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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創意賽462高中生競逐

▼

12日，化學系主辦「鍾靈化學創意競賽」提供高中生切磋平
台，增進推理與應用化學知識的能力。本次競賽題目難度具鑑別
度，讓競賽過程充滿挑戰性。（圖／化學系提供）

【記者姜智越淡水校園
報導】12日，由化學系主
辦，淡江大學化學系發展
基金、淡江大學化學系友
會、中國化學會、科學月
刊社、化學遊樂趣協辦的
第11屆「鍾靈化學創意競
賽」在鍾靈化學館盛大登
場。本次共有48所全臺高
中職生參加，總計154組、

462名學生競逐，最後實作獎項由竹科實中的
王廷峻、胡邵沂、趙崇皓摘下金牌；個人筆試
亦由竹科實中的葛震宇等7人贏得金牌。
化學系系主任施增廉表示，此次競賽提供學
生互相切磋的平台，增進高中生的推理思考和
應用化學知識的能力；本次競賽題目難度較具
鑑別度，讓競賽過程極具挑戰。競賽方式分兩
階段，從筆試成績擇優入選複試實作競賽。本
次筆試內容著重在基本化學知識與概念，包括
理解化學資料的能力、化學計算的能力、應用

音樂家入課 推廣全球法語日

五虎崗文學獎即日起收件

牌精品，忽略了深厚的文化內涵與發展潛力，
希望透過此次文化推廣，讓人欣賞到法國之
美。活動中，David Rioton即從地理位置、食
品與歷史等多面向切入，讓師生更深入了解他
的家鄉普瓦捷。機智問答時間，學生更積極搶
答。現場備有國王餅及蘋果酒供品嘗，吃出藏
有「小磁人」的同學，皆因幸運而開心大叫。
法文碩一黃信翰開心地說：「系內、外學生
皆能透過此活動，對法國文化有更多認識，希
望未來可持續舉辦類似活動。」

【本報訊】五虎崗文學獎即日起收件！由文
學院主辦、中國文學學系承辦的第三十二屆五
虎崗文學獎提供文學創作舞台，邀請全校同學
動筆寫下觸動人心的文字。本次徵稿類別包括
小說、散文、新詩及極短篇4組，題目皆為自
訂，最高獎金達1萬元，收件到4月15日下午5
時截止，歡迎有興趣的同學投稿！詳細活動辦
法請見中文系網站（網址：http://www.tacx.
tku.edu.tw/news/news.php?Sn=1326）查詢。

17日，瑞士歌手Laurent Brunetti（右）與鋼琴手Mario Pacchioli（左）來校，在T404教室與同們
學相見歡，除了清唱音樂作品「Pêcheurs de Rêves」之外，還介紹起他們的家鄉瑞士；對於學
生的提問，更是熱情地解答。（攝影／林俊廷）

▼

【記者秦宛萱、林俊廷淡水校園報導】本
校響應全球法語日，17日瑞士歌手Laurent
Brunetti及鋼琴手Mario Pacchioli受法國在台協
會之邀，來校舉辦見面會。
Laurent Brunetti及Mario Pacchioli與同學相見
歡，清唱音樂作品「Pêcheurs de Rêves」片
段，讓同學一飽耳福。活動中，兩位介紹家鄉
瑞士風情，並對學生提問熱情的解答。同學問
到創作靈感，兩人說是來自於世界各地旅行的
洗禮，且認為透過彼此創意激盪，總有新想法
產生。法文三陳孟妤說：「他們非常熱情且耐
心地回答，帶動了現場氣氛，尤其是歌聲特別
動聽。」
同日晚間，法文系於覺軒花園舉辦「普瓦度
文化之夜」，邀該系法籍助理David Rioton介
紹法國普瓦度（Poitou）的普瓦捷，師生機智
問答，互動熱絡。法文系系主任鄭安群表示，
法國一向很重視文化推廣，人們卻較注意到名

特書行動助陽光基金會

調查學習成效
3師分享教學實務
14日，由資圖系系學會聯合物理、土木和經
濟3系系學會展開「特書行動」﹗他們自今年
1月中旬起，向全校師生收集近300本二手書
籍，並於上週在海報街展開為期5日的義賣活
動。募得金額逾5,000元，將全數捐給陽光社
會福利基金會，尚未賣出的書本，整理後則送
到與基金會有合作的愛心協力書店，期盼幫助
顏損與燒傷朋友重建及社會適應。
資圖系系學會會長、資圖三楊念潔表示，

16日下午1時，由蘭陽校園
組教官李國基帶領全球發展學
院大一、大二學生，前往礁溪林美石磐步道進
行品德教育社區服務，以行動維護環境清潔，
共有37位師生參與。為顧及安全，皆讓學生穿
上標示有蘭陽校園的反光背心，李國基表示，
「為讓學生體認共同營造和維護良好生活環境
的重要，帶他們沿著山路撿拾垃圾，一趟來回
近6公里的路程，收集了逾30袋廢棄物，相當
可觀。」觀光一湯子葳說，「我們捲起袖子、
拿著夾子，一路上撿了很多垃圾，對環境有正

林建甫

本校商管學院共同科目「全球財經講座」
課程於 1 日，邀請到臺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林建
甫，以「世界經濟趨勢與臺灣的機會」為題進
行演講。現任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
院副院長、兼任中華台北亞太經濟合作研究中
心執行長的他，長期以來關心全球經濟發展。
林建甫於會中指出，臺灣應以「創新」為原
動力，加速發展高科技產業，更盼社會突破政
治因素，積極加入國際經貿組織及重啟南向政
策，引領臺灣從低迷景氣中走出一條屬於自己

「特書行動」讓大家學會珍惜學習資源，審
慎看待書本的價值，且收集二手書，再轉換給
有需求的人，藉此也能做愛心，幫助更多的
人。海報街除了有義賣書籍的攤位外，另設置
有射飛鏢、鐵籠滾珠及比大小等多項遊戲，讓
同學透過遊戲取得優惠，同時也增加做公益的
樂趣。資圖二吳芳姿說：「不僅能以較低的價
格購買到自己想要的書，還能做愛心，一舉兩
得﹗」（文／秦宛萱、攝影／陸瑩）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淡江影像藝術
工坊於今日（21日）至25日在黑天鵝展示廳舉
辦第十屆攝影成果展－顯影季，此次以「停
格」為主題，透過攝影對時間連續體做紀錄，
並運用光影與物體狀態，詮釋他們眼中的停
格。展覽由17位同學以個人專題呈現作品，策
展總召大傳三郭珮君說，「因應新媒體趨勢特
地把場刊本電子化，今年也更加注重與觀眾的
互動，服務台提供導覽，只要看展人提問，每
位攝影師都很樂意回答噢。」



平庸時代，潛存著低信心、低成長、低通膨，
需要仰賴政策來避免新平庸時代造成的事實。
換言之，世界各國經濟成長率極低，全球貿易
量皆萎縮，根據主計總處預測，臺灣今年的經
濟成長率只剩 1.47%。
顯然，全世界經濟受到「黑天鵝效應」影響。
「黑天鵝（Black Swan）」泛指情況很少發生，
一旦出現即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事件，亦表示該
情況的特性具有不可預知性、影響十分巨大，
且讓人們因無法相信，促使人們用合理化的解
釋，甚至捏造事實來解釋黑天鵝現象。
黑天鵝效應啟動全球不確定性
影響世界經濟的第一個黑天鵝效應是「油
價」。具體舉例說明，若伊斯蘭國襲擊產油國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向貢獻，覺得很有意義！」（文／劉家伶、圖
／李國基教官提供）

【記者陳照宇淡水校園報導】由商管學會主
辦的「2016春季北區大學校際聯合愛心勸募義
賣活動」於21日至25日在海報街盛大登場。首
日中午開幕式將發放100個福袋，贈送給前來
共襄盛舉的師生。本次以市價8折義賣近400種
產品，商管學會會長國企四林欣瑋分享，「籌
備活動的過程縱然辛苦，但想到這些努力是在
幫助弱勢團體，一切辛苦都值得了。」
23、24日分別邀請到演員郭昱晴、歌手賴銘
偉站台，24、25日有捐血車進駐，鼓勵全校師
生響應，一同為弱勢團體盡份心力。

提防金融黑天鵝 智慧型產業創臺灣贏面

的路。本報摘錄此場演講重點。
【 記 者 陳 品 婕 整 理 】2016
年， 全 世 界 受 到 美 國 量 化 寬
鬆（Quantitative easing， 簡 稱
QE）、歐盟反撙節、中國經濟
放緩 3 大政策影響全球經濟潮
流，這些如同「黑天鵝效應」般
的衝擊，超出人們過去的經驗和
預期，也徹底的改變全球經貿版
圖、臺灣經濟發展和經貿政策。
全球經濟進入新平庸時代
探究背後的原因，可以回溯到
2008 年的金融海嘯，並引述當時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
拉加德的警告：全球經濟進入新
演講人：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林建甫
（攝影／張令宜）
時間：105 年 3 月 1 日下午 2 時 10 分
演講題目：世界經濟趨勢與臺灣的機會

【記者盧一彎淡水校園報導】你有英文上的
困惑，但不好意思在課堂上發問？本學期英文
系教師駐點服務即日起開跑囉！在英文系系主
任黃永裕帶領下，共21位老師，分別每週提供
1小時時間，開放自身研究室讓學生針對英語
相關問題進行諮詢。活動持續10週，只要是本
校學生，不需事先登記，在駐點時間內至老
師的研究室諮詢即可。詳細駐點教師名單及時
間請上英文系網站（http://www.tflx.tku.edu.
tw/）查詢或洽助教何欣芸，校內分機2344。

蘭陽37師生挽袖 林美步道服務學習 聯合勸募海報街起跑

台灣經濟研究院院長
翰林驚聲

英文教師駐點 提供諮詢服務

顯影季停格 黑天鵝登場

▼

【記者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學習與教學中
心於16日舉辦教學實務研究計畫系列講座II，
以「由學生問卷檢視學習成效」為題，邀請法
文系教授楊淑娟、俄文系副教授張慶國及歷史
系助理教授李其霖分享，最後由課程與教學研
究所教授黃儒傑進行總結與座談，共計22名教
職員與會。
首先，楊淑娟以「如何協助大一法語學習口
語之表達」為題，分享問卷調查，並發現學習
法語以發音為最大困難，因此安排法籍助理協
助教學，讓同學藉由模仿來調整發音。
張慶國分享全俄語教學的成效，他表示全俄
語教學讓同學更加專注，雖然教學是一大挑
戰，但多數學生皆肯定學習效果，更在教學評
鑑拿下高分。
李其霖表示，教學除了自編講義外，上課亦
會善用道具，例如大航海時代的荷蘭硬幣、明
朝的指南針等物品，吸引同學注意，並加深對
課程的理解。問卷調查更讓他認為，應注重課
程互動，呈現多元、活潑的教學方式。
最後，黃傑儒總結表示，教師教學應以學生
為主體，透過學習診斷，發現學生問題，以多
元策略幫助學生；對於學習成效的問卷調查，
他提示若能增加前、後測比較，會更加完整，
鼓勵老師們都能樂在其中。

化學知識的能力，共31組同學入圍第二階段。
實作競試題目為「奈米等級塗料」，學生根
據考題運用現場提供的儀器設備及化學藥品來
設計及進行實驗操作，藉由觀察藥品的沉澱時
間來完成化學反應，並調出指定的色系。命題
人化學系副教授鄧金培表示，這次獲得金牌的
竹科實中有做到預期中的理想作品，而其他組
別可能是經驗不足或者時間限制，使實驗反應
沒有達到理想狀態，也有組別希望能再精進檢
討，盼日後繼續參加競賽有所斬獲。

家，導致供應斷鏈，油價恐怕會一夕暴漲；但
若是中東地區恢復和平、加入生產石油行列，
油價恐怕會再向下探底。事實上，根據美國能
源資訊署預測，近年美元走升與節節衰近的油
價呈現負相關。原本預期油價下跌將出現「財
富效果」，但以去年為例，臺灣出口中「石化
產品」占出口總量三分之一，反而造成出口衰
退，破壞市場行情。
2008 年，美國金融海嘯對世界影響甚大，當
時的次級房貸危機造成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等
投資銀行相繼倒閉，一家以美國為基地的國際
性跨國保險及金融服務機構集團－美國國際集
團（AIG）出售旗下公司，以及冰島宣布破產。
時任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席柏南克
則是採取 QE 政策，但此類創造貨幣、降低銀
行壓力的做法沒有產生預期效益，反而引發佔
領華爾街運動，更造成了停滯性通貨膨脹。
各國使出財金政策力挽狂瀾
當 時 的 臺 灣 亦 無 可 倖 免， 面 對 出 口 衰 退
40%，企業裁員、無薪假消息層出不窮，因此
政府曾於 2009 年發放每人 3,600 元消費券救
市。美國 QE 政策帶來原物料大漲等後遺症，
讓外界質疑聲浪不斷，甚至直指當年葛林斯潘
大降息埋下了禍因。如今，美國 Fed 是否升息，
仍受限於總統大選及經濟未完全復甦等因素。
接下來是 2008 年金融海嘯讓歐洲主權債務
浮現危機，歐豬五國因外債比偏高，加上違約
風險波及金融、損害實體經濟，更造成歐盟瓦
解危機，也使歐元前景受到挑戰。儘管歐盟內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部成員國提出高財政紀律、增強國際競爭力及
撙節措施，但通貨膨脹仍然嚴重，失業問題也
未獲解決，進而引發保護主義的興起。
最後，把視野拉回亞洲，日本是全球最大債
務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超級量化寬鬆、
財政刺激及結構性經濟改革 3 大政策，即「安
倍三箭」。中國大陸於日前積極拓展經貿區，
近年更提出「一帶一路」結合亞投行，盼以基
礎建設帶動商機及與週邊國家建立互信。東南
亞國家搶食歐美產業外包服務，加上緬甸、柬
埔寨相繼開放，勢必成為臺灣競爭對手。
盼臺善用優勢開啟國際視野
反觀臺灣，林建甫建議臺灣應以「創新」為
原動力，加速發展高科技產業，同時推展行動
運算、雲端服務、海量資料與社群網站等資訊
服務，強化推展科技化與國際化。目前國內正
急起直追，創新突破表現在智慧型產業皆有好
表現，若能應用到服務科技化，將會是下一個
目標。此外，他更盼臺灣突破政治因素，積極
加入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
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等國際經
貿組織、洽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及重啟南
向政策。臺灣因地理位置和製造業發達，在兩
岸經貿發展上，若與中國大陸金融合作，例如
中小型企業交流、開發金融商品，在金融市場
的深耕會是臺灣優勢。最後，建議產業應該從
利基處發展，整合民間和官方的力量，像是創
新研發產業、開放電子商務等，讓臺灣不但有
製造業、也有服務業的精神，走向全世界。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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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特優教師

朱 留

擅長互動 致力啟發學習樂趣
「學生的成長就是我教學最大的成就。」
用爽朗的口吻，親切講述投身杏壇的體
悟，他是榮獲103學年度特優教師的資訊創
新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朱留。
朱留認為教學應當生動、活潑，因此課程
設計多與生活結合，也融入以往在兵工廠工
作的實務經驗，例如：以打靶來解說線性代
數、微積分，更模擬砲彈飛行來講授外插法
等基礎數學理論。為讓學生更「有感」，他
還會準備教具，利用生活尋常可見的物
品，例如用骰子教機率，讓學生親身操作學
習。朱留補充說明，「傳統填鴨式教學，較
不著重學生能否發揮所學；相反的，互動式
教學較能激發學生的學習潛力和興趣，大幅
提升了學習效果。」課堂中，他也會觀察學
生理解狀況，隨時調整教學策略，確保每位
學生學習與增進知能的機會。
回顧近年的授課經驗，朱留分析，不論
今昔學生皆存在依賴性強、自主性差的問
題，探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受外在教育環境
的侷限。他建議，「教師應使用更具有彈性
的教學態度，藉由線索及強化教材來刺激學
習者，啟發他們對於讀書的樂趣。」他真摯
地說，學習與教學兩者相輔相成，讓學生明
白互動的關鍵，師生才能一同尋求轉變。
「求學是自己人生中的一部分，唯有認真
看待學習，才是對自己負責。」朱留懇切
地說，只要願意踏出第一步，不管程度如
何，永遠都不嫌晚，而且人不需要特別聰
穎，只要有心向上，也可以有所成就。朱留
身為一位大學教師，能看到學生憑藉自己的
努力，有所轉變，便是最大的快樂。（文／
陳照宇、圖／朱留提供）

條

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快來參加學教翻轉人氣票選

遠距教學發展組於 4 月 11 日起舉辦「學
教翻轉 FB 粉絲團『給你一個讚』人氣票選
活動」，歡迎師生踴躍參加。（文／遠距組）

盲資座談關注導盲犬安全

視障資源中心於 9 日舉辦「104 學年度第
二學期輔導身心障礙學生暨家長座談會」，
約 120 位師生參與會議。（文／孫于翔）

口琴社獲全國學生音樂北區賽優等

聆韻口琴社於 11 日以「驚愕交響曲」自
選曲贏得全國音樂比賽北區決賽「口琴合
奏 - 大專團體組」優等第二！（文／陳安家）

學程加油讚
兩岸文教發展研究碩士學分學程
由國際研究學院中國大陸研究所、教育學
院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於102學年度共同
開設「兩岸文教發展研究碩士學分學程」，
學生修習認證課程至少12學分，其中應有6
學分是修習非原系所之科目，才能取得學程
證明，統計至今申請學程人數2人。
本學程業務由大陸所與教政所共同承辦，
教政所所長楊瑩說明，本學程搭配淡江的國
際化教育理念，培育熟習兩岸文化教育的專
業人才。學程結合大陸所文教組、經貿組課
程，針對中國大陸進行全面性的剖析，其中
「中國大陸研究：理論與實務」課程，藉由
個案探討，深入了解對岸政經發展。「教育
領導與行政」課程，更是切入教育效能、教
育公共關係，期盼強化學生教育領導能力。
楊瑩推薦，伴隨兩岸交流日益熱絡，文教
勢必成為未來發展的重點項目之一，事先學
習兩岸教育政策領導，對未來職涯發展必有
加分作用，歡迎對此相關領域有興趣的在學
研究生申請修讀。（文／陳照宇）

人物短波
黃瑞茂任駐村藝術家
本校建築學系系主任黃瑞茂長期耕耘教
育，對於社區規劃與城鄉發展更有豐厚的經
驗，曾以生活地景重建為題，在全臺進行
「魚眼地圖」和「生態年曆」的繪製，帶領
社區居民以生活為核心，重新省視生活與環
境的關聯。日前，黃瑞茂獲邀擔任「2015桃
園地景藝術節」駐村藝術家，這次進駐到觀
音的富林社區和八德大安社區，以工作坊形
式帶動居民在時間與空間上重新思考生活路
徑的營造。他笑說，「除了透過地圖繪製，
讓居民了解周邊環境，也有效盤整社區資
源，並與在地緊密結合。」同時，他期盼這
塊區域因為地景藝術節的關係，產生屬於在
地的新生活節慶。（文／林妍君）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