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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2014年
導讀 吳嘉麗 化學系榮譽教授
這本書是由「女性學學會」的十餘位會
員學者延續過去的努力合力撰寫，以記
錄20年來的婦女處境，前一版白皮書乃是
1995年出版。20年來，女學會關心的議題
從二本書的厚度增長可以看出，20年前有7
個篇章—社會福利、法律、參政、工作、
教育、健康與生育，以及性暴力。2014年
這本增加了媒體、移工與新移民、性商品
化、LGBT，以及原住民婦女。可以看出自
從1987年臺灣解嚴，體制走向民主，社會
更為開放多元後，我們的婦女處境又面臨
了一個什麼樣的新局面？
一九九O是臺灣各類社團百花齊放的一
個年代，民間婦女社團亦如雨後春筍般各
依自己關心的主題紛紛組成立案。社會的
開放固然讓我們得以發出各種聲音，也讓
我們看到了各種問題及其法源的不足。於
是，婦女團體推動一連串的修法和立法，
諸如民法親屬篇中親權和姓氏相關條款的
修正和夫妻財產制的徹底翻轉，另如家庭
暴力防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騷擾
防治法、人口販運防制法、性別平等工作
法、性別平等教育法，以及消除對婦女一
切歧視公約施行法的立法等等。
在校園中我們比較熟悉的改變如中小學
教科書的內容納入了性別平等的規範，
所有校園都成立了「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其中任一性別的委員不得低於三分
之一，校園中任何性侵性騷擾案件都必須
於一定時間內處理及呈報，絕不容許任何
隱匿和忽略。
但是，即使有了這些性平法案的通過，
建立了一定的監督體系，社會的性別文化
與父權體制究竟改變了多少？新的議題
仍然層出不窮，下面我列舉幾個白皮書的
篇章名稱，如〈還是不平等—婦運修法改
造父權家庭的困境與未竟之業〉、〈性暴
力法制的歷史交織：一個性別批判的觀
點〉、〈後女性主義媒體文化的性別再現
政治〉，這些質疑或許更能引起你進一步
參考的動機。本書的主編陳瑤華教授在最
後做了一個總結，針對現階段婦女處境的
各種進步與退步，提出可能的思考方向與
未來展望。也許你可以先看這一章，再跳
讀你感興趣的主題。

校友動態
◎買在地、吃當令 「南科菜市長」讓媽媽
們超開心
本校機電系系友林威呈，現任南部科學工
業園區局長。林威呈表示，近年不少年輕族
群或是民眾轉行投入農業栽種，在地小農風
氣興起。為支持與鼓勵小農政策，南科管理
局與農業局合作，成立「南科菜市長」活
動，將小農所栽種的農產品可以直銷給園區
從業人員，透過網路訂購方式，方便消費者
訂購與領取、創造雙贏。
林威呈更表示未來將全力協助廠商在廠內
成立取菜點或另外開闢其他取菜點，以利園
區員工取菜。另規劃自5月份起，於每月第
一週星期五舉辦「南科農夫市集」活動，讓
小農與消費者能面對面溝通，消費者能清楚
瞭解買到的農產品來源及過程，小農亦能與
消費者分享種植理念。希望藉由「南科菜市
長」活動，支持「地產地消」、購買以「友
善環境」栽培的農特產，未來可達到「買在
地、吃當令」，進而落實南科管理局「推動
永續園區邁向生態社區」的理念。（文／校
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智慧財產權Q & A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1.（）小艾買了小布寫的「如何在30歲前
成為億萬富翁的30種方法」，照著書中方
法去做，果真成為一位億萬富翁，請問小
布是否可告小艾侵權？
（1）可以，因為小艾此種行為確實已侵
權。
（2）不可以，因為小艾只是吸收書裡的觀
念，並沒有任何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答案：1.（2）

《淡江時報》於4月23日發行1000期，值
此時刻，製作「筆耕逾甲子」系列專題，回
顧辦報63年以來，為淡江人參與學生自治組
織、社會服務、公民參與等歷史大事件留下
記錄與軌跡。

文字／蔡晉宇、林妍君、王心妤
文／周雨萱整理報導
照片／閩家瑋翻拍、本報資料照
攝影／盧逸峰

陸生參選 參與學生自治
師生獻心力 服務社會

自民國100年起開放陸生來臺，迄今已5
年。103年9月本校「103 學年度學生會第 20
屆正副會長補選」因首度有陸生參選而受社會
矚目。《淡江時報》作為校內訊息傳播的溝通
橋梁，完整記錄整起事件始末。
在第938期《淡江時報》中刊載「學生會第
20屆正副會長補選」1號候選人陸生蔡博藝及
2號候選人陶子璿的政見發表內容供本校學生
了解。第939期報導蔡博藝團隊對於選舉法規
提出質疑，內文提到，「原定103年9月17日
開始投票的『學生會第20屆正副會長補選選
舉』，15日學生會以因現行法規公告、生效問
題所造成之爭議為由，解散中央選舉委員會並
停止補選，且15日1號候選人蔡博藝團隊向學
校遞交陳情書，請校方確認學生會相關法規之
有效性。」為此學務處於103年9月17日召開說
明會說明校方立場：「因選舉相關事宜，造成
校園紛擾不斷，進而影響學生學習，且收到陳
情書，因此，依本校學生自治組織輔導辦法
第三條『學生自治組織應遵守校規及相關法
令，並接受學生事務處輔導』召開會議並決議
於該年10月底完成選舉程序。」同期整理出學
生會補選事件簿並附上QRcode，如同懶人包
提供細節資訊管道。
隨著事件發展，《淡江時報》完整掌握發展
與記錄關鍵過程，陸續於第940期報導學生議
會重新組成中選會並發布第一次選舉公告；第
942期為聆聽本校學生心目中理想的學生會會
長應具備何種特質與能力，淡江時報於103年
10月7日中午在海報街、文化休憩區前，進行
校園隨機訪查學生心聲，認為學生會會長應有
負責任、執行力強等能力。
第943期〈學生會補選，1組同額競選〉，報
導參選人蔡博藝未於103年10月13日抽籤前完
成補件，故中選會認定其不具備候選人資格不
得辦理抽籤。對此，蔡博藝在社群網站表達抗

第20屆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開票，吸引眾多
校外媒體關注選舉結果。（圖／本報資料照）
議，引起諸多校外媒體關切報導。中選會堅持
「依法行事嚴守程序」立場進而全體請辭，而
校方則表達「由於此選舉跳脫校園選舉躍為社
會議題及政治議題，希望中選會能做出彈性處
理」之立場，為此學務處邀集3組參選人馬召
開協調會，會中兩組參選人分別以「蔡博藝團
隊讓外界涉入以放大鏡檢視校園選舉，備感壓
力」及「因蔡博藝未完成登記流程、又堅持參
選已違反程序正義」理由退選，蔡博藝當場表
達「若其他2組不選，我們也不選」，不過在
兩小時的協商後，最後僅剩蔡博藝一組參選。
第944期則有〈學生會補選公告〉，報導第
20屆學生會正副會長補選選舉委員會將由時任
學生會代理會長莊棋誠重新完成人事聘任工
作。在第945期〈學生會補選3日起投票，5日
開票〉報導中，刊載候選人蔡博藝團隊「社團
活動」、「學生權益與權力」、「公民意識」
的3大政見。
最後投票結果在第946期〈學生會補選投
票率2.4%，近年新低〉報導，記錄下該選舉
中，候選人蔡博藝、張國軒未當選。在選舉人
27259人中，僅691人參與投票、454人投下同
意票、199人投不同意票，無效票38張。相較
於近年投票率皆超過15%、民國103年5月時20
屆投票雖未達門檻但也達14.7%，本次投票率
僅2.4%創下近年新低記錄的選舉結果。該系列
報導不僅為陸生首度參與學生自治組織留下見
證，更為臺灣大學校園意見多元化，每種意見
皆能有表達管道的民主精神做了記錄。

體驗日臺文化差異 李雅婷探索自我
在日文系「日語修辭學」課堂中，黑板上粉筆來回書寫聲不絕於耳，
坐在臺下的日文進學四李雅婷寫著筆記，神情卻若有所思，似乎透露出心還在日本。剛
開學的日文課，勾起她大三赴日本千葉縣中央學院大學當交換生回憶。難忘美好留學生
活，李雅婷打趣地說，「離開日本回臺灣時，心情就像和男朋友分手一般，因此憂鬱好
一陣子！」
當初因為喜愛日本文化選讀日文系，對於李雅婷而言，能透過學校制度留學日本，一
窺這個從小嚮往的國度，是她人生清單中的重要項目。但現實終究不如夢想般順遂，初
到日本準備開學時，李雅婷感受到不熟悉新環境，要面對新課程、新同學的不安全感。
這時，熟悉日本文化的她想到，「何不到神社去走走呢？」她前往明治神宮求籤詩，並
許下新環境一切順利的願望，「籤詩大意是順其自然就會有好結果。」她笑說雖然籤詩
都有很大解讀空間，「但當下有受到日本神明保佑的安定感。」這次經驗也成為日後習
慣，在日本只要遇不如意，總會到神社重新找回能量。
在中央學院大學交換期間，李雅婷專攻日語，她表示，「我所在的商學部，由於日文商
用專業詞彙較艱深，加上交換生選課相對自由，因此大部分選修以語言課程為主。」課
堂學習之外，她更在校園生活中參與攝影社，充分運用日語溝通，一年來語言能力大幅
提升。她課餘時間隨社團到關西、館山等地遊歷，開始結識不少日本朋友，體驗到在當
地生活的美好，「日本是四季分明的國家，很享受四季皆有不同景色的每一片刻。」
談到這一年來觀察日本學生和臺灣學生的不同，李雅婷表示，日本人有禮貌、重視制度
的形象，在校園亦是如此，穿拖鞋或飲食情況在課堂是少有的。「這是日本學生很值得
學習的地方，不過有時過於守規矩，想法不免會較侷限、難跳脫框架。另個角度看這些
特點，臺灣同學就顯得變通能力強、有創造力，我想這就是留學的一大收穫，知彼的同
時，也更認識了自己。」
李雅婷至今還記得剛到日本的懵懂無知，什麼事情都覺得
很新鮮，都想去嘗試體驗；她更無法忘卻當時一開始每天出
門都是很大的挑戰，那些日子雖然辛苦，但對她而言如今卻
特別想念，「這就是留學。在日文學習及做人處事的態度上
皆帶給我豐富的收穫。因為每件事都必須自己處理，會讓人
變得獨立。」 帶著堅定的微笑，她鼓勵大家，「趁年輕，到
世界各個角落去闖一闖真的很棒，遇到的人、學到的東西，
在未來都會變成自己最珍貴的財產，一輩子都受用。」（文
／蔡晉宇，圖／李雅婷（右二）提供，參加由各國留學生在
中央學院大學舉辦，具多國特色的學園祭。）

全民英檢秘笈
一、重要字彙
1. 首要規則the number one rule
2. 餐桌禮儀table manner
3. 噪音racket或noise
4. 麵條noodles，必須用複數，因為不只一根
5. 液體liquid
6. 固體solid
7. 氣體 gas
8. 物質三態the three states of matter
9. 令人討厭的annoying

回顧過往本報記載本校師生面對重大災
難，第一時間奉獻心力、服務社會之情形。
921大地震
民國88年9月21日凌晨，臺灣發生芮氏規模
7.3強震，據統計至少造成2400人死亡，逾4萬
戶房屋倒塌。為幫助受災戶重建家園，所有
服務性社團及八八淡海同舟服務員皆全體動
員，校內教職員生紛紛慷慨解囊，響應救災
活動。第410期《淡江時報》報導本校童軍團
約20餘人響應救災行動，帶著帳篷及百餘個睡
袋，親赴受災最嚴重的南投地區，發揮童軍日
行一善精神。同時報導師生響應募款活動之情
形。第411期報導，建築系受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委託，認養南投縣仁
愛鄉和埔里鎮，幫助災民重建家園。第410至
412期的瀛苑副刊中，連續刊登〈參加921民間
賑災聯盟義工一日記〉、〈地震
後〉、〈南投埔里勘災心得〉等
投稿，談淡江人參與震災情形之
心路歷程。
四川大地震
民國97年四川經歷大地震，第
718期報導，為幫助災區重建，本
校時任建築系系主任吳光庭及現
任系主任黃瑞茂皆振臂響應，以
豐富經驗，協助災後重建工程。

學生公民參與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八八水災
第767期報導，民國98年莫拉克颱風造成之
八八水災，水環系副教授黃富國參與「莫拉克
颱風災後安全評估作業」，提供政府村落重建
及安置措施之依據。
日本311大地震
民國100年3月11日，日本發生大地震引發強
烈海嘯，造成福島第一核電廠輻射物質外洩
重創東北地區。第817期中，有本校課外組規
劃「日本甘巴嗲，淡江愛很大」
活動，除了號召師生齊穿黃色衣
服跳祈福舞「愛很大」，也舉辦
「愛的演奏會」為日本集氣。該
活動讓日本國民感受到淡江師生
的熱情，第824期報導，本校收
到來自日本國民寄來的感恩明信
片，「強調臺灣是其最喜愛的鄰
國，並絕不會忘記這般恩情。」
（見左圖）

傳達心聲

太陽花學運
民國103年3月18日，學生反對政府將與中國
大陸簽訂《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立法院
草率的審查程序，因而佔領立院表達訴求。此
後各地學生到場聲援，發展為「太陽花學
運」。這一場動員強大的行動持續了24天，影
響臺灣民主政治發展，衍生出年輕人積極參
政、第三勢力崛起等影響。
本校學生以各類形式參與，在第925期《淡
江時報》中報導，本校新聞研習社以公民記者
角度，觀察服貿抗議行動事件組隊進行訪談和
事後新聞寫作。藉由實務經驗提升社員新聞採
寫及保持客觀中立性能力。
第927期《淡江時報》報導，該年4月10
日，本校3位法文系學生在校內發起「淡江的
島嶼天光」合唱活動，吸引近300位同學自主
前往操場參與，歌唱著〈島嶼天光〉同時，參
與者皆高舉向日葵傳達支持的決心。同時為切
合實事，亦有以「民主？自由？不可忽視的公
民力量！」為題舉辦講座，並邀請師生討論。
為了探討根本問題，本校同時舉辦講座，期
望能用正反觀點使學生更多元的角度探討服貿
議題。在第930期《淡江時報》曾記錄當時邀

請現任立法委員、時任中研
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國
昌（右）、時任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副主委林祖
嘉等多位專家蒞校與學
生交流。
香港占中
本校學生由許多不同
國籍組成，其中來自澳門及香港學生亦不
少。2014年9月26日香港公民為爭取真普
選，自發性在中環、銅鑼灣及尖沙咀等多個主
要幹道靜坐及遊行，被稱為「香港占中」。在
第941期《淡江時報》記錄淡江學生不僅關心
臺灣議題，亦關心國際事件，校園內僑生自發
性發起連署運動，在短短兩日內，募集逾3千
份簽名支持響應。
反核
在第888期《淡江時報》中，記載師生參與
2013年3月9日反核大遊行，走出校園學習表
達民意、勇於發聲、關心公共議題。第930期
《淡江時報》則報導，2014年5月學生響應反
核四，在行人徒步區發起連署，藉此讓更多淡
江人關懷臺灣，也展現校園民主參與精神。

迷惘的網路世界-淺談網路成癮
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上癮通常都代表著，不惜一切代價，無法控
制自己得完成一件事情，或許你有聽過性成
癮、藥癮、酒癮，然而在21世紀中，有一種新
的上癮症正在悄悄發作。
在醫院實際案例中，一位成癮病患向醫生
說：「我十分害怕會再次上癮，所以要求延長
住院，等我累積足夠的信心再去面對人生。」
經診斷後這位病患必須持續住院接受治療、簽
訂承諾放棄使用手機的權利，並支付大約85萬
臺幣的醫療費用，如此艱鉅的治療過程和鉅額
成本的成癮項目，即是現代人生活的必需品－
網際網路。國內研究進一步指出，臺灣近年網
路成癮的比例位居亞洲第二高，僅次韓國！顯
示越來越多人有相同問題。（王智弘，2012）
不可否認的，「網路」必定有不可或缺之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10. 包括include
11. 結論conclude
12. 除外exclude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朗讀三遍
第一要遵守 的 基本餐桌禮節 is "quiet." You'll have
to 提醒你自己不要 make a big 噪音 while eating.
For example, don't make any noise while 吃麵 ,
drinking soup or any other 液體（飲料）. 任何噪音
made from eating or drinking is 令人討厭 and 不禮
貌, and this 包括 talking.

921大地震時，童軍團將物資送進南投災區。
（圖／閩家瑋翻攝《淡江時報》第410期。）

三、答案
1. The number one rule
2. basic table manner
3. remind yourself not to
4. racket
5. while eating noodles
6. liquids
7. Any noise
8. annoying
9. impolite
10. includes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處，即時聯絡好友、玩手遊打發時間、至社
群網站分享每日動態，甚至在學習、瀏覽新
知、查閱知識等功能更與現代生活脫離不了關
係。而如何判斷自己或親友是否過度依賴網
路，是現代人必備的重要資訊，下列資訊供大
家參考：
1.戒斷反應：只要一天不用網路，如遇網路斷
線、手邊沒手機，會感到不安、易怒，產生強
烈空虛感。
2.失去自我控制：覺得上網有極大的吸引
力，甚至不顧一切代價。例如：明明知道繼續
玩線上遊戲會付出很大代價，像是學期報告交
不出來會被當掉，但另一方面又安慰自己，再
玩一下也沒什麼大不了，出現不斷拉扯的矛盾
心理。
3.身心健康問題：因為過度使用網路，導致睡
眠不足、營養缺乏、體重過輕、認知功能下
降、學業工作表現嚴重退步，或長時間盯著電
腦螢幕而造成視力惡化，且無法離開螢幕。
網路成癮是現代人的新興課題，身為大學生
的我們因為課業討論、休閒打發時間、聯絡需
要，長時間使用手機、掛在網路時間久，常不
知不覺就陷在網路世界裡忘記現實生活的自
己。當不小心發現自己太過投入網路已經無
法自拔了，不仿看看自己是否有上述三種反應
狀態，若確有網路依賴的情形，你需要的是勇
於求助，向親友、家人、老師亦或是你的網友
們，一切都還來的及。離開藍光螢幕，可見亮
眼藍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