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學年募款目標 1 億元
８媒體訪張勝雄談高鐵案
臺灣高鐵通車迄今，已成民眾不可或缺的通
勤工具，近年面臨財務危機，令人關切。8 日
中午，包括 TVBS、東森、民視、三立、壹電
視等多家校外媒體，針對政府接管高鐵一事，
入校採訪運輸管理學系教授張勝雄。
張勝雄侃侃回應，包括曾為全球最大 BOT 案
的高鐵為何會造成今日局面、政府適當的解決
方案及後續效應探討。
他認為，「高鐵如果真的不幸破產，依法行
政並不困難。」並表示這將成為臺灣第一例由
政府接管 BOT 案，大家都在摸索，也可成為一
個借鏡，「無經驗時別玩大車，事已至此只能
硬著頭皮走下去。破產之後收歸國有是最好方
法，至於國營還是民營，則仍有討論空間。」
（文／卓琦、攝影／盧逸峰）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號外！有志創
業的你，千萬別錯過！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
中心將於 21 日、22 日舉辦創新創業工作坊－
「創業好計畫」，現正招募學生及創業團隊。
此次工坊邀請 6 位經驗豐富的講師，有青年創
業及圓夢網顧問張立達、後山創意有限公司導
演鄧皓元等人，指導創業營運計畫、商業簡報
技巧、創業財務規劃、行銷與技術實作，讓大
家體驗實戰創業。
為期兩天的工作坊，除了傳授撰寫創業計畫
要領，並安排個人影片行銷實作、航拍創業實
作坊，讓課程激發學生創意，期待發掘學子創
業。報名請參閱（網址：http://enroll.tku.edu.
tw/）。

感師恩尋恩師本報 幫您
【本報訊】本校創校 64 年，逾 24 萬校友遍
佈海內外，迭有校友反應，期待能透過本報報
導，以了解恩師動態。據此，本報即日起，歡
迎校友們具名申請，由本報代為協尋恩師，確
認後將進行採訪報導。
有意申請者請備妥以下資料，並以電腦打
字，列印於 A4 紙張：一、詳述想尋找恩師的
原因。二、恩師資料，包括姓名、任教學系、
大約在校時期，以利協尋。三、申請人資料，
包括姓名、就讀學系、聯繫方式（手機、電郵
信箱）。以上資料缺一不可，請送交或郵寄至：
25137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淡江大學
淡水校園傳播館淡江時報社（Q301 室）收；
電子郵件請傳送至：ab@oa.tku.edu.tw，註明
「協尋恩師」。若有疑義，請洽本案業務聯絡
人：楊靜宜，分機 2799。

為 1 億元，並提供各單位募款目標統計表。
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募款績效提升方面，系
所友會聯合總會總會長孫瑞隆提案建議，並於
會中通過：「可訂定捐款回饋優待辦法，各認
捐單位名稱登錄在大廳捐款榜上、固定給予認
捐單位優惠，來做為募款誘因提升績效。」
另外，校服暨資發處執行長彭春陽也於會中
發表「本校募款現況分析及策略」專題報告，
報告中對各院募款的金額及人數成長做了統計
分析說明，並列出 99 年度到 102 年度的捐款
金額累計前 10 名，最後分享舊金山州立大學
募款經驗供本校參考。彭春陽表示，健全系所

友會組織有助於募款，「鼓勵多舉辦活動，除
邀請校友返校外，也可主動拜校友企業，肯定
校友在業界的表現，並將學校及系所需求適時
傳達給校友，爭取其認同及捐助。」
會議結束前張校長特別強調，「與校友關係
的建立，應始於入學的第一天而非畢業，每一
個學生都是校友。」期勉各單位能與學生及校
友建立良好關係，提高他們對學校的認同，為
往後協助學校發展奠立基礎。欲捐款者，可透
過郵政劃撥、支票或匯票、現金、信用卡、轉
帳捐款的方式。最新募款進度可至校服暨資發
處網站。（http://www.fl.tku.edu.tw/）查詢。

曾文珍導演 談318學運
趙揚清董事長 論金融市場

曾文珍 9 日以紀錄片導演角度談 318 學運。
（攝影／王政文）
【記者蔡晉宇、吳雪儀淡水校園報導】兩領
域大咖蒞校演講！大傳系 9 日邀請金馬獎紀錄
片導演曾文珍演講「我看 318 學運－一個紀錄
片工作者的省思」。曾文珍首先介紹臺北市紀
錄片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在學運時發起的太陽花
影像紀錄計畫，從紀錄片的角度談 318 學運。
她表示學運是相當突發的事件，在少了構思
拍攝內容時間的情況下，一開始拿著攝影機面
對現場不斷在改變的環境，是相當焦慮的。儘

宋慧芹教你掌握
電子書出版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報導】出版中心於 6
日邀請長晉數位公司總編輯宋慧芹蒞校，以
「電子書的出版前置規劃」為題進行演講，文
學院院長林信成亦到場聆聽，吸引逾 40 位教
職員生參與。
宋慧芹簡介近年來電子書的演進與製作，由
於載具與系統平臺的進步，電子書因而蓬勃發
展，如亞馬遜電子書 Kindle 即乘著此波潮流發
跡，且許多繪本和兒童文學，藉由動畫、聲光
等技術為故事脫胎換骨，另添風味。她以《想
織布嗎，孩子》為例，有泰雅族語、國語及英
語 3 種閱讀語言，有助於推廣語言學習。
宋慧芹指出，電子書的製作須依照媒體特性
e 化，才不受載具框架限制，而作品真正關鍵
在於文本，且載具與編輯須相輔相成，才能成
就優秀作品。會後，統計一高郁涵表示，聽講
後對於電子書有更深層的了解，以前覺得操作
很麻煩，但是現在會想嘗試。

管拍攝不易，但曾文珍強調實踐的重要性，她
說：「若沒有站出來拍攝，將來一定會後悔當
時沒有貢獻自己的專業能力。」
演講最後，曾文珍鼓勵同學們能盡到紀錄社
會的公民責任，在網路時代，人人皆能成為紀
錄片工作者。大傳四羅靚說：「紀錄片呈現出
不同於主流媒體的畫面，提供我另一種看待事
情的觀點。」
財金系 7 日上午邀請財金資訊公司董事長趙
揚清蒞校，以「金融市場概述」為題演講，吸
引約 200 人前來聆聽。趙揚清首先以美國結束
量化寬鬆政策和日本的安倍經濟，解說目前國
際金融市場的近況，並介紹金融服務業工作的
分項。演講內容不僅結合專業觀念，進行金融
市場概況的解析，更搭配時事與同學分享。
趙揚清指出：「每個金融業都環環相扣。」
一語道出金融市場核心，同學立即領會她提到

金融監理重
要 性 時， 所
說 的「 金 融
從 業 人 員 76
萬人占全國
總就業人口
5%， 卻 掌 管
社會大眾資產
趙揚清 7 日在 B713 教室概述
72.99 兆 元，
金融市場。（攝影／吳國禎）
是 GDP16.48
兆的 4.43 倍。」最後趙揚清以自身經驗說明
金融資訊公司的資訊，例如：兩岸金融互動關
係、目前第三方支付的熱潮及行動支付的發展
趨勢，也提供金融相關證照資訊。聽講後，管
科三林怡萱表示：「老師發給大家『行動支付』
訊息介紹小卡，讓我們了解到 APP 程式也可
以運用在繳費和繳稅。」

住宿學院活動成果豐碩
上不可或缺的優勢。」
現場由勁舞社的勁歌
熱舞炒熱氣氛，多樣點
心、抽獎活動與芳香植
物瓶製作體驗活動讓現
場充滿幸福的氛圍。成
果展部分，有大三出國
的成果發表、各系的高
桌餐宴、後碑社區服務
學習等，另外還頒發住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與 6 名參加 3 次主題活動的活動 宿整潔比賽個人組、團
體組獎狀及獎金，並頒
達人開心合影。（攝影／馬雪芬）
給參加 3 次主題活動的
6 名活動達人獎狀及獎品。
【記者馬雪芬蘭陽校園報導】為精進住宿學
資創四陳湘韻發表參與住宿學院主題活動心
院特色，蘭陽校園主任室上月 30 日結合住宿
得時表示，「我覺得參加這些活動很有意義，
學院主題活動、品德教育及教學卓越計畫活
讓我收獲良多，很感謝學校辦的這些活動。」
動，在圖書館前舉辦成果聯展，展現通識教育
抽獎活動時抽到蘭陽校園明信片的政經一劉家
精神，將課堂知識傳授延伸到教室外。師生逾
伶表示，「好高興哦！覺得住宿學院很用心在
百人參與開幕盛會，一起回憶這學期的活動。
辦活動，最後的成果展回顧影片紀錄了各種主
蘭陽校園主任林志鴻致詞時表示，「各位的投
題活動，使我印象又更深刻了。」
入強化了校園特色，這樣的努力將會成為職場

中央研究院院士
翰林驚聲

從區域經濟整合看臺灣經濟發展


麥朝成

壁壘，通過更公平的貿易環境，促進全球
經濟發展等目標。卻因為多邊談判分歧過
大，至 2005 年底仍無法整合各方意見。
鑒於杜哈回合多邊談判無果而終，區域
經濟整合雙邊談判，譬如：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FTA），乃應運而生。
「區域經濟整合」（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係指國與國之間彼此協調，
逐漸消除貿易障礙，以及生產要素移動的
限制，使商品、服務與生產資源的市場逐
漸合而為一，用以促進彼此間的經濟合作
關係，甚或放棄部份國家主權，結合成一
個更大的經濟實體。因參與的國家為區域
講題：區域經濟整合與臺灣經濟發展遠景
時間：2014 年 12 月 22 日下午 1 時（攝影／吳國禎） 或地理上的鄰近國家，因此稱為區域經濟
整合。
依據整合程度可分 5 種型態，從最鬆散到最
產業經濟系特聘講座教授麥朝成資歷豐
密切，大致分為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
富，1994 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1996 年擔
市場、經濟同盟，到最終的完全經濟整合。
任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2000 年被聘為總統
例如：臺灣最近簽訂的「臺紐經濟合作協定」
府國策顧問。研究專長：國際經濟學、區域
就是屬於自由貿易區範疇。雖然區域經濟內的
經濟學、產業經濟學。
會員國彼此的關稅或貿易障礙都完全除去，但
1996 至 2002 年麥朝成擔任中經院院長期
對外仍是各行其事。歐洲聯盟則是達到共同市
間，臺灣對大陸貿易政策由「戒急用忍」轉
場之整合，各會員國對內的生產要素可自由移
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他發揮其產業
動。
經濟及國際貿易的專長，帶領中經院提供諸
當經濟整合後，貿易障礙消除，國內外廠商
多建言，亦參與許多對經濟上相當重要的決
將站在同一的立足點上相互競爭。此時唯有生
策。本文整理麥朝成的演講重點。
產效率高者才足以生存，因此透過市場淘汰、
合併與技術更新等方式，轉為高生產效率的商
從自由貿易的視角談區域經濟整合
業活動逐漸增加，消費者也因而受惠。
「區域經濟整合與臺灣經濟發展遠景」這
此外，經濟整合也將帶來使本國從會員國增
項主題，我從自由貿易的角度談起。區域經
加進出口，貿易量因而擴大的「貿易創造效
濟 整 合 之 興 起， 源 自 於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談判的困境。 果」，以及因關稅免除，從原本生產效率較高
的非會員國進口的商品，轉向生產效率較低的
WTO 在 2001 年杜哈回合貿易談判（又稱杜
會員國進口，帶來「貿易轉移效果」。
哈發展議程，於卡達首都杜哈舉行）上，原希
望透過多邊談判，達成世貿組織成員削減關稅
臺灣經濟發展與區域經濟整合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近 10 年來區域經濟整合蔚為風潮，對臺灣
造成相當程度的影響。根據中經院的報告，臺
灣與韓國出口歐盟的產品約 7 成重疊，在韓國
與歐盟簽署 FTA 生效後，臺灣 5 大產業：電
機設備、塑膠、汽機車、機械設備和鋼鐵，受
創粗估達 7,000 億，整體 GDP 下降 0.017，對
臺灣的確造成壓力。
過去臺灣在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方面落後，只
與中南美洲 5 個國家簽訂 4 個 FTA，僅占臺灣
全球貿易的 0.187%。直到近年來才有所突破，
2010 年與中國大陸簽訂 ECFA、2013 年與紐西
蘭簽訂「臺紐經濟合作協定」、同年 11 月與
新加坡簽訂「臺星經濟夥伴協定」等，其中以
涵蓋臺灣最大貿易量的 ECFA 簽署最為重要。

與中國大陸簽訂雙邊經濟協議 ECFA

ECFA（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
構協議）目的在於凝聚兩岸間對於推動自由化
與經濟合作的基本共識。目前只是協議架構或
目錄而已，後續兩岸會再就投資保障協定、商
品自由貿易協定、服務貿易協定、投資自由化
協定、貿易救濟措施、爭端解決等主題，做進
一步協商、談判與簽署。
政府部門的評估研究報告採用 GTAP 模型，
忽略簽訂 ECFA 後，可能對廠商區位選擇的影
響效果。在後 ECFA 時期，臺灣經濟發展必然
要面對更嚴峻的挑戰。
2008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Krugman
教授提出兩個重要概念：「本地市場效果」與
「核心－邊陲模型」。其論點說明了中國大陸
過去為何成為「世界工廠」，而現在企圖轉變
為「世界市場」的現象。
這正是臺灣產業要正視的議題，目前以「大
陸為工廠」為產銷模式，特色是臺灣廠商主要
是供應零組件、中間產品及機器設備的上游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業，大陸臺商是中、下游加工業者，而產品的
最終市場在美、歐等國家。
表面上臺灣是依賴大陸市場，但實際上是依
賴美、歐市場。事實上，因大陸產業升級速度
很快，這種「以大陸為工廠」的產銷模式已逐
漸走到盡頭。不久的未來，會從產業價值鏈的
中、下游快速往上游移動，從「世界工廠」轉
變為上、中、下游完整的產業價值鏈，勢必對
以供應上游高附加價值產品為主的臺灣製造業
構成極大的威脅，甚至被取而代之。

以大陸為「工廠」建議轉變為「市場」
因此，未來我國的產銷模式必須加以變革，
需由「以大陸為工廠」轉變為「以大陸為市
場」，做為臺灣產業佈局全球的一環。
面對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國內企業，尤其
是中小企業，必須拋開過去賴以為生的經營模
式，轉而自創品牌來提升競爭力。並在主要通
路佈建產品線，以「臺灣精品、臺灣製造」高
端形象作為出發點，建立完整的「品牌、通路、
服務」來構築經營管理模式，展現更好的經營
績效及服務品質，推動臺灣服務業國際化。
此外，我認為應積極規劃「自由經濟示範
區」，鬆綁外勞聘僱問題，包括聘僱外勞比率
放寬至 40%、外勞薪資與基本工資脫勾。讓原
先禁止自大陸進口的貨品准予進入特區加工後
出口，鼓勵跨國企業來臺設立營運總部等，盼
能吸引臺商回臺投資。
臺灣地理位置優越，可做為其他國家進入中
國大陸的門戶。臺灣之於大中華區，就像新加
坡之於東南亞、荷蘭之於歐洲，持有「土地雖
小，卻是區域的經濟樞紐」的優勢。
在後 ECFA 時期，建議政府必須將區域經濟
整合進程及產業結構調整，列為最重要施政目
標，讓臺灣經濟有突破性的成長與動力，再創
第二次的臺灣經濟奇蹟。（文／蔡晉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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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全國 13 校陸生來校淡水行

上月 28 日國際處舉辦大陸學生淡水行活
動，儘管氣候不佳，仍有 13 所大專校院 30
位陸生與本校陸生相見歡。（文／盧一彎）

雪梨大學袁勁東談美中關係

國際研究學院 8 日邀請澳洲雪梨大學政府
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袁勁東蒞校演講「歐
巴馬政府的美中關係：挑戰、機會 - 太平
洋的權力轉移管理」。（文／蔡晉宇）

殭屍出沒淡江！吸睛指數百分百

大傳系上週在福園擺設殭屍裝置藝術，為
大傳第 29 屆畢展「傳染」展開首波宣傳，
引來眾多師生圍觀、拍照！（文／趙巧婷）

奇多比林言彌分享 APP 趨勢

資工系於 9 日邀請奇多比行動軟體股份有
限公司科技專案經理林言彌以「數位行銷創
新應用 App」分享產業趨勢。（文／姬雅瑄）

花現校園

秋海棠非海棠
四季秋海棠是中國常見原生多
年生草本花卉植物，又稱四
季海棠。其實「秋海棠」與
「海棠」並非同一科，四
季秋海棠屬於「秋海棠
科」，海棠是「薔薇科」。
四季秋海棠又名「相思
紅」，這與眾所周知的〈釵
頭鳳〉有段淒美因緣，南宋
愛國詩人陸游20歲時與青梅
竹馬唐琬結婚，伉儷情深，但陸
母不滿唐氏，命之休妻別娶，唐氏後亦改
嫁。11年後陸游遊經沈園時與前妻不期而
遇，恍如隔世，感傷地在牆上題〈釵頭鳳〉
詞以寄深情，且命人送上秋海棠給唐琬，道
是「相思紅」，唐氏讀詞悲痛欲絕，卻退回
秋海棠，謂「不復相思。」隔年抑鬱而終。
四季秋海棠莖直立，株高僅15至20公
分，葉色油綠光潔，花朵玲瓏嬌豔，稍帶清
香，盆栽觀賞，已歷千年。清朝考據學盛
行，文人袁枚寫秋海棠時，即具寫實性：
「小朵嬌紅窈窕姿，獨含秋氣發花遲。暗中
自有清香在，不是幽人不得知。」
四季秋海棠花色有紅、深紅、粉紅、橙
紅、白色等，也有單瓣、重瓣之分。花生於
莖頂或葉腋，每枝花莖著生2至10朵花。詞
人張以寧詠秋海棠：「軟漬紅酥百媚生，嫣
然一笑欲頃城，不須更起春陰護，綠葉低
遮倍有情。」秋海棠葉片呈歪心臟形、互
生，葉色豐富，因品種而有紅綠、銅紅、褐
綠等；葉面具蠟質，光亮清新，因觀賞期持
久，是花藝家選擇葉材時的首選。
秋海棠的花屬於「雌雄同株異花」種
類，這類花朵就是在同一棵植物上有雄、雌
性兩種。雄花有4片花瓣，花朵形狀比雌花
稍大；雌花則有5片花瓣，形狀比較小，且
有倒三角形的子
房，是用來孕育種子
的構造。（資料來源
／總務處、文／淡江
時報社整理、攝影／
吳國禎）
秋海棠雄花（左）
與雌花（右）

表其相思情愫。
南宋詩人陸遊以四季秋海棠

創新創業工作坊
邀 6 師教實戰創業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募款委員會於
8 日在覺生國際廳舉辦第二十六次會議，由校
長張家宜主持，會中以「104 年度募款目標及
計算方式」、「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募款績效如
何達成」，與「如何提升各教學單位募款績效」
3 大提案為題，與蘭陽及臺北校園同步視訊。
張校長表示：「募款是全校的工作，盼大家
同心協力，展現淡江群策群力，共同營造優良
聲譽。考量到募款是相當專業的領域，未來學
校將聘任 1 位專業經理人來專責處理募款相關
工作。」會議中討論通過，依本校 103 至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104 學年度募款目標值

新聞萬花筒

花牆以校歌為主題，以四季秋海棠為主角排列出
跳躍的音符，行政大樓花盆也種有四季秋海棠！

人物短波
教心所 6 人考上諮商心理師執照
103年度高等考試專技人員諮商心理師榜
單公布，錄取名單為：本校師培中心助理教
授林怡君、教心所學生張銀珍、吳佳娟、范
丹屏、劉凡嘉、郭文又、陳彥宇共7位考取
諮商心理師執照。諮商心理師需通過考選部
專技人員諮商心理師考試，並且取得行政院
衛生署諮商心理師證書，才能從事諮商心理
師工作。教心所同學間都彼此分享考古題和
應考小撇步。（文／曹雅涵）

知識之海
臺北校園動態
想繼續進修或升學嗎？多種類課程歡迎您
的加入！成人教育部1月起陸續開設碩士學
分班、學士學分班等，提供提前修習學分的
機會，即日起至開課前3日受理報名，修得
之學分於考取後可申請酌予抵免，學分抵免
事宜請洽各系所。歡迎專科以上畢業或高中
職以上畢業準備升學者，以及對課程有興
趣之人士踴躍報名，詳情請洽成教部網站
http://www.dce.tku.edu.tw（文／陳羿郿）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