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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投機者的告白
導讀 郭秋慶 歐研所教授

二級主管
合計

近年來性別平等議題在臺灣逐漸受到重視，
女性主義逐漸高漲，相關法案與議題也不斷出
現在生活周遭，學校為性別平等議題開了多少
相關課程，你知道嗎？本學期開設9門相關課
程（如下表），例如：歷史系的中國婦女史、
英文系的女性文學，通識課程部分則有文化與
心理健康、人權與社會正義、性別與文化等，
歡迎全校有興趣的同學修讀。
曾修習「戰爭與人性」課程的中文四王心妤
表示：「在課堂中，老師不只分析女性在戰爭
中的定位，也介紹許多代表女力崛起的女性代
表。以軍人為例，現在不只有女性特種部隊兵
的出現，世界四大軍校之一的美國西點軍校，
今年1月也出現首位女性指揮官。」

李亞玟談青年理財觀念
經濟系系主任鄭東光於本學期開授「全球財經講座」課程，上月23日
邀請到德信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李亞玫，進行「輕鬆理
財、快億人生」演講，給予同學們就學中、畢業後的理財規劃建議。
李亞玫首先分析臺灣目前的經濟現況表示，臺灣經濟成長揮別過去
動輒5%至8%高速成長的年代，每人可支配所得（係指個人所得扣除必要稅賦後，可實
際運用之所得）自2000年以來（統計至2014年）平均每年成長不若1985年至1999年間的
9.6%，僅剩下每年3.1%的微幅上漲。更重要的是，由於大環境景氣不佳，各國央行爭相
降息，實質利率趨於零已成趨勢，目前存在銀行存款帳戶收到的利息，甚至跟不上物價
上漲的水準。她表示：「面對景氣低迷與低利率時代的到來，唯有透過適當的投資，才
能讓自己的財產保值，並穩定增長。」
她接著分析，投資前應先了解自身的財務狀況。藉由總收入扣掉總支出，得出的數字
便是財務自由度，流動性資產除短期負債得出短期償債能力，若擁有較大的財務自由度
與較高的償債能力，則代表能從事的投資空間越大。另外，李亞玫提醒，市場上可投資
的商品種類繁多，定存、保險、股票、基金等，每種投資標的都有不同的風險，「在進
入一項投資市場前務必要對該領域做足功課，切忌碰觸自己不熟悉的領域，更不能把投
資當成是賭博。」
在眾多的投資商品市場中，高風險意味著高獲利。例如：「股票」就是高風險的投資
標的，「基金」、「保險」則屬於中等風險，而「定存」、「公債」的風險最低，相對
的投資報酬率也最低。在投資操作上可搭配多種投資標的來達到分散風險的效果，至於
投資組合該如何搭配？可參考不同年齡，不同人生階段，定期進行檢查及調整。例如：
同學們現在年紀輕，沒有扶養家庭壓力、不怕失敗，在股票市場的持有比例可佔投資的
大宗。但對於已無持續賺錢能力的老年人，股票的高不確定性可能會使他們的退休養老
金血本無歸，因此債券、貨幣基金等波動性低的投資標的會是較合適的選擇。
在此也提供幾個投資觀念給同學參考。李亞玫強調：「理財要及早開始」，假設A小姐
20歲開始每年存入12萬，共存20年（存到39歲），B先生在30歲開始存，一樣存20年（存
到49歲）。如果年固定報酬在7%以上，60歲時A提領之金額將是B一倍以上，可見提早理
財的好處。 再者，「定期投資」的力量是可觀的，定期投入不影響你生活的金額，就不
會每天提心吊膽，心情隨著市場起伏。透過定期投資，能降低風險，攤平投資成本，時
間軸拉長，終將積沙成塔，統計結果運用定期投資獲利的機率高達99％。
最後提醒同學，要專心工作、用心理財且開心生活。投資要顧及能力所及，切忌貪念
並且要持之以恆，更別忘了還有比投資理財更重要的事：家人與健康。（文／蔡晉宇）

全民英檢秘笈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7.同情（n.） compassion
8.同情的（adj.）compassionate
9.執著、非做不可 obsessive
10.強迫症（n.）obsession
11.擁有（v.） possess
12.佔有欲強的（adj.） possessive
13.犧牲（v.）（n.） sacrifice
14.犧牲的（adj.）sacrificial
15.公雞 rooster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朗讀三遍。
1.我內向，而她外向
I'm _______ , but she is _______ .
2.有的愛情是熱情如火的，有的愛情是偏執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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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
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厚植並建立性別平
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依

婦運史料資料庫 數位學習一把罩

性別平等課程增能

女性
主義

淡江女力崛起
以往，傳統職場中易出現「玻璃天花板效
應」，意指設置一種無形的、人為的困難，以
阻礙某些有資格的人（尤為女性）在組織中上
升到一定職位。本校女性同仁近年來的積極表
現，也反應出淡江女力崛起。
104年本校性平會統計資料（表一）顯
示，包含校長、教務長等職務的行政單位主
管中，一、二級主管的女性總數為38人，多於
男性一、二級主管的35人，且比例上接近1比
1，符合機會平等原則，顯示出「玻璃天花板
效應」在本校鮮少發生。

得應有的重視。研究室內有逾3千冊女性文學
典藏供借閱，更舉行大型學術研討會、辦讀書
會、作家座談會、國外學者專題演講等，藉此
使全球學者重新體認中國女性學術文化的多元
性，彰顯女性文學深刻的價值意義。

（資料來源／性別教育平等委員會）

2014國際婦女節讀思會由校長張家宜
（中）主持、引言。（本報資料照）

打造性別平等環境

一、實用字彙
1.內向的 introverted
“in-“就是「往內的」。例如：inward（往
內的）、inhale（吸氣）、insight（內涵）、
indoor（室內的）、inner（內部的）
2.外向的 extroverted
“ex-“就是「往外的」。例如：external（外
部的）、expand（向外擴展的）、exhale（呼
氣）、express（表達）
3.熱情的 passionate
4.熱情（n.） passion
5.百香果 passion fruit
6.火龍果 dragon fruit

一級主管

行政單位
（含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等）
女(人)
男(人)
%
%
7
13
5.11%
9.49%
31
22
22.63%
16.06%
38
35
27.74%
25.55%

性別角色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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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1.（ ） 公司職員在職務上完成的電腦程
式，如果沒有特別約定，則著作財產權
歸誰所有？
（1）歸公司所有。
（2）歸職員所有。
2.（ ）小薰投稿校刊，但校刊編輯小明打
算稍加刪減後刊登，請問這樣可以嗎？
（1）小明在未損害原作者名譽前提下，是
可以稍微刪減內容的。
（2）小明無權修改小薰的作品。
3.（ ）小布完成了一篇偉大的著作，請問
應該要如何取得著作權？
（1）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著作權保
護。
（2）當著作完成時起即取得著作權，不需
另行向政府單位申請或註冊。
答案：1.（1）2.（1） 3.（2）

性平會

2014國際婦女節讀思會

層級

女性文學

智慧財產權Q and A

近年全球女性在各領域大放異彩、影響力
崛起，這股「女力」不容小覷，知名英國學
者艾莉森．沃爾夫著作的《女力時代》一書中
指出：「性別差距日益縮小，使得全球7千萬
專業女性精英階級崛起。」2010年1月出刊的
《經濟學人》雜誌中亦強調：「已開發國家女
性經濟權力提高，是近代最值得注意的一項寧
靜革命。」
在《時代雜誌》2015年度風雲人物上，斗大
的梅克爾肖像若有所思卻帶有無比堅定的眼
神，令人印象深刻。她於2005年就職成為德國
歷史上首位女性聯邦總理。
放眼全球，緬甸民主人權鬥士翁山蘇姬於
1991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2015年更帶領她的
政黨在國會選舉中大勝；南美洲最大國巴西
2010年總統大選由羅賽芙勝出，首次由女性當
家；南韓於2012年首次選出女總統朴槿惠；蔡
英文於2016年當選中華民國總統，創建國百年
以來首位女總統之先例。
政治通常被認定為是掌握權力最直接的
方式。進入21世紀以來，女性在政治上的翻
轉，足以顛覆「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性
別印象。女性崛起不僅止於政治圈，近幾年
來，全球女性在各領域中的表現，更讓男性備
受壓力。如掌握全球金融市場命脈的美國聯邦
準備理事會主席葉倫、科技巨擘IBM首位女性
執行長羅曼提都是新時代女性代表人物。
隨著受教育機會增加，女性教育程度增
長，越來越多女性投入職場，以臺灣為例，行
政院資料顯示，2014年9月臺灣大專院校
學生比例，女性達到50.28％，超越男性的
49.72%。在市場上甚至因為「女力」崛起而創
造出更多的「粉紅商機」，再再顯示出女性在
今日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

表一：本校行政單位主管男女比例（統計至1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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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麗秋榮獲「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獎
本校保險系（原銀保）校友李麗秋，為臺
灣本土第一大貿易商特力集團創辦人暨董事
長。李麗秋一向為人低調、樸實。2014年獲
選亞洲50大女企業家而成為全球企業界關注
女性，2015年再獲「安永企業家獎」年度大
獎暨經營典範企業家獎。《安永企業家獎》
評審團一致認為李麗秋不僅在創業過程中堅
忍卓絕不畏逆境，適時洞見客戶與市場訴求
而能快速調整策略，同時也能秉持綠色營運
理念，讓特力、HOLA品牌揚名國際。李校
友獲獎後表示，女性在臺灣創業的艱辛，是
難以對外人所道的。她說：「從創業至今，
我始終堅信，唯有不放棄自己的抉擇、勇敢
面對世界，才能展現不一樣的發展價值。」
（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性別平等教育法」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負責相關課程規劃、員工訓練、相關推
廣與宣導的教育組以及負責建立性平案件處理
機制與規定、定期檢視並確保校園安全空間的
防治組。當發生有性侵害、騷擾等相關疑慮的
校園案件時，移交至性平會依相關規定辦理。
此外，性平會也會定期舉辦相關教育講座、
訓練，增進師生對於性別平等的正確認知。
如：校長張家宜於102學年度上學期致贈本校
女主管，由臉書營運長雪柔．桑德伯格所著之
《挺身而進》。為使更多教職員生參與性別意
識教育活動，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女教職員
聯誼會、員工福利委員會與本報於103年3月4
日，在鍾靈中正堂舉辦讀思會活動，由校長張
家宜主持、引言，藉《挺身而進》一書，鼓勵
女性積極追求專業發展，不埋沒潛力，會中逾
160位師生一同參與導讀和分享觀點。

女力時代來臨

史
婦女
中國

校友動態

寧靜革命

文／周雨萱整理報導
攝影／盧逸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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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置疑，資本主義建立在金錢的欲望
上，而且資本主義的制度接近人的天性。今
日經濟的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更是當
道，國際上各國普遍追求放鬆疆界管制，貿
易更加的便捷化，企業亦得以擴大跨國市場
的占有，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世界資本主義，
投資課題也就成為這個時代每個公民的必修
課，因此如何處理金錢，並建立健康的金錢
觀，值得吾人正視。
本書是歐洲證券之父科斯托蘭尼（André
Kostolany）的遺作，德文名稱「再思
考金錢的藝術」（Die Kunst über Geld
nachzudenken），全書分成13章，從金錢的
魅力談起，提到從股票交易到交易股票、證
券交易心理學等，最後則寫給敢作敢為的
人。
綜觀全書的內容，寫作筆觸活潑，主要在
宣揚科氏本人對「投資」和「投機」的看
法，顛覆了我們社會裡許多人對金錢的複雜
心理，他視「投機」不是暴發戶行徑，而是
一種「藝術」。本書不但是長者的智慧與真
心告白，而且是一本有趣的財經教材。
科氏本人是猶太人，一生富裕、優雅與從
容，從不亂花錢，更不炫耀自己的財富。他
喜歡欣賞古典音樂，最大的享受是抽上好的
雪茄，思索著證券的交易。他在德國投資界
享有盛名，其地位有如美國的巴菲特（W.
Buffett）。一生以投機者自許，因此累積了
許多的經驗，使得他擁有敏銳的觀察力和過
人的判斷力。
科氏在書中提出不少令人省思的話語，譬
如他說：「當一位投機家是有識之士，這份
工作意謂著每天都要迎接新的知識、挑戰和
不斷做精神體操」。「大家總是需要一定數
量的錢，才能開始投機活動，但數量不一定
要很多」。「過分執著金錢的人，不會投
資，因為他害怕失去金錢的風險」。「投機
中賺錢是痛苦錢，先有痛苦，然後才有金
錢。投機人士必須像玩撲克牌的人那樣，在
牌不好時少輸一些，在牌好時多贏一些」。
「成功的投機家在100次交易中，獲利51
次，虧損49次，他就靠這差數為生。」

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本刊特別製作「女力，崛起」專題，讓讀者更加了解
世界各地及本校如何以行動實踐「女力」。
文／蔡晉宇、劉蕙萍 圖／本報資料照

研究室 探勘女性文學歷史
中國文學系中國女性文學研究室於民國88年
3月成立，由中文系3位教授李元貞、何金蘭、
范銘如主持。目的是有系統地蒐集與研究中國
女性著作，探勘出較清晰的女性文學歷史和版
圖，讓歷來被漠視、矮化的女性文學及美學獲

婦女新知基金會於解嚴後成立，其源於中文
系榮譽教授李元貞等人於1982年所成立的「婦
女新知雜誌社」，曾推動兩性工作平等法等相
關保障女性權益立法，並提供婚姻家庭法律的
免費諮詢及轉介，在我國婦運史上有著不可磨
滅的地位。本校與婦女新知於103年3月合作進
行「婦女新知基金會運動史料資料庫移轉」，
由校長張家宜（右一）、婦女新知基金會董事
長陳宜倩（左一）簽約，將臺灣婦運發展史文
獻等史料數位化，完整建置與保存性平議題，
成為淡江特色。

女性研究館藏

增廣見聞

覺生紀念圖書館兩性平等相關資源不僅有
《女力時代》、《同女出走》逾1800本中、外
文書籍與相關研究論文，並典藏有如《周美靑
vs.希拉蕊傳奇故事》等逾600個影音資料。圖
書館網站更設有性別平等與婦女研究專區，整
理相關電子資料庫供師生查閱。
另外，圖書館亦將於本週起舉辦系列性別平
等影展活動，歡迎踴躍前往參加。

女聯會

女性新活力

中午時分，正當大家爭先恐後前往大學城等
地滿足自己口腹之欲時，體育館內卻有一群女
性教職員工正充滿活力的跳著有氧舞蹈，她們
就是女教職員聯誼會成員。本校女聯會於民國
84年成立，目的為聯絡彼此情誼、維護權益，
並共同促進校務推展，目前會員人數211位。
至今已邁入第二十一個年頭，舉辦多個活動，
如：中午運動班、二手衣物義賣活動、各式實
用的講座、合唱團及電影欣賞等，為校園注入
一股新的活力，也使校內女性教職員工有個得
以聯繫彼此情感的管道。

嗎？
舌
長
較
比
女人真的 的背後意義
異
差
別
性
見
看

文／諮商輔導組提供

「親愛的，這個研究說女人一天平均說7
千個字，男人一天平均只說3千個字，你看
看，女人一天講的話是男人的兩倍以上，這就
是為什麼大家都說女人是長舌婦！」大華邊
滑手機，一邊和女友小蔓抱怨，內心默默的
想：難怪，我白天都額度用盡，晚上只想要休
息什麼話都不說，可是你卻還有4千沒有用。
「你知道為什麼女人一天講的話是男人的兩倍
嗎？因為我們跟男人講話的時候，同一件事情
都要講兩遍。」小蔓悻悻然地說。「你剛剛說
什麼？」大華回答。
※究竟誰比較長舌？
女人真得比較多話嗎？在M.R. Mehl
（2007）的研究中指出，用錄音器日以繼夜的
紀錄所有研究參與者一天所講的話（包括內
容與字數），結果發現不論男女，一天平均
講的話大約都是1萬6千字左右（每分鐘11個
字），其中前15%長舌的人，裡面有一半是男
性，另外一半是女性。研究者也發現，雖然說
話的字數沒有太大的差別，不過內容卻不太一
樣，男人傾向談論跟自己無關的事情，女人則
的愛情是佔有的，有的愛情是犧牲的。
There are _______ love, _______ love, _______
love and _______ love.
3.依我個人看來，愛情是以上的綜合體。
From my personal _______ , love is often the
_______ or all the _______ .
4.今年是猴年。
2016 is the year of the _______ .
5.明年是雞年。
Next year is the year of the _______ .
三、答案
1. introverted ; extroverted
2. passionate ; obsessive ; possessive ; sacrificial
3. point-of-view ; mixture ; above
4. year ; Monkey
5. Rooster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傾向表達一些情緒和感覺。
※吵架的時候誰主導？
同樣的刻板印象發生在吵架的時候。你覺得
在爭吵時，是誰比較會咄咄逼人？又是誰常常
扮演無動於衷、或是不說話的角色？以前有一
些研究認為，通常是女人會很努力的想要解決
問題，男人經常都是被動沉默不語，可是如果
你仔細想，你會發現有些時候，男人也會大聲
咆哮地逼迫，女人也可能會一句話都不說。心
理學家發現，重要的並不是性別，而是誰在
這段關係當中有比較多的權力。一般來說，權
力比較小的人，會努力想要解決問題、經營關
係，也容易變成爭吵時「看起來」像是要主導
局面的人；權力比較大的人，反而因為這段關
係對他來講，有或沒有都沒有差，所以可能會
選擇沉默。
※跟你在一起的並不是男人或女人
讀到這你可能覺得世界上好像沒有什麼事
是確定的！若你心裡有此感覺，或許可問問
自己：什麼讓你想要「凡事有一種確定的答
案？」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為什麼總是希望
「男人總是比女人OO」或者是「女人一定比
男人OO」？相信這些信念，對你來說，心裡
會變得踏實嗎？我一直很喜歡一個雙性戀朋友
告訴我：「有天你會發現，你真正愛的人並非
男或女，而是這個人本身。」她從高中喜歡的
都是女生，也交女朋友，但最後卻和男人結
婚，而關於她以後，其實誰也說不準。
心理學家Bobbi J. Carothers與Harry T. Reis
（2013）認為，其實男、女人都來自「地
球」。面對性別與男女我們總有很多想像，而
性別差異很多時候並非事實，而是源於自己的
想像。但無論這個性別差異是否存在，跟你在
一起的並不是「男人」或「女人」，而是對方
這個「人」。當你終於能夠用一個完整的人來
看待性別時，你也將可以更完整的看待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