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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國小生冬令營報名開跑囉！淡江大
學成人教育部推廣教育中心、文蘊
國際文教機構與中華民國青年文化
交流協會（YCEA）針對小一至小六
生開發各項創新營隊，活潑生動的課
程結合各專業師資，並由專業輔導
員協助進行，讓孩子在寒假也能夠
激發學習成效，並快速帶動優勢智
能與創造力！課程詳情請上成教部
網站下載簡章（http://www.dce.tku.
edu.tw/index.jsp），或電洽盧先生
（#8837）。（資料來源／成教部、
整理／蔡昀儒）

淡江時報

黃中宇 參與台大粉樂町演講
　【人物短波】中華民國公共藝術教
育發展協會常務理事、建築系校友黃
中宇上月26日因應粉樂町與臺大藝文
中心共同策劃無牆藝術展覽，到臺大
進行「校園內的公共藝術」演講，旅
居法國近十年的他，返臺後致力於臺
灣公共藝術發展，他表示：「粉樂町
向來在臺北商業區展演，本次卻融入
到校園內，激盪出全然不同的藝術與
空間感受，我透過介紹公共藝術引發
人們對藝術思考，公共藝術希望讓觀
覽的人提出問題，讓藝術放到生活中
與人對話。」（文／蘇靖雅）

  來到董崇民老師的辦公室，正如他常給學
生的印象：笑容親切、幽默風趣，他熱情地
說，「教學最重要的就是要有熱忱，如何能
將艱深的學理深入淺出的教給學生，是我一
直以來努力的目標。」
　董崇民上課時，有時會用板書教學的方
式，尤其是公式的推導，這樣才能幫助學生
了解來龍去脈；有時會以實物教學，像是用
橡皮筋的拉力教機械性質，或是要學生演練
高分子的振動方式，都讓學生留下十分深刻
的印象。

　除了上課的互動，董
崇民也很注意學生
的學習情況，他不
但會在課間抽問
學生，更會輪番
注視全場每一位
學生。

　董崇民的課堂
上有一個特別的規

矩，就是手機要關靜
音，一旦電話響起，
就要由他來接，這突
如其來的舉動，也讓

課堂間發生許多笑料，上課的氣氛自然相當輕
鬆，亦能保持很好的學習效果。

　董崇民同時也致力於生物科學研究，目前主
要研究生物可分解塑膠和幾丁質纖維兩大領域
的他持續加入計畫案，至今已完成17件國科會
計畫案和6件產學計畫案，並主辦過一些學術
研討會。董崇民還身兼技專院校化學技術士術
科的監評委員，他鼓勵學生可以嘗試這個工
作，這是一個檢視自己的實驗步驟是否正確的
好機會。
　最後，董崇民和大家分享唸書要靠平常的累
積，有良好的生活環境才會有優質的讀書習
慣，每天都要讀一點書，做學問才能長長久
久。他以自身聽過的一句話勉勵大家：「當你
上床睡覺時，想不出今天做了甚麼事，同時又
覺得明天似乎沒事做，你自己就必須有所改變
了。」（文／陳騫靜、攝影／鄧翔）

董崇民
保持教學熱忱 重視上課互動

專任教師評鑑優等獎

知識之海‧臺北校園動態

　【記者蘇靖雅整理】不但協助金融穩定、建構臺灣的金
融市場，更推動了兩稅合一，永豐銀行董事長邱正雄過去
曾擔任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副總裁、中華民國財政部長、安
泰商業銀行榮譽董事長、中華民國行政院副院長，以及國
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與財務金融學系的兼任教授，其中，
在他擔任行政院副院長時遭逢2008年金融風暴，他面對眼
前的難題、穩定金融、復甦經濟，邱董事長經驗相當豐
富，參與過許多對經濟上相當重要的決策。

　金融服務業之社會責任這項主題，我從總體經濟
的角度切入，其中包含著對整體國家物價安定、就
業、經濟成長有密切關係的金融問題，而金融究竟
跟社會有何關聯性呢？金融內部所蘊藏的內涵為
何？今天我將利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耶魯大學的
席勒(Robert Shiller)所寫的《金融和良好的社會》
進行觀念上的呼應。 

革命性出現：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支付具備一定實力和信譽保障的獨立機
構，採用與各大銀行簽約的方式，提供與銀行支付
結算系統介面的交易支持平臺的網路支付模式。
1995年比爾蓋茲寫了一本書《未來之路》，當中除
了提到科技上的回憶記錄機，尚有許多革命性的發
展，其中一項便是電腦網路，舉例來說大陸的淘寶
網以及美國的e-bay，但有件事是比爾蓋茲也沒有
想到的，那就是美國e-bay這些第三方支付網對整
體金融來說也是個創新的改革，具備儲值功能後，
第三方支付工具不只是保障交易安全，還是一個

「電子錢包」，引起金融很大的變動。
　19世紀初，郵局在各個地方逐漸興起，也提供了許多儲
蓄的管道，也因此加強了全民儲蓄運動，對於臺灣來講，
由於鄉村地方很多都無法擁有提款機，如今像是淘寶網等
出現是何等便利，大陸線上交易平臺現在使用廣泛，並非
只用在淘寶網，各家旅遊購票、交友服務等網站，幾乎都
與線上交易平臺合作，還可用來付公共事業的水電、暖氣
費與有線電視費，連銀行的信用卡卡費都能繳費，如今報
紙上提到，這也間接影響金融業的責任與地位。

　美國銀行在1990年附近曾經做過一項調查，發現美國有
1/5的人不怎麼了解金融，所以金融怎麼幫助中小企業，
使這些企業轉好是非常重要的，在20世紀的巴基斯坦有位
穆罕默德‧尤納斯（Muhammad Yunus），他在孟加拉創
造了鄉村銀行（Grameen Bank，也譯作格拉明銀行），專
門貸款給社區的民眾，發展了「小額貸款」和「小額金
融」的理論和實踐，給貧窮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創
業者貸款，所以這些人就自己來經營事業，在1974年孟加
拉的大飢荒時，尤納斯首次投入到反貧困的事業中去。
他發現，小額貸款可以幫助貧窮人們的生存能力可以顯著
提高，而後生活就改善很多，他們因此而成為全世界的模
範，而穆罕默德‧尤納斯在2006年也因為這樣獲頒諾貝爾
和平獎。

金融幫助中小企業的責任

以大陸的第三方支付來反觀臺灣的發展

　在平民金融上賦予重要性的認可，就像是淘寶網透過網
路消費，昨天晚上新聞正播報著，現在大陸的網路交易只
要有一個QR Code，掃進去錢就付出去了。至於臺灣目前
正在發展當中，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近期同意玉山銀行可
以試辦QR Code行動支付信用卡收單業務，QR Code手機
信用卡與手機信用卡刷卡的不同地方，在於手機信用卡刷
卡必須申請新卡，主要是運用在實體通路，像是一般的信
用卡；QR Code手機刷卡則不需要辦新卡，只要對螢幕顯
示消費清單或看板上的QR Code掃描，就可以進行消費，
網路虛擬、實體通路上皆可運用。金管會積極推動網路刷
卡交易、第三方支付、手機信用卡、QR Code手機刷卡等
業務；金管會指出，國際已經將網路及消費等視為兆元產

業，顯示網路、行動支付的商機龐大。
　因此將來在購買東西上顯得相當方便，雖然現今臺灣與大
陸間條碼買賣行為非常方便，然而其實過去大陸要來買臺灣
的條碼是受到阻礙的，原因在於過往的兩岸關係，而使得大
陸將網路都封閉了，而如今兩岸關係以日漸平穩，報媒也一
再提到，未來大陸不再將網路給遮蓋住，因此我們賣東西給
大陸就顯得更方便。

虛擬交易貨幣是未來趨勢

　以永豐銀行來說，建立輔導企業導入網路金流「豐掌
櫃」，布局新臺幣逾兆元電子商務市場，而推出網路代收代
付金流服務的「豐掌櫃」平臺，將協助中小企業善用網路開
發潛在商機，為讓網路交易金流更便利，只要在部落格或
Facebook上貼入連結，1秒鐘讓網誌變商店，買家按鈕立刻
付款購物，系統則協助賣家管理庫存、省時對帳。像是嘉義
農會就很喜歡，因為他們必須賣很多產品，如此一來便可以
上網買賣，第1個好處是他們借得到錢，第2個是利率也才6
至7%左右，對中小企業來說是非常便宜的，在整個社會以
及世界發展來看，未來的世界企業透過網路將融合在一起。

講題：金融服務業之社會責任
講者：永豐銀行董事長邱正雄

時間：2013年12月25日上午10時（攝影／鄧翔）

電子商務市場日趨重要

　我認為虛擬貨幣是一項趨勢，因為很方便、速度很快，他
能達到一般鈔票沒辦法做到的事，股票的價值或是土地的價
值也能做一個公開的顯現，如此一來整個金融發展及方向就
能大步邁進，舉例來說，1個企業在臺灣或大陸等其他地方
都有現金，但是現在大陸那邊可以說，懇請臺灣當地公司借
錢給大陸子公司，這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答案是能夠節省
成本，使財務報表能夠更加透明化。

　【記者潘倩彣淡水校園報導】教科系的專業
知能服務學習課程「數位學習導入與經營」，
本學年度首度與臺灣蝴蝶保育學會合作，協助
製作該會志工服務推廣影片；各組學生針對北
區的7個蝴蝶步道的導覽志工服務過程所發生
的溫馨故事，作為影片腳本題材進行拍攝，7
組學生各以不同的生命故事和創意製作推廣影
片，且於上月31日舉辦期末成果發表會，臺灣
蝴蝶保育學會理事長卓清波親臨現場觀賞7組
成品並頒發感謝狀。卓清波表示，身為數學系
校友為學弟妹的用心感到高興，同時這也是該
會首次與其他單位的教育推廣合作，尤其看到
日前因龍洞灣岬教學事件身亡的志工講師李麗
華的導覽身影遺留在影片中，勉勵同學應珍惜
這次的學習經驗：「不要小看所做的任何事
情，因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作為珍貴的回憶與
經驗。」

   授課教師教科系教授張瓊穗表示，本課程理
念是希望學生透過參與導覽志工的過程，體驗
到他們的服務熱忱，而學生藉由志工服務跟
拍、訪談等小組團隊合作等專案進行方式，以
科技媒體傳達出環境、自然與人文關懷，「讓
學生從體驗中去做中學，了解到生命教育的重
要性。」
   在心情分享上，大家除了感謝該學會的協
助、同學間的合作外，更感受到蝴蝶保育的重
要性，另外還有人獻唱《阿飛的小蝴蝶》、分
享蝴蝶交配的感動。教科三李怡玲表示，從實
地走訪軍艦岩蝴蝶步道、採訪志工服務情形
後，了解到生活中不起眼的物件都有可能是蝴
蝶的卵，感到生命的可貴。而教科三劉皓怡指
出，這是個難忘經驗並發揮到所學，「尤其是
登上軍艦岩看到不一樣風景，頓時覺得大自然
的奧妙真是太神奇了。」

駛遍4萬公里 全臺104偏鄉校  

　【記者呂柏賢蘭陽校園報導】化學車趴趴
走，截至2013年底，行動化學車已經行駛全
台104所偏鄉小學，3年行駛約4萬多公里的路
程，以「深根、長耕」為目的，將化學知識帶
給偏鄉地區的孩童們。
　活動執行祕書高憲章表示，行動化學車已經
行駛3年，這一路上我們走訪了大小鄉鎮與學
校，到了當地才真切體會到所謂城鄉距離為教
育所帶來的差距，「很難想像城鄉差距所帶給
我們的震撼，包括教學資源的不足、設備缺
乏、師資短缺，整體教學品質的落後，可能是
一般都市的孩童無法體會的。」
　化學車的進入，對於偏遠地區的孩子來說，
或許是一種生活的體驗，也可能是一粒科學種

子的萌芽，高憲章表示，「我們堅持要繼續行
駛行動化學車，不論路途有多艱難，都要將好
玩有趣的科學知識帶進去給這些孩子們。」行
動化學車歷年來皆以親眼和親手方式讓學生現
場操作為主，而在今年的計劃中，也將國中課
程與活動結合，希望對學生來說不僅止於啟蒙
的效果，而是在他們的求學過程能有些幫助，
在生活上還能有更多的應用與了解。
　高憲章也分享了一路上的歷程，他表示，化
學車的行駛並不容易，駕駛3.5噸的車輛克服
地形和天候障礙，經費的募集與人力的配置也
常捉襟見肘，盼望能有更多人看見我們的努力
與孩子學習過程中的笑容，在今年一同投入更
多的心力，為著這群孩子們一同努力。

蘭陽品德教育從服做起　服儀好禮競賽頒獎

五虎崗文學獎徵件開始
　【記者鄭文媛淡水校園報導】一年就等這一
次！第30屆五虎崗文學獎開跑囉！對創作有興
趣的你千萬別錯過！即日起收件至4月8日止，
本屆包含小說組、散文組、新詩組，以及極短
篇組，每組以一篇作品為限。每組將選出首
獎、推薦各一名及佳作三名，若作品未達水
準，則該獎項從缺。小說組字數需在5千字至1
萬5千字內、散文組為1千5百字至5千字、新詩
組為15行至60行，極短篇組字數則需要在1千2
百字以下。
　最高獎金為小說組首獎1萬元；最低為新詩
組及極短篇組佳作1千元。評選方式分為初
審、複審及決審會議，決審會議將邀聘校外文
壇名家、出版界人士進行評審，並於現場公布
得獎名單。歡迎大家踴躍投稿、互相切搓技
藝，詳情可上中文系系網查詢（http://www.
tacx.tku.edu.tw/news/news.php?class=101）。

法文系歌唱賽 一展聲藝
　【記者葉睿涵淡水校園報導】法文系於上
月27日舉辦「法語歌唱比賽」，有10位同學參
賽，最後由法文四湯筱安獲得冠軍，國企三王
玉樽及法文二林欣頤並列第二。
　法文系系主任楊淑娟表示：「得獎的3位
同學將代表本校參加全國法語歌唱比賽，希
望同學們可以為校爭光。」賽後，法籍助教
Romain及法文系副教授孟尼亞也即興自彈自
唱，將現場氣氛推向最高點。同學們紛紛報以
掌聲及尖叫聲，甚至還有同學興奮地跑到舞臺
上和他們合唱！將陳綺貞《旅行的意義》改編
為法語版的王玉樽表示：「因為很喜歡法文歌
曲才選擇雙主修法文，非常高興第一次參賽就
能得獎。」去年在法國里昂三大交換的湯筱安
則表示：「在法國當交換生時接觸到了很多的
法語歌，在法國空閒時也會跟同學借吉他彈彈
唱唱，回國後碰巧系上舉辦了法語歌唱比賽，
才想要來一展身手。」

 　【記者余浩鉻淡水校園報導】機電系於2日
邀請長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研發經理林金龍講
解「太陽能產業技術及現況概述」，說明業界
狀況跟人生經歷。一開始由機電系教授林清彬
主持；他表示，林金龍自淡江機電系畢業，能
由他分享太陽能產業概況和人生經驗是一個很
寶貴的機會。林金龍表示自己在2011年進入長
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部擔任高級工程師，
一開始對太陽能產業並不了解，靠着邊做邊學
習太陽能產業的知識，以達成工作上的種種要
求。他說長生能源的主要業務是利用矽晶片
做成太陽能電池片，過程中需要與其他公司合
作，不能單靠自己完成，「就像我們的人生一
樣，要肯定自己的價值，並且發揮在專業領域
上。」機電四林家弘表示，聽完講者分享，對
太陽能業界與人生有不一樣的看法，更清楚未
來發展方向。

機電系校友 談太陽能產業
　【記者呂柏賢蘭陽校園報導】品德教育，
不能只是口號！上月25日，蘭陽校園教官
黃銘川帶領37位同學至宜蘭普門醫院進行
「『品德教育』走訪社福」活動。參與學員
們在透過參觀宜蘭普門醫院附設護理之家的
過程中，了解病患們的病情與需要，在寒冷
的聖誕佳節，藉由一句鼓勵的話語、一個甜
蜜的微笑，給予病患暖暖的鼓勵；另外，同
學們也精心準備表演節目，不僅有合唱聖誕

曲目傳播聖誕歡樂氣氛，還有舞蹈表演，讓
單調的醫院，瞬間多了幾分溫暖。
　黃銘川表示，品德教育的推廣不能只在講
臺和課本宣傳，這次能實際踏出校園，進入
社區和醫院去關懷有需要的人，不僅可學習
品德培養，對於社會也有實質的幫助。諮商
輔導員陳家豪則表示，用關懷與陪伴溫暖他
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延伸書本的知識道
理，身體力行，才是品德教育的實踐。

蘭 

陽 　 【 記 者 呂 柏 賢 蘭 陽 校 園 報
導】蘭陽日，我最正式！蘭陽校園主任室

為推廣品德教育，每到週一皆規劃蘭陽制服
日，要求學生必須穿著正式服裝，成為蘭陽校
園自創立之初就一脈相傳的重要傳統，並於本
學期開始，結合住宿學院特色，在去年10月12
日至12月16日舉辦了「品德教育─『蘭陽日』

服儀好禮競賽」。活動也希望能藉此宣導學生
穿著得體，穿出自信。除了專業形象加分外，
制服日不僅實踐蘭陽校園的生活教育理念，也
推廣了品德教育的概念。
　活動於近期頒發個人組與團體組中最佳形
象、最有禮貌、最佳宣傳，得獎者獲頒1000元
獎金及2支嘉獎，其中觀光四姚克昀拿下個人

最佳宣傳獎，她表示，穿著正式服裝給人的第
一印象就會很有禮貌和專業的感覺，淡江本來
就是一個國際化的學校，提早適應這樣的穿著
很棒。
　另外，姚克昀也將自己對於蘭陽日的想法寫
於網路上，詳細內容請參閱淡江時報網站：
http://tkutimes.tku.edu.tw/。

　「數位學習導入與經營」成果發表會中，由蝴蝶保育學會理事長卓清波頒發感謝狀給各組組
長。（攝影／余浩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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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陽走訪社福 普門醫院傳愛　【記者夏天然淡水校園報導】大傳系於10日
下午邀請大傳系系友楊南倩在傳播館演講，分
享她第一部導演影片《原來你還在》的拍攝
歷程及業界心得體會。《原來你還在》是一部
由黃河主演，描寫臺灣欺詐犯、神棍的社會故
事，將於近日在院線上映。
　楊南倩自《到阜陽六百里》，經歷編劇到導
演的轉變，認為編輯是一個孤獨的工作，而導
演工作則很好玩。對於同學問及實習的問題，
她認為目前在電影發展迅速，製作及行銷上都
非常需要人才，鼓勵同學們加入影劇行業，多
參與實習。根據楊南倩在大陸和臺灣的觀察，
隨著大陸和臺灣電影院不斷增加，未來電影業
會不斷發展。
　第一次當導演，楊南倩覺得下一次拍片「要
找個超兇的副導演！」，且要注重和攝影師
和燈光師之間的關係，必要的時候，演員之外
的人都可以進行替換。大傳三陳歆說：「擔任
新導演真的很不容易，需要克服很多的人際關
係。從她的經歷中學到很多，很開心參加這次
的演講！」

　大傳系校友楊南倩回系上與同學分享電影拍攝
經驗。（攝影／鄧翔）

楊南倩分享 《原來你還在》電影拍攝經驗

教科數位學習 導覽蝴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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