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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都議員來訪
12 日上午，日本民主黨東京都議會幹事長
石毛茂（前左二）率 10 位議員蒞校參訪，由
亞洲所接待並邀請國際學院院長王高成主持
簡報，王高成致詞時表示：「這是民主黨東
京都議員首次海外的大學參訪，希望未來能
有定期的互訪，增進雙方對於東亞事務的交
流見解。」會中，議員們也與系上客座教授
石田光義（前左三）就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
行（AIIB）、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TPP）等區域經濟整合的議題進行交流。（文
／孫于翔、蔡晉宇、攝影／朱樂然）

李鴻源與年輕人對話

第十四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記者陳安家淡水校園報導】中文系 14、
15 日於驚聲國際會議廳與紹謨紀念體育館舉
辦「第十四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題為「文學的跨領域視野」，希望除著重文
學本身外，更能延伸拓展至其他領域。會中邀
請多位國內外學者一同參與，提出多種創新觀
點，在多元文化交流下，撞擊出火花。
此次邀請到美、日、韓、香港、馬來西亞、
澳門、中國大陸，以及國內多位知名學者，包
括日本山口大學教授菊屋吉生、早稻田大學教
授剛崎由美、韓國江原大學教授李京奎、北京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陶禮天等教授，帶來不同文
化背景所造成的多元觀點。研討會共舉辦 3 場
講座，發表 24 篇論文，其中 7 篇由校內教授
提出，題材多以文學與美學的結合有關。諸如
以書法的角度切入，觀察當時文學與時代的互
動，顯現自古來「詩書畫不分家」的說法。
中文系系主任殷善培表示，「歷年來，國際
研討會除維持學校姊妹校間的情誼外，並促進
與其他海外大學的交流，更是校內研究生進入
學術界的一個起點，相信此次研討會能帶來更
加寬廣的國際視野。」

第十二屆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
公行系系學會於上週在商管大樓前舉辦一年
一度的公行週活動。除了有喜憨兒餅乾義賣、
最大獎現金 8,888 元的抽獎活動。更於 14 日
邀請曾擔任過內政部部長，擁有豐富公部門經
驗的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李鴻源蒞
校，以「與年輕人的對話」為題演講，現場百
位同學參與。李鴻源細數臺灣當前所面對的地
層下陷、防災應變能力不足、面臨缺水等國土
問題，並說明，「政治需要很強的專業背景支
持，一個問題管轄範圍動輒橫跨 5 個以上部會
的現況，往往造成行政效率不彰。中央政府應
跨領域結合提出完整的國土規劃，決策上能讓
專業問題回歸專業，避免流於民粹。」
對於給年輕人的建議，李鴻源提醒了把握當
下、多充實自己的重要，「唯有現在打好扎實
的基礎，未來才有更寬廣的眼界來面對各種問
題與挑戰。」公行三陳冠升說：「李教授談的
國土規劃與系上課程多有連結，今天談論的主
題也讓我對臺灣當前所面對的各種國土安全挑
戰有更多的了解，相當有收穫。」（文／蔡晉
宇、攝影／盧逸峰）

陳麗娟談德總理梅克爾
【記者蕭婷予淡水校園報導】11 日，圖書
館與臺灣歐洲聯盟中心邀請歐洲研究所所長
陳麗娟暢談「歐洲最具影響力的女總理 Angela
Merkel」。陳麗娟從梅克爾的家庭背景切入，
解說德意志民族注重身教，且長女的身分亦讓
梅克爾扮演標竿角色。梅克爾閱讀大量政治、
社會議題書籍，而萊比錫大學物理系的學歷培
養她冷靜清晰的頭腦，皆是時代造就其獨特的
行事作風。
陳麗娟轉述梅克爾曾公開說，「現在是我們
全新的一代，未來發展不能掌握在老一代人手
中，新一代要創造屬於我們的未來。」陳麗娟
說，此話足見梅克爾努力想把德國帶往更好的
未來。西語一莊婉婷說：「短時間可了解梅克
爾及其家庭背景等等，讓我對她更加佩服。」

【記者蔡晉宇淡水校園報導】財金系與兩岸
金融研究中心，協同靜宜大學財金系聯合舉
辦的「2015 第十二屆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研討

會」，於 17 日在驚聲國際會議廳舉行。研討
會主題為「互聯網金融服務平臺的發展與展
望」，邀請到上海福銀通金融資訊服務公司總
裁陳政江、華南金控董事謝明瑞、縱橫資融公
司董事長吳陵雲等兩岸資深實務專家，分享前
瞻性見解，並針對大陸互聯網金融之發展現
況、挑戰，以及對金融業所帶來之影響做深入
淺出的探討。
互聯網金融發展至今不到 10 年，卻成為中
國大陸帶動企業與個人金融業務不斷突破的重
要推手之一，並為其金融產業生態帶來巨大衝
擊。財金系系主任李命志表示，「臺灣對於互
聯金融產業的建置仍付之闕如，對金融業的未
來發展相對不利，倘若再不急起直追，未來勢
必成為影響臺灣金融產業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盼能藉由此次研討會，深化對大陸金融市場之
理解，並增進兩岸之金融合作交流。」

2015 臺灣軌道運輸發展研討會

【記者杜歡臺北校園報導】有鑒於智慧聯網
世代的來臨，物聯網、巨量資料與雲端計算已
成為現今的研究熱點。15 日，運管系在臺北
校園中正紀念堂主辦「2015 臺灣軌道運輸發
展研討會」，主題是「智慧聯網夯世代、軌道
運輸新思維」，邀集產、官、學界專家學者，
在理論與實務並重之前提下，針對臺灣高速鐵
路、臺鐵、捷運、輕軌等軌道運輸系統相關課
題進行研討，包含 2 場專題演講、鐵路運輸事

外語週18日 6系大顯特色
【記者盧一彎、秦宛萱淡水校園報導】即日
起至 27 日止，外語學院 6 系讓你看到「外語
聯合國」，以外語月呈現 6 國文化特色，每週
精彩活動，讓全校師生接觸不同的異國文化。
18 日（週一）上午將在海報街熱鬧揭開外語
週系列活動，現場擺攤推展各國文化和美食，
並看到各系所之特色與活力。英文系介紹美式
文化推出美式可頌堡、西語系則有西班牙炸油
條讓人大開眼界、法文系馬卡龍等法式甜點讓
你心嚮往之、德文系的德國香腸和黑麥汁展現
德國風情、日文系提供麻糬象徵向心力、俄文
系的俄羅斯傳統飲品蜂蜜釀滿足口腹之慾。
27 日「外語之夜」將在學生活動中心舉行，
這也是外語月的重頭戲，除外語學院 6 系各具
特色表演外，將選出本院各系系花系草，還有
院花院草。想參加嗎？趕快到小小麥前木桌、

工館，還有擺攤當週的服務臺等地購票，也可
以投下選票。另還有精彩的外語盃，激烈的 6
系系籃、系排比賽，歡迎同學替他們加油。

教師社群座談

防治性騷擾

「性騷擾」是指未達「性侵害」之程度且具
有性意味的言詞或行為。也包含性別歧視的行
為或言詞，如辱罵他人男人婆、娘娘腔都屬於
性騷擾。防治性騷擾，顧名思義是避免不慎對
他人造成性騷擾，也防範自身被騷擾。
談「性騷擾」之前，先了解何謂「性侵害」。
性騷擾和性侵害皆是從外國引進的名詞，我國
法律中「性騷擾」舊稱「一般猥褻」；「性侵
害」舊稱「強制性交與強制猥褻」。
刑法上「性交」的定義規定在第 10 條：「稱
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所為之下列性侵入
行為：一、以性器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口
腔，或使之接合之行為。二、以性器以外之其
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
使之接合之行為。」以強暴、脅迫、恐嚇等違
反其意願的方法碰觸到上述 3 個身體部位，就
屬於「性侵害」。
而 2012 年揭露的李宗瑞下藥迷昏女星事件，

2015 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記者杜歡淡水校園報導】管科系 16 日於
B712 舉辦「2015 年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國際
學術研討會」，開幕式特別邀美國 UCLA 大學
安德森管理學院博士 Charles J. Corbett 就「測
量環境與社會在供應鏈中的影響」主題演講。
會上邀請全球各國管理科學與經營決策的學
者就醫療健康、財務金融、知識經濟 3 主題，
共發表 50 篇論文。管科系系主任曹銳勤表示，
「本研討會是系上常年舉辦的研討會，本系非
常重視論文研究方向，希望通過研討會讓學生
更重視產業趨勢發展。」

新世紀的師資培育挑戰學術研討會

【記者林妍君淡水校園報導】師培中心將
於 23 日舉辦「新世紀的師資培育挑戰學術研
討會」，會中將討論從過去強調教學，轉為以
學生為主的多元學習所面臨的挑戰，並探討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中的教師角色。即日起開
放報名至 20 日（週三）止，意者請至活動報
名系統報名。（網址：http://enroll.tku.edu.tw/
course.aspx?cid=tdqx20150523）

PBL 臉書社團
李雙澤研究

【記者張芃如淡水校園報導】為協助教師
籌組學習社群，教師教學發展組於 14 日舉辦
「103 學年度教師社群焦點座談會暨成果展
示」，共 22 個社群參與。此次活動分為邀請
主領教師共同經驗分享、靜態社群文宣成果展
2 部分，提供教師進行交流與觀摩，希望增進
教師熟稔社群運作，俾利精進教師專業發展。
教發組組長李麗君表示，「座談針對各社群
運作方式的經驗分享，希望各社群的活動都能

聚焦話題

有外系老師一同參與。」
「李雙澤研究成長社群」主領教師、資傳系
助理教授楊智明表示：「成立社群是為研究數
學系校友李雙澤，正適逢民歌 40 年，在策劃
李雙澤逝世 40 周年活動時，我們也提倡『唱
自己的歌』的精神。」另「PBL 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主領教師、資工系副教授陳瑞發分享：
「本社群參與的老師多跨學院，平常連絡不
易，所以我們在臉書上創立社團以便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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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看更 大

http://tkutimes.tku.edu.tw/
住宿學院動手做有機沙拉

蘭陽校園住宿學院 11 日舉辦生
態環境主題活動「大家來做有機沙
拉」，邀請專業講師游家慧進行講解，讓學
生了解如何挑選有機食材。（文／馬雪芬）

觀光系募資送至柬埔寨

觀光系系學會 11 日至 15 日擺攤
募集到環保袋、文具用品及二手衣
等，將於暑假交由本校參與國際志工的學生
將物資帶到柬埔寨。（文／馬雪芬）

淡水維基館寫作工作坊開張

資圖系與文化創意產業學程 14 日辦淡水
維基館寫作工作坊，帶領大家瀏覽網站及教
導如何編輯與補充資料。（文／盧宏維）

教學助教學習提升時間管理

教師教學發展組 11 日邀請八方文教機構
講師胡雅茹主講「時間總是不夠用？！輕鬆
達標的時間管理法」，分享有效運用時間的
秘訣與心態。（文／張芃如）

日文系辯論賽 8 校來校激辯

日文系 9 日辯論賽，8 所大專院校 10 隊
激辯「社群網路之普及對於我們的社會是利
還是弊？」以增進日語能力。（文／盧逸峰）

大經盃球賽 30 校來比賽

「2015 大經盃」經濟相關科系體育競賽於
9、10 日在淡水校園熱烈開打，來自全臺超
過 30 所學校逾 1,800 人參與。（文／蔡晉宇）

「一杯咖啡，一個故事」在淡江

12 日晚，福園的「一杯咖啡，一個故事」
活動中，一群學生捧著現煮的熱咖啡，在柔
和的鋼琴聲下，分享故事。（文／陳岱儀）

女聯會辦「姊姊妹妹美一夏」
女聯會 13 日舉辦「姊姊妹妹美一夏」講
座，邀請馨禾國際企業總經理張貴珠，談夏
季肌膚保養，逾 30 人參與。（文／蔡晉宇）

視障資源中心辦生涯規劃講座

視障資源中心 11 日辦「生涯規劃自我探
索講座」邀請臺師大復健諮商研究所副教授
邱滿艷演講，約 27 人參與。（文／張芃如）

諮輔組辦奔跑吧！獵人校園影展

諮輔組與董氏基金會合作，19 日 10 時將
在 Q409 辦「RUNNING HUNTER- 奔 跑
吧！獵人」淡江校園影展。（文／呂瑩珍）

衛保組舉辦健康促進活動

衛保組於 12 日舉辦「健康小坊－舒壓樂
活」講座，邀請淡水馬偕醫院諮商心理師羅
惠群主講，吸引 62 人參加。（文／杜歡）

童軍團校內募資尼泊爾賑災

由淡江童軍團發起的募集物資送愛心到尼
泊爾，於 4 日至 10 日在校內募集約 70 件物
資，以糧食、生活用品為主。（文／陳品婕）

陸友會「陸友去哪兒」遊花蓮

3 系戲劇畢業公演 觀眾拍案

【記者秦宛萱、盧逸峰、孫于翔淡水校園報
導】法文系於 11、12 日晚間在實驗劇場舉行
「越界失控」戲劇公演（左圖，攝影／何瑋
健），現場歡笑聲不斷。劇情描述兩對父母因
孩子在校打架，為和解而見面，但當下雙方家
長都指責對方的家庭教育，結果一言不合發生

衝突，演變成瘋狂大鬧劇！演員們使出渾身解
數把法國人情緒失控的樣子演得淋漓盡致。
日文系大四畢業公演於 8 日圓滿落幕，以
《愚者的片尾》同名小說改編為校園推理劇
（中圖，攝影／盧逸峰），故事圍繞密室殺人
事件讓每個演員推理，懸疑的情節和生動的演

性別工作平等 性騷擾防治 校園開講
新北市政府上月 28 日於本校淡水校園辦
理「性別工作平等」宣導課程，主題為「性
別工作平等法簡介及防治性騷擾」，臺北、
蘭陽校園同步視訊。課程由市政府派請新北
市勞工局工作平等宣導團團員、本校通識與
核心課程中心副教授徐佐銘主講，他專長性
別研究、應用倫理學。為落實性平法及防制
就業歧視，徐佐銘參與許多性別平等宣導的
相關講座，目前名列教育部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人才庫、專業課程推
薦講師。本文摘錄、整理本次演講重點。

業改革論壇、輕軌論壇與 4 場次論文發表。
高速鐵路工程局局長胡湘麟以「迎向智慧聯
網時代之軌道運輸發展課題」為題、美國思科
公司大中華區物聯網事業群產品總監馮震海以
「萬物聯網 （Internet of Everything）在軌道運
輸的發展與應用」為題分別發表演講。4 場次
論文分別針對捷運、巨量資料、軌道安全、臺
鐵、高鐵、輕軌等議題，共發表 19 篇論文。
兩論壇主要在於反映當前臺灣軌道運輸發展
中眾所關注的議題。運管系系主任陶治中表
示，「研討會為因應臺灣交通運輸智慧聯網趨
勢，其討論所獲得的結論與成果，不僅可做為
政府相關主管部門施政的參考外，也可成為產
業界研擬發展與競爭策略時的依據。」

新聞萬花筒

即便沒有觸摸，也屬性侵害。此外，刑法第
227 條規定，16 歲以下未成年男女，從事性交
或猥褻行為，即使是兩情相悅也屬性侵害。
「猥褻」按法規意涵指強制性交以外，不受
歡迎（依客觀第三人判別及被害人主觀感受）
且具有性意味的行為，如觸摸、偷窺等，以及
散布、傳送、販賣具有性意味的文字、聲音、
影像。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
性騷擾防治法

性騷擾相關法規之競合有 3 種，其適用順序
依序為「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
法」及「性騷擾防治法」。其申訴辦法、懲處
方式皆不同。
性別平等教育法無訂定罰鍰，後兩者有；性
別平等教育法和性別工作平等法沒有申訴年
限，而性騷擾防治法需在事件發生後一年內，
向加害人所屬機關、部隊、學校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性別平等教育法依兩造身份認定，若加害人
與被害人中有一方為學生，即便事件不在校園
內發生，也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則依被害人身分及職場認
定，如：本校 A 職員在學校上班時被騷擾，適
用於性別工作平等法，但假設 A 職員下班在捷
運被騷擾，則適用性騷擾防治法。
「性騷擾防治法」中規定，對他人性騷擾者，
罰鍰 1 萬至 10 萬元，屬告訴乃論。對於利用
職務之便而對他人性騷擾者，得加重罰鍰。此
外，學校、機構、部隊等雇主應防範性騷擾行

淡水校園：25137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151號

技讓觀眾目不轉睛地欣賞，最後更以開放式結
局讓觀眾自行想像故事結局。
德文系於 13 日在實驗劇場演出「仙人掌」
畢業公演（右圖，攝影／林俊廷），劇情關於
菜鳥警察和反恐特警隊警官因一株仙人掌引起
一連串荒謬逗趣的諷刺劇。劇中主角活潑生動
的表演，逗得觀眾哈哈大笑，除搞笑幽默場景
外，劇中也隱含許多對德國當代社會的諷刺。
（因版面限制，完整新聞請見淡江時報網站，
網址：http://tkutimes.tku.edu.tw/）

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
副教授 徐佐銘

翰林驚聲

為發生。僱用員工達 30 人以上，需訂定性騷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並立即有效處
理性騷擾事件，若未依照規定訂之，除了罰
鍰，將會公布負責人姓名，且須負賠償責任。
各機關也應定期舉辦防治性騷擾相關教育訓
練課程，並鼓勵員工參與。為保護被害人，刑
法規定大眾傳播媒體不得報導或記載被害人之
姓名或其他足以辨別被害人之資訊，違者罰 6
萬至 30 萬元，並得按次連續懲罰。

校園性騷擾

校園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事件指至少一
方為學生。校園中常見的性騷擾，如身體觸
碰、過度追求、言行挑逗等讓人感到不舒服，
加害人通常認為只是開玩笑，對方小題大作沒
有幽默感，但事實上已構成性騷擾。
本校目前做法是教職員工生涉性別工作平等
法或性騷擾防治法申訴案件，得委由「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依該二法調查審議。而學生涉
性騷擾防治法，須由本校處理者，由學生事務
處為權責單位，其申訴及處理依該法辦理。
建議被害人發生事情時不要隱忍，可以告訴
師長或高階主管，由第三者出面制止，並可在
申訴程序中做為證人。

建議性別工作平等法改名

建議「性別工作平等法」宜改名為「性別平
等工作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原為兩性工作平
等法，於民國 96 年修訂，本法的基本精神與
宗旨為保障性別工作之平等、消除性別歧視、
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若雇主給受僱者更優
惠的待遇時，則不受本法約束。

臺北校園：10650臺北市金華街199巷5號

講題：性別工作平等法簡介及防治性騷擾
時間：2015 年 4 月 28 日上午 10 時 10 分
（攝影／吳國禎）
此外，雇主對於求職者或受僱者的招募、甄
試、升遷、考績等，或舉辦教育訓練類似活動
時，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差別待遇，如徵
經理、秘書、司機，不可「限男性」或「限女
性」，但像瓊瑤電視劇徵女主角，工作性質僅
適合特定性別者，不受此限。
促進工作平等也有具體的措施，法律規定雇
主應給予受僱者產假、陪產假等，保障受僱者
於懷孕期間，能享有部分福利，包含育嬰留職
停薪後的復職，更規定大型主管機關雇主應提
供托兒設施。
此外，受僱者還可請家庭照顧假，兼顧工作
與家人，若工作權益受損，員工可依救濟及申
訴程序向地方主管機關申訴，要求雇主負賠償
責任保障。（文／陳羿郿整理）

蘭陽校園：26247宜蘭縣礁溪鄉林美村林尾路180號

陸友會於 9、10 日在花蓮縣豐濱鄉靜浦部
落舉辦「陸友去哪兒」活動，感受原住民文
化，約有 30 名陸生參與。（文／盧一彎）

教學優良教師

曾文哲

重視邏輯推理 嚴選教科書
獲得102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的物理系教
授曾文哲，受訪時，緩緩說著自己的表達
能力其實不太好，「當初連家人都不看好
我，覺得我要把別人教懂很困難。」但因為
當兵時在海軍官校教書的經驗，讓他從中
體會到，當老師，自己讀書讀得好是一回
事，但要把學生教到會，更需要循序漸進地
教、一步一步慢慢來！
上課從不點名的曾文哲，認為必修學分
對學生本具有約束力，不需要用點名來制
約，他提出不同觀點，「學生要是覺得自己
在家學習會比來上我的課更有效果的話，不
用來上課也可以。」話鋒一轉，笑說，「我
大學時也會蹺課自己在家讀書啊！」
由於物理學重視理解力與推演能力的培
養，因此曾文哲上課最重視的是「邏輯
性」，會反覆琢磨自己的表達是否能讓全
部人都聽懂。從教科書的篩選就是一門學
問，他先上美國亞馬遜網站一本一本瀏覽書
評，嚴選後也自己斟酌加料在PPT上，讓學
生更能夠融會貫通，閒暇時，他更利用網路
的開放課程平台觀摩其他教授的教學方法。
曾文哲認為自己個性沉悶，不適合問答方
式與學生互動，但是他會多舉例吸引學生
注意力，「以前有個電視節目，節目中有3
道門，只有其中一道門後有大獎，參賽者
選了第一扇門後，主持人公布第二扇門後
沒有獎，試問參賽者，此時要不要改選第
三扇門？」
諸如此類生活化的題
目 ， 讓 學
生上課就像在玩腦
筋急轉彎的
猜謎，不再枯燥乏
味。（文／
卓琦、攝影／吳國
禎）

網路校園：http://www.cyber.tk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