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名：《窮人的經濟學》－如何終結貧窮？
作者：阿比吉特‧班納吉／艾絲特‧杜芙若
　　　（Abhijitv.Banerjee & Esther Duflo）              
譯者：許雅淑／李宗義
出版社：群學
ISBN：978-986-92803-0-3
（攝影／麥麗雯）

窮人的經濟學-
導讀／政經系助理教授林偉修

2

◎信邦電子大膽轉型 連續8年獲利成長

　信邦電子董事長王紹新(本校數學系校
友，同時為第29屆菁英獎得主)表示，觀察
台灣電子產品製造的發展歷史，商品一旦
標準化，就是從藍海轉變成殺價競爭。故
王校友於11年前毅然決然拋出逆勢決策，
切斷所有桌上型與筆記型電腦、螢幕、
Cable的產品線及訂單，採取到歐美先進國
家開發新領域的客製化訂單，布局新的藍
海市場。也因這早一步的轉型布局，今年
還打進亞馬遜無人商店的倉儲機器人供應
鏈，成功由傳統連接器零組件廠，轉型整
機廠。

校友動態

◎主題：專利權，試試看您能不能答對：
1.（  ）阿龐發明了一種自動餵狗吃飯的機 
器，請問要向哪個機關申請專利權？
(1)財政部國稅局 　(2)經濟部智慧財產局(3)
行政院新聞局
(2)可以。
2.（  ） 阿龐有設計可輕鬆闖電腦城寶物的
概念，這概念是否為專利保護的標的？
(1)是。
(2)否，專利不保護概念，必須揭露具體可
行的技術內容，並可供該領域人士據以實
施者，才可獲得專利保護。
答案：1.（2） 2.（1）

　《窮人的經濟學》想要說的是如何透過
經濟學中創造誘因的基本命題，改變一天
生活花費相當於99美分人們的生活。這本書
有趣的地方在於，透過隨機控制實驗證明
了這些資源匱乏的人所面對的環境，所產
生的想法和你我不大一樣，讓許多看似簡
單的脫貧方式變得難以執行。
就拿借貸和教育為例吧！
　借貸是由貧轉富的手段之一，貸款人可
將貸入的資本透入生產，扣除利息後創造
更大的經濟所得。但實證發現，窮人較少
跟銀行貸款，而是向民間機構以高於市價
好幾倍的利息進行交易。這樣的貸款行為
無助於由貧轉富，但礙於生活與現金需求
窮人也沒有太多選擇。為何窮人須承擔這
麼高的利息？如果窮人能夠付得起民間機
構如此高的利息，為何市場競爭沒能為窮
人降低利息？答案在於蒐集資訊的成本。
放款人為確保能取回借款，在放款前必須
先知道借款人的底細，包括信用程度、貸
款狀況、營利方式與狀況等。蒐集這些資
訊都需要成本，銀行往往因為窮人的貸款
數太低不符蒐集這些資訊所需成本而拒絕
貸款。民間貸款機構較無這方面困擾，因
為貸款者往往是鄰居，而且借貸一次之
後，因為轉換成本太高，窮人無法隨意轉
向其他機構貸款，之後便只能任貸款機構
坐地起價提高利息。
　教育是另一個可以翻轉家境的機會，受
教育者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擁有更高的
薪水。但實證發現，在印度義務教育不但
免費而且不缺學校，不過缺席率卻在14%-
50%之間，很多狀況是小孩子不願意上學而
非家長不情願。為何教育吸引不了學生上
學？答案是公立學校的品質。根據調查，
孟加拉、厄瓜多、印度、印尼、祕魯和烏
干達等國老師怠工和缺課嚴重，學生的閱
讀能力因而大多低落。在教育回報率不高
的狀況下，教育無法成為窮人反轉的途
徑。
　《窮人的經濟學》認為雖然貪腐的政府
和不民主的國家的確阻礙窮人翻轉，但壞
的政治不代表不會產生好的政策。如何正
確地認知他們的需求，漸進地從衛生、教
育、信貸等方面推行好的政策，可能會比
好的政治來的更實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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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Q&A

   ●張淑芬（英文系助理教授）
【試試您能答對幾題？答案及解析將刊載於
1067期淡江時報網站中。】
1.The plant manager along with his subordinates
＿visiting Germany to sign a contract. 
(A) is       (B) has           (C) are     (D) have
2.It is urgent that financial aid, food and clothing
＿to the flood victims 

(A) are sent    (B) will send      (C ) is sent   (D) be 
sent
3.The new tax laws rammed through＿the 
opposition of th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A) furthermore   (B) in addition     (C) 
subsequently  (D) regardless of 
4.A number of houses must be＿demolished so 
that the construction on a new  supermarket can 
begin.

(A) richly     (B) plentifully     (C) defectively  
(D) completely
5.I was forced to collaborate＿a totally uninformed 
committee.
(A) in  (B) on  (C) with   (D) from
6.In no＿am I going to adopt any of his methods.
(A) way   (B) excuse     (C) reason      (D) account
7.This is the standard model –＿there's the 
deluxe version which costs more.

(A) then   (B) even    (C) until    (D) further
8.＿ repeated assurances that the product is safe, 
many people have stopped  buying it.
(A) Though      (B) Despite       (C) although   
(D) even though
9.＿ repeated assurances that the product is safe, 
many people have stopped  buying it.
(A) Though      (B) Despite       (C) although   
(D) even though

■ 編者按：
　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另與
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學
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E-Mail：
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
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
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校
和學生之間溝通。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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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愛走遠 分手調適大哉問
　戀愛常能使人快樂、著迷、瘋狂，然而，當
愛漸漸遠逝、走向分手時，「愛情」又會使我
們感到失落、難過、悲傷、心碎，甚至開始對
自己有許多的困惑與懷疑…。以下是大學生分
手時常想不透的問題：
Q1: 分手了就代表我是魯蛇（loser）、我是失
敗的嗎？
    伴侶走向分手的原因有很多，當彼此在價
值觀、態度、生活方式或是人生目標上可能有
所不同時，經由溝通後仍然無法達成共識；或
是開始爭吵、衝突或批評對方，可能便會走向
分手。分手或許是另一種學習和新的開始，更
不代表自己是一個較差或失敗的人。通常被動
分手的一方，可能產生自我價值感或自信心被
剝奪的感覺，或自我懷疑，但是可以試著去找
出自己的優點、欣賞自己的美好，因為對自我
的觀感是可以再學習、再改變的。
Q2: 分手後好痛苦…我真的走的過嗎？
　失戀分手生活中重大的壓力事件，可能會
有情緒低落、食慾不振、睡眠狀態等狀態，
或者不想上課、不想出門等情形。被動分手
的一方，剛開始可能會有否認和震驚的狀態出
現，接著伴隨沮喪或憤怒的心情。可以試著尋
求同學、朋友、家人、師長或是諮商輔導組的
協助，讓自己的情緒和想法有個抒發的管道，
如果發現連續兩週以上出現憂鬱或是自殺的

念頭，則建議到學校諮商輔導組B408室進
行晤談。經由這些管道的幫助後，相信自
己可以度過這個歷程，儘管每個人需要經
歷的時間不盡相同，但你會漸漸地能夠接
受並重新適應，並將情感投注在未來的生
活。
Q3: 為了減低痛苦，我趕快尋求或投入下一
段感情好了？
　分手之後，需要一些時間調整並告別過
去的感情，才能發展出新的自我概念和
自我認同，並重新定義自己和前伴侶的關
係。有時候，太快投入新的戀情，也就失
去了從上段關係中理解自己的機會，更容
易帶著過去的行為模式進入到新的戀情
中，而產生類似或新的衝突，而對自己和
新對象都易造成困擾。
Q4: 分手後一定要當朋友嗎？
　這常是分手的迷思，其實不論當不當的
成朋友，不急著馬上就要當朋友，可以試
著思考想繼續當朋友的原因為何？不論是
想挽回感情或是為失去感到惋惜，兩個人
都是獨特的個體，都需要尊重自己以及對
方的決定。因此，學習找到和自己獨處的
方法以及生活重心，試著去重新思索伴侶
在生活中的比重與角色，為進入一段新的
關係做準備。

畢業校友肯定 「企業最愛」認定
　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自103年（102學年
度）畢業生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新增「八
大素養對畢業生影響」之看法，畢業生認為對
畢業後發展皆有正向幫助，校服暨資發處執行
長彭春陽曾說明，「八大素養一直是本校極力
推廣和注重的辦學方向，盼學生在教師們齊心
教育下，除了擁有專業能力外，也培養出優秀
的溝通、合作能力，有助於職場競爭力。」
　根據「105年（104學年度）畢業生滿意度與
就業概況」、「102學年度畢業生滿3年學生流
向追蹤」、「100學年度畢業生滿5年學生流向
追蹤」等三項問卷調查結果，報告顯示，畢業
生認為八大素養對畢業後發展皆有正向幫助，
平均值皆高於3.5分，其中以「團隊合作」、
「獨立思考」為最高分評價項目。可看出八大
素養鍛鍊學生在溝通與解決問題方面，有相當
成效，也透過八大素養，讓同學們在專業與通
識等各方面均能和業界接軌。

　本校在《Cheers》雜誌「企業最愛大學畢業
生」調查中連續21年奪得私校第一，在「私校
九大能力指標」評比中拿下八冠，相對於「學

球視野」學門課程，讓學生能透過國際現勢、
文化經濟全球化、兩岸關係、美洲現勢等主
題，建立全球性視野之基礎，並在未來生涯中
不斷加強對世界趨勢之洞察力。
　本校自創校以來即與國際充分接軌，除持續
推動「大三出國」（蘭陽「全大三出國」）
外，更於1990年開始招收國際學生，希望能將
本校打造成一個「多元文化」的校園，讓學生
可以在交流中充分了解不同文化。截至2017年
底，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統
計境外學位生數超過2千人之大專校院，本校
排名全國第三，共計2054人。另積極拓展國際
交流與合作、陸續與國外各大學簽訂學術合作
協議，如雙聯學位合作計畫、加強與姊妹校師
生交換交流等，讓學生更有機會赴海外學習，
同時獲得學位。

資訊運用 便利資源共享
　「資訊運用」：「資訊化」是本校三化教
育理念之一，1968年創設資訊中心（現為資訊
處），為國內大學資訊化的先驅，將資訊科技
應用於教學、行政、研究、服務等工作以提
升效率。隨著硬體與相關管理技術的成熟，本
校已完成無線網路建置，只要是校內教職員
工生，皆可在校園內任何角落隨時存取網際
網路，讓資訊應用更為方便，更推出「淡江i
生活」APP，整合學生常用功能，讓學生可將
本校資訊隨時帶著走。「淡江軟體雲」則是
利用雲端運算基礎架構，將全校授權軟體如
Microsoft系列置放其上，讓學生可運用自如。

 　106學年度起，更增設公用Mac電腦教
室，備有51臺Mac電腦、iPad提供全校師生
使用，建置「Apple區域教育培訓中心RTC
（Regional Training Center，簡稱RTC）」來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及配合程式教育。2005年
起設置網路校園並推廣國際遠距課程，落實教
學資源共享。

洞悉未來 培養前瞻視野
　「洞悉未來」：「未來化」是本校三化教育
理念之一，民國57年起張創辦人建邦博士鑑於
科技對當代社會的衝擊，開始在國內積極推動
未來研究：發行《明日世界》雜誌、開設未來
趨勢講座、在大學部的通識核心課程開設未來
學門課程、成立未來學研究所、出版未來學國
際期刊，以及積極與國際未來學組織進行學術
交流，並定期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藉由未來學學門的各項課程，讓年輕學子
暸解如何面對不確定的未來社會，學習前瞻趨
勢議題的能力，以培養出具洞悉與創造未來的
新世代跨界移動能力的專業人才。此外，設立
「策略遠見中心」，負責推動本校未來化的教
育理念、規劃創意未來展演、落實產學鏈結未
來學分學程和就業機制，以及打造國內「未來
視野」認證機構等。

品德倫理 落實人文關懷
　「品德倫理」：品德教育著重在概念的養成
以及親身的實踐，必須先讓學生瞭解為人處世
之道，而後透過實踐，發揮同理心並關懷他
人，反省道德原則的建構來解決道德爭議的難
題。本校將品德教育融入課程，透過通識核心
課程及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等，讓學生充分
瞭解品德概念，從而在各種服務中體驗並實
踐。學生也會在寒暑假透過社團組成返鄉服務
隊，到各縣市資源較為匱乏的小學，舉辦營
隊，帶小朋友玩遊戲，傳授知識，或是組成柬
埔寨服務學習團、海外志工團等國際服務隊，
進行偏鄉關懷。為了整合並提供學生能有更多
的學習服務機會，本校特別成立「淡江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處理並推動相關課
程計畫，讓學生能在服務活動執行中充分獲得
啟發與實踐。

獨立思考 激盪創新思維
　「獨立思考」：在科技引領、大數據時代所
帶動的全球化趨勢下，四面八方的資訊接踵而
來，逐漸影響我們的生活與工作型態，本校鼓
勵學生主動觀察和發掘問題，培養學生邏輯推
理與批判的獨立思考能力，以激盪創新見解順
應趨勢。因此，結合各院所系為基礎的「專業
課程」、廣博全人教育的「通識課程」，以及
推動社團學分必修的「課外活動」，來培育本
校學生成為具心靈卓越的人才。
除了課程的教育，各學院系同時也和產業界積
極合作，如開設相關產業「就業學分學程」，
安排學生進行實習，讓學生透過實務工作來落
實獨立思考的能力，並從中獲得嶄新的思維和
經驗，提升學生的畢業競爭力。

樂活健康 健全活力身心
　「樂活健康」：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體
格，為希望校內師生都能擁有健全的身心，校
長張家宜提出「一人一運動」理念並以身作則
為表率，透過多元管道增進學生身心靈的健
康，以多樣性的體育課程供全校同學興趣選
修，同時完備校園內的運動場地讓學生充分利

用，學生也自主性的成立各式體育性社團作為
課外活動的參與學習，並且自發性舉辦相關競
賽，學校每年更安排各式的校內運動競賽如新
生盃、校長盃等，鼓勵同學透過運動切磋球技
並增進情誼和人際關係，除鍛鍊運動技能外，
還能學習接納不同意見和包容他人，建構良好
人際關係以及學習問題解決能力。本校於98、
102及105年三度獲得教育部體育署「績優學校
獎」肯定，而去年暑假成功舉辦世大運舉重競
賽，更說明了本校在這方面的用心獲得肯定。
樂活，除了身體健康，還包括了心理健康，對
此，諮商輔導組設立「心理健康操」，提供心
理諮詢服務，大家可以在這裡放心談談心事、
困擾或疑惑。無論是自我了解、學習適應、生
涯探索、情感困擾、家庭困擾、一般人際關
係、情緒管理與壓力調適、心理疾病諮詢等問
題，均由專業的心理輔導老師回信。利用這些
釋放壓力的多元管道，進而促進學生身心靈健
全的發展。

團隊合作 強化人際互助
　「團隊合作」：透過團隊合作，可以讓學生
體察人我差異和增進溝通方法，本校鼓勵學生
創立社團以提升組織能力和團體認同感，迄
今已成立逾250個社團，呈現多元蓬勃樣貌。
自100學年度起更開設「社團學習與實作」課
程，將社團納為全校必修，為全國首創，透過
課程設計與活動規劃，使學生在經營社團過程
中學習運作技巧，進而培養資源整合與互相合
作、共同企劃執行與問題解決。每學年度的學
生績優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中，邀請校內外教
師專家，提供學生社團完整的檢視和考核，透
過學校的推動與鼓勵，能更加全方面成長進
步。課外活動組亦提供相關社團知能培訓課
程，如每年暑假舉辦的「淡海同舟社團負責人
研習會」，邀請各界講師談社團負責人應有的
責任態度、所需具備的常識和知識。未來也將
設計不同師資來源的培訓課程，帶領學生經營
團隊學習力，以整合社團常見實務問題。

美學涵養 豐富藝術體驗
　「美學涵養」： 為提升學生的美學涵養，
本校除了開設「藝術欣賞與創作」學門課程
奠定學生的美學基礎，更透過「深化展演活
動」、「強化藝術課程」、「激發創作精神」
等三項策略，讓學生對藝術、文化及生活美學
有更深的體驗，培養對美的事物之易感性，同
時提升美學鑑賞、表達及創作能力。透過文錙
藝術中心、文錙音樂廳及黑天鵝展示廳定期舉
辦的音樂會、藝術展覽及相關活動，以多元的
互動方式，拓展學生在藝術領域的視野，將藝
術融入生活。除此之外，學藝性社團如美術
社、攝影社、插花社等每年均會舉辦成果展，
藉此展現社團創作豐富內涵。
　此外，淡水校園的特色船型建築，為全國首
座「海事博物館」，館內展示著以細緻工法、
手工打造的古今中外各類船艦模型。三樓設有
書法研究室，蒐羅世界各地書畫相關藏書，可
稱國內目前收藏書法相關資料最完整的單位，
值得細細觀賞與品味。

健全八大素養 提升競爭實力
　本校提供優質教學與研究環境，重視產學合
作、校外實習、跨領域課程及就業學分學程，
重視學生各項能力均衡發展，落實三化教育理
念及八大素養，優質辦學成果可從歷年來獲得
的各種肯定一窺端倪。校長張家宜時常勉勵淡
江同學，應時時檢視自身是否具備八大素養，
在學習旅程中，朝更高層次精進過程，鍛鍊創
造知識的利器，也要期許自我成為心靈卓越之
人才。她並提到前瞻思考是淡江的DNA，隨
著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落成啟用，本校正式邁
向第五波發展，而創辦人伉儷更捐贈三億元成
立「熊猫講座」，延攬國際大師及菁英講學，
提升本校的學術聲譽與水準，希望把世界帶進
淡江，讓淡江走向世界。

八大素養 奠基畢業競爭力
　本校秉持張創辦人建邦博士的遠見，透過三化教育：「國際化」(未來空間格局)、「資訊化」(未來生活
模式)、「未來化」(未來時間架構) 理念的薰陶，希望使淡江學生能夠充分發展學習潛能。校長張家宜呼
應本校之辦學理念，於100學年度時指示，設計學習加值鏈地圖，規劃專業、通識、課外活動的「三環」
課程，輔以榮譽學程、跨域課程、就業學程及頂石課程，幫助同學專業精進、學用合一、統整學習，深化
「德、智、體、群、美」五育內涵，期許培育具備「全球視野、資訊運用、洞悉未來、品德倫理、獨立思
考、樂活健康、團隊合作、美學涵養」八大基本素養，且能成為「立足淡江、放眼世界、掌握資訊、開創
未來」，具心靈卓越的淡江人。（文／廖吟萱，圖／本報資料照片）

本校八大素養與《Cheers》雜誌
九大能力指標對應表

八大素養 九大能力指標

全球視野 具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資訊運用 數位應用能力

洞悉未來 具有創新能力

品德倫理 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

獨立思考

學習意願強、可塑性高

能跨領域並融會貫通

具解決問題應變能力

專業知識與技術
樂活健康 抗壓性與穩定度高

團隊合作 人際溝通與團隊合作

美學涵養 具有創新能力

生八大素養」皆有所關聯，顯示
學生在透過其薰陶及實踐上，多
能提升自己的能力，而在畢業後
更能充分發揮。

全球視野 持續接軌國際
　「全球視野」：「國際化」為
本校三化教育理念之一，目的在
培養本校學生認識國際社會變遷
的能力，以更寬廣的視野了解全
球化的發展。本校首先開設「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