侯如綺提到，
出書歷經不斷修正與重寫的過程，兩年間，
雖不曾有過放棄的念頭，但也是個耐心的考
驗，最後能以專書型態出版，也是對研究作
了交代，完成小小的心願。（文／盧逸峰）

花現校園

臺灣欒樹變裝秀

臺灣欒樹是臺灣特有種，全世界唯
臺灣獨有，名列世界十大名木之一。

時序入秋後，人行道旁綻放滿樹鮮麗的金
黃小花，加上耀眼的紅色蒴果，繽紛躍動
的色彩，讓人有著嘉年華般心情！這是無
患子科落葉喬木的臺灣欒樹，樹高可達15公
尺，灰褐色樹幹通直。因樹性耐旱、吸收廢
氣能力特強，是理想的行道樹。平時隱身
萬綠叢中，默默地過濾污染、製造清新空
氣，只在秋天，才教人驚豔其炫麗！
未開花時，其外表酷似苦楝，均有著羽
狀複葉，因此亦稱「苦楝舅」、「金苦
楝」。開花時，金黃色的5瓣小花燦爛地佈
滿樹冠，就像金雨灑落，故博得「臺灣金雨
樹」美名！頂生的圓錐花序僅短短2週，隨
即結成3瓣嫩紅苞片的蒴果，入冬時蒴果轉
為暗紅色，膨脹成氣囊狀，像無數個小燈籠
高掛樹梢，「燈籠樹 」之稱便不脛而來。
當蒴果轉為紫褐色，從果瓣中肋裂開，每
片蒴果上頭都有兩顆黑褐色種子，看似小
小的面具。四季
裡悄悄變裝的臺
灣欒樹，「四色
樹」的封號當之
無愧。（資料來
源 ／ 總 務
處、文
／淡
江時
報
左圖為紅色蒴果；操
社 整
場及工學大樓可覓得花
理）
蹤。（攝影／吳國禎）

知識之海
臺北校園動態

中等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開課囉！即日起
至22日，凡高中（含）以下學校合格在職專
任教師或具合格教師證書，且聘期為3個月
以上之在職代理、代課或兼任教師，以及於
高中以下學校任教，且聘期為3個月以上，
並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資格之該科外籍之在
職教師，可報名「諮商與心理治療專業倫理
研究」課程，本課程學費全免，詳情請至
http://goo.gl/p4kIH查詢。（文／陳羿郿）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