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因此能透過疑惑、好
奇來產生思考，其提問
後 的 反 思 ， 以 產 生 回
饋 。 而 觀 察 他 人 和 主
席 的 發 言 ， 隨 時 去 思
考 「 換 成 是 我 該 怎 麼
做？」
　 有 專 家 研 究 發 現 ，
一 個 人 要 專 精 某 項 能
力，要1萬小時（約10
年）的時間，為了讓自
己每天都有進步、不斷
改進，我們應隨時使用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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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用字彙 
1.戀愛 fall in love
2.失戀 fail in love
3.流淚 shed tear(s)　
4.甩掉 dump
5.cuddle 擁抱、貼著睡
6.broken-hearted 令人心碎
7.heartbreaking 令人心碎的

8.revenge 報復

二、填充題
1.不要怕失戀。
Ｄon't be afriad of            in           .
2.不要為不再愛你的人流半滴淚。
Ｄon't         a single        for  someone             doesn't love you 
any more.

3.不要怕被拋棄。
Ｄon't be afraid of                            .
4.她像小鳥一樣依偎在他懷裏。
She           in   his  arms like a  little bird.
5.這真令人心碎。
This is                  .
6.活得好，是最好的報復。
____ well  is the best              .

三、答案
1.failing , love
2.shed , tear,who
3.being, dumped
4.cuddles
5.heartbreaking
6.Living,revenge

（文／諮商輔導組）

平等與尊重

2 民國101年12月17日

銀娜的旅程
◎會統系校友上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卓永財學長，於10月27日
參加中正大學主辦「優秀相對論：
頂尖基礎力論壇」推動大學實作課
程。
（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態
校

　大多的人都看過克斯特納（Erich Kaestner）描
述青少年同儕之間友誼的小說《會飛的教室》所
改拍的電影《我們這一班》，也閱讀過猶太少女
安妮．法蘭克記錄德國納粹暴行的《安妮的日
記》。《銀娜的旅程》就是一本適合學生閱讀的
青少年（女）小說，以一位中國少女銀娜的角度
敍述她7至14歲於德國納粹時期，在普魯士布蘭
登生活和就學的情形。
　由於3場戰爭使得銀娜7歲離開家鄉去上海，再

全民英檢秘笈

　「兩性關係」一直是各個學
校熱門的選修課目，許多同學
抱著極大的好奇心來修課，其
期待不外乎：「想多瞭解這社
會上的另一個性別」、「想知

道如何與異性相處」等。前者讓我感到我們雖
然同處在一個地球上，大多數的人也都從小
與另一個性別有所接觸（父母、手足或是同
學），但我們卻對他（她）們如此的陌生，卻
把他（她）們視為如此的不同。這樣的陌生與
不同往往為兩性相處所遇到的問題提供了一

個最直接簡化的答案，我們常常聽到「男人真的
很奇怪」、「他們男人就是這樣，沒辦法」或是
「真搞不懂妳們女人」、「妳們女人就是這樣，
真是受不了」，這樣的答案不但對於兩性關係的
和諧沒有任何的助益，反而更加深了人們對於性
別的刻板印象，讓男女永遠卡在「男人就是這
樣」、「女人就是那樣的」框框中，永世不得翻
身。而當我們把「人」放到男人或女人的性別框
框裡之後，我們就只看到男人或女人，卻忽略了
這個人的個別性及獨特性，更別提要去尊重這個
人的自主性。
　我們從小就教孩子與他人相處要尊重別人，因
為人生而平等，但這個社會卻不斷地容許不尊重
的行為發生在兩性之間，讓我們感受到兩性的不
平等。從一個社會最基本的互動工具「語言」來
看，每個社會文化中罵人的話幾乎都會涉及到女
性，侮辱女人的詞彙也多於侮辱男人的詞彙；媒
體上充斥著形容女性身材的言詞，不斷地提醒女
人唯有身材好、皮膚好，妳才是100%完美的女
人，而對於職場上有成就的女性卻只有一個「女
強人」，這類不甚友善的形容詞，導致女性一窩
蜂地為成為「男人無法一手掌握的女人」而努
力，不但花錢，也可能因此而傷身，但對於可能
一展長才有成就感的職場卻怯步，深怕自己成為
他人眼中的「女強人」。因此要做到兩性之間的
尊重，請先從語言做起。
　有人說，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要談尊重，女
性自己是否也尊重自己？這樣的質疑常常發生在
性騷擾或外遇事件的解讀上，認為這樣的事件發
生通常女性自己也要負責任：「誰要她穿成這
樣？」、「這麼不要臉，勾引有婦之夫」…等。
這樣的指責不但對受害的女性不公，也相當歧視
男性，將男性視為沒有理智、沒有自制能力的
人。在課堂上探討性別與空間暴力問題時，發現
幾乎80%以上的同學都有在公共空間被異性騷擾
的經驗，不論是肢體、語言、甚至於眼神等。同
學沒有穿著清涼，也沒有很晚出門，但不愉快的
事情依然發生。如果我們相信人「生而平等」，
那人在社會上受暴力傷害的機率應該也相等，但
翻開報紙的社會版，幾乎每天都有女性受害的新
聞。如果這是一個兩性平等尊重的社會，就不會
因為妳的性別而決定妳被傷害的機率，進而剝奪
妳的生存空間。
　有人說，兩性生理結構上本來就不平等，那如
何來爭取兩性平等呢？不平等和不相同是2種概
念，世界上沒有2個人在各方面完全相同，這並
不代表人與人之間就是不平等；平等與否是社會
文化所決定，一個人的生理特質在他所屬的社會
團體中如果被賦予較高的評價，他的位階就會比
較高。在籃球場上，身高是最重要的條件之一，
而在角力場上，力氣又成了重要指標之一。即使
是這樣，我們也沒有規定身高多少以下的人不可
以打職業籃球，體重未超過多少的人不可以練摔
角，可是我們卻在許多職場上發現性別的限制，
只因為我們認為女性不適合做這行，男性不適合
做那行等。就拿國家舉辦的某些招考來說，對於
女性有名額上的限制，當女性團體去抗議時，他
們的解釋是：「因為工作很辛苦，有些常要背很
重的物品，怕女性力氣不夠；又常要去一些偏僻
的地方，怕女性危險。」這樣的理由聽起來很合
理，但應考者自己會考量，如果搬不動，當然就
不會去報考，無論性別，而偏僻地區的危險是國
家的責任，怎能就因此剝奪女性就業的權利？適
者生存，真的不適合，自然就會被淘汰，若是在
一開始就對某些人關上大門，連參與競爭的機會
都沒有，這就是一種不平等。
　我國女權先驅呂秀蓮女士在70年代提出「先做
人，再做男人或女人」的口號，可算是「兩性尊
重」的最佳註解。期待我們的社會，男性不一定
要「堅強、果斷、獨立、積極、支配、理性」，
女性也不一定要「柔弱、猶豫、依賴、消極、順
從、感性」；期待電視上能少一點教導小男生用
眼睛吃冰淇淋、用手吃豆腐、用語言調戲女生的
綜藝節目，少一點男生打女生，男生強暴女生的
連續劇，報紙能少一點女性被殺害的新聞；期待
我們的社會能夠容許男生多一點對親密關係的熟
悉，容許女生少一點對親密關係的依戀，讓人們
不會在以兩性為基礎的親密關係中倍感孤獨。期
待這是一個沒有性別框框的社會，每個人都可以
發揮他（她）個人獨特的潛能，揮灑自己的生
命，如此這個社會才會充滿各種亮麗的色彩。

導讀　鍾英彥德文系教授

也無法回家，這可說是一部「孤女
流浪記」。民國26年中日戰爭前，
母親在生下銀娜，難產去世。家境
優裕的銀娜和父親無憂無慮地生活
在一起，每天搭黃包車到歐洲修女
創辦的托兒所上學，隨著上海局勢
日趨緊張，父親安排銀娜到青島一
家同樣由這間修道院負責的育幼院
參加夏令營。但是日本此時開始轟
炸上海，父親又必須撤退到重慶，
基於安全上的顧慮，父親決定託他
的姪女美華把銀娜帶到德國寄養家
庭的老主人，經過3個多星期的海
上和陸上的旅程，一路從青島經新
加坡，義大利熱那亞，越過阿爾卑
斯山，穿過整個德國，終於抵達柏
林。寄養媽媽馮．史坦尼茲接到銀

娜，立刻帶她回新家－布蘭登堡。
銀娜適應力很強，首先在家跟養母
和老師學習德文，半年後，銀娜
通過插班考試，進入小學4年級就
讀。2年後，升上女子中學；德國
對波蘭宣戰，第2次世界大戰正式
開打，銀娜又必須離開德國避難到
瑞士。在瑞士完成高中學業和一年
的商業課程，1955年，由於國共內
戰，25歲的銀娜來到另一個異鄉：
臺灣。
　作者採全知、第三人稱的身份以
一個外國（中）國小女孩的特有的
角度，描述張皇失措年代的人性光
輝，尤其令人感動的是銀娜和半猶
太女孩英格以及德國「希特勒少女
團」小隊長珞特之間的互動，探索

納粹時代的軌跡，讀者不需了解太
多的歷史背景，就很容易看出時代
的精神。
　《銀娜的旅程》是根據一個真實
的故事所撰寫的：作者洪素珊是一
位漢學家，1989年至1994年擔任臺
大外文系德語客座講師時，認識了
本書的主人翁陳銀娜／蕭亞麟。經
過作者多年的資料探索，和當事人
（包括銀娜和作者母親）對談，以
及有感於現在德國青少年身邊隨時
都會出現外國同學的情況，出版了
這部啓發、教育青少年的小說，期
望友誼和關懷可以將「異鄉」化為
「故鄉」。

　本學期資工系邀請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執行副總陳世
安，在驚聲國際會議廳以「邁向成功的契機－有效學習及自
我發展」為題，以下為演講摘錄。
　講者自畢業後進入榮總資訊室和優美電腦等大型企業，在
工作上體認到，看資訊相關的書籍或文章，一定要看原文的
第一手資料，否則會失去取得資訊的關鍵先機，另外，透過
他人轉述的文章，不一定是完整的；而這也提醒大家一件
事，英文一定要強，不只是為了溝通，更是為了讓自己保持
成長最優化。
　對於現階段的職場環境與生態的變化，美國商業週刊曾指
出，「20年前，你所擁有的優勢可以用5年，在10年前，你
所擁有的優勢，可以用2年，而現在你所擁有的優勢，只能
用半年。」此時全球區域的競爭、產品服務、人才和就業市
場，都不斷劇烈變化，我們必須持續的終身學習，並且要有

打造人本永續  健康安全校園

邁向成功的契機

　文／潘倩彣採訪整理報導

書名：銀娜的旅程 : 一個中國
小女孩在納粹德國的故事
出版社：左岸文化事業公司
索書號：875.5787／8234
作者：洪素珊
譯者：馬佑真

「學了就要做，做了還要學」的觀念。
　文化部長龍應台曾在台大畢業典禮上說過，「20年
寒窗結束，不是學習的終點，這是制度性學習的終
點，自主性學習的開始。」求知路上不再有教室，沒
有課表、考試，必須化被動為主動，擬定學習與成長
目標，鎖定「目標學習者（競爭對手）」，並在職場
上多做多學，要有心去問去做，擅用科技和網路工具
強化自身競爭力，以主管的角度去思考，多做些職務
外的工作，為未來升遷做準備。生命是一條永遠不會
畫下句點的學習曲線，學習是一個過程，需要輔以思
考，否則只是裝進一堆垃圾；思考是生命中最難，卻
最重要的環結。而維持閱讀和進修的習慣，可以強化
思考，尋得成功者留下的捷徑。
　在學習上，要養成「事事關心、處處觀察、時時學
習」的態度，好的當榜樣，不好的當借鏡，思考型工
作者必須從做中學，從被管理中建立同理心，畢竟管
理不是課堂上所能學到的。比爾蓋茲曾說：「一個人
才的養成，員工培訓只佔5%，其他95%是自學、在職
實習和在職訓練（OBJ）。」在職場上要善用心智圖法
中的視覺化記憶，如在參加會議時，強迫自己發問，

「PDCA」，來進行自我反省和批判，自我批判是學習真正的起點，
不斷回顧才能不斷成長，因此身邊一定要有些真正信任的朋友，藉由
逆耳忠言來提醒自己。一般所謂的高績效工作者，就是能快速吸收必
要的資訊知識；先是迅速瀏覽資訊後，試著去理解一些內容，然後透
過社交連絡，運用人脈的學習，即可擁有不斷創新的能力。如果只是
抱著自己的100分，永遠只有100分，若能與他人分享、團隊學習，那
就會是倍數的成長。（文／陳維信、圖／陳威廷）

（攝影／黃資詒）

臺北校園的空間加值

蘭陽校園的在地深耕

◎策略與作法
一、傳承v.s創新：
　奠基於校園花園化的優良傳統之上，開創人本、永續、健康
安全校園。如：溫馨角落的營造、無障礙環境持續改善。如：
行人徒步區日前有學生反映九重葛有刺，短期將花台移除改植
花木，把行人徒步區規劃出來。另外，以服務導向滿足內外部
顧客，如：安全組的夜間護送 。
二、時間v.s空間：
　1997年捷運淡水線通車，當時紅27加入行駛，讓大學城快速
發展。未來，2018年淡水輕軌綠山線通車，淡江大學站設在登
輝大道附近，離本校300餘公尺，未來主要出入門戶將翻轉至五
虎崗停車場，五虎崗停車場週邊將重新整理再利用。
三、宏觀v.s微觀：
　未來若興建淡江大橋，淡水將成為北海岸進入大台北的門
戶，本校若興建國際會議中心，滿足大型會議的需求，以未來
優越的區位，將可擴展本校國際形象，提升國際能見度。
四、軟體v.s硬體：
　硬體方面絕對精益求精，但校園乘載3萬名師生的高使用強
度，軟體管理必須大於硬體，故須強化學生的品德教育。

   本校總務長羅孝賢在第126次行政會議中，以「打造人本永
續、健康安全校園」為題，分析校園環境並說明未來淡水校園
的軸線翻轉、臺北校園的空間加值、蘭陽校園的在地深耕策略
作法，以SWOT分析（即優勢Strengths、劣勢Weakness、機會
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分析淡水、臺北、蘭陽校園，並
以「傳承v.s創新」、「時間v.s空間」、「宏觀v.s微觀」、「軟
體v.s硬體」四個向度提出發展想法，本報摘錄整理以饗讀者。

◎策略與作法
一、傳承v.s創新：
　臺北校園空間經營管理需要重新思考，以其優越的區位，如
何讓它活化且永續經營，並對學校財務挹注上有所幫助，是要
努力的方向。
二、時間v.s空間：
　捷運東門站離臺北校園只有500公尺，捷運東門站與中和新莊
蘆州線與未來的信義線也將在此交會，未來交通將更便利。
三、宏觀v.s微觀：
　信義線完工後與淡水線連通，103年後，將串聯淡水及臺北校
園，直抵101大樓甚或更延伸，東門站交會處在大臺北人口最稠
密之精華區，故此要思考臺北校園的空間利用如何使其加值。
四、軟體v.s硬體：
　配合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辦理的「臺北市大學城生活街區
人本環境改善計畫」，進行實質校園臨界空間改造。思考行
政、教學單位集中辨公，以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整合場
地管理單位，並思考委外經營之可能性，以加強場地管理，增
加財源。期待讓市民走進來、淡江走出去。

◎策略與作法
一、傳承v.s空間：
　綠建築為蘭陽校園的特色，面對觀光優勢利基，如何發揮區
域特色讓大家認識淡江大學在蘭陽。 
二、時間v.s空間：觀光人潮進入，在地人才出走，面對觀光優
勢利基，如何發揮區位特色讓大家認識淡江大學在蘭陽？
三、宏觀v.s微觀：
　蘭陽校園位於蘭陽平原入口、礁溪溫泉、登山健行、會議度
假，以及比老爺酒店更佳的視野條件，在宜蘭國際化、在地化
過程中強化淡江大學可扮演的角色。
四、軟體v.s硬體：
　興建多功能活動中心以滿足教學、研究、生活需求。 

Q：總務長提到校園的整地，請談一談。
A：目前學校打算進行校地交換，下學期將進行籃排球場、溜冰
場和科學館的整地，未來選擇溜冰場與籃排球場為基地興建國
際會議中心。因應107年即將開通的輕軌，學校計畫把五虎崗停
車場週邊整理，自從教育學院搬遷至該地，該區已較活化，以
後可能為學校主要進出的門戶。另外，未來水源街將進行汙水
管、自來水幹管和電線下地工程，預計會撤除圍牆側的機車停
車格，規劃為人行道。

◎總務長羅孝賢針對未來優質發展的擘畫，接受本報採訪：

Q：總務長報告時談到「臺北市大學城生活街
區人本環境改善計畫」，請談一談。
A：主要是臺北校園的部分，明年信義線通車以
後，從淡水出發可直抵臺北校園，而鄰近的永
康商圈將會帶來的人潮，此外，從中正紀念堂
來的遊客會先經過臺北校園再到永康街，發展
機會將會不同。臺北市都市發展局也著手籌畫
大學校園週邊街區環境的改善，未來希望將臺
北校園「金麗永」街區的國際漫步道規劃出來，透過與
社區的合作改善沿街的環境，讓校園更活潑。

Q：蘭陽校園的部分總務長談到「如何不讓別人過其門
而不入，要有更專業的思考？」可否說明。
A：我認為，交通建設是區域發展的必要條件，不是充
分條件，大部分的人都認為高速公路的興建是好的，其
實不然。交通建設會帶來推拉效果，宜蘭面臨的問題
是，雖然帶來觀光人潮，卻也拉走了專業人才進入臺北
市區工作。蘭陽校區當時的規劃，是希望在地教育，能
讓宜蘭縣政府的員工或行政機關人員來蘭陽校園進行在
職、終身教育，但這個目的似乎不明顯。就現況思考，
蘭陽校園有觀光系，若能與當地的旅館合作，辦理員工
訓練、研討會甚至提供師資與會議環境，運用蘭陽校園
的資源，讓來自各地的人認識本校的蘭陽校園住宿學
院，總務處將站在協助的立場，思考更好的辦法。

Q：總務長提到無障礙空間要再加強，請談一談。
A：有時看來是保護弱勢的作法，事實上是在阻礙弱
勢，若我們能不以圍牆及花臺來劃分徒步區，這是考驗
全校師生的自律精神，若能不因自己的一時方便而妨礙
他人，其實最理想的行人徒步區是以畫線的方式，既不
阻礙空間也兼顧美觀，這樣校園才能真正達到無障礙。

Q：未來校園主要門戶將翻轉到五虎崗停車場，屆時女
宿將會離校門口相當近，對於女住宿生的安全考量有何
規劃？
A：事實上，目前五虎崗停車場區域較陰暗，若成重要
的出入口，反而是好事，因為有人進出才不會成為死
角，且有人管理，燈光照明也會加強。另外，也計劃在
校園附近的燈光照明不佳的地區，設立便利商店，類似
導護商店，或者設置咖啡座，讓整體環境更安全舒適。

Q：針對校園主要門戶翻轉，將有更多人潮的來往，以
及學校部分較暗的角落未來有何規劃？
A：近日淡水校園紅28候車處有了候車亭，是取消人資
長、教務長、秘書長3個主管的專用停車格，他們也十
分樂意，有了候車亭不僅有照明，且讓紅28開進停車
格，讓候車者不會淋雨。未來，會透過與校安中心合作
兩年一次的危險地段調查，以此為依據，增設道路照明
設備及緊急安全按鈕，下學期會從紅27到松濤館及大門
到松濤館，規畫安全回家道路。

Q：請總務長談談校園環境與品德教育的關係。
A：希望全體教職員生，都能有同理心愛護環境及設
備，這即關乎品德教育，也是學校目前推動品德教育的
原因。學期初，總務處即配合學務處共同宣導校園菸害
防制，而學務處也已經開始勸導，12月中開始，學校將
請衛生局進行不定期稽查，違規者會依照菸害防治法開
罰。

淡水校園的軸線翻轉

1.肩負終身及推廣教育定位明確。
2.緊鄰捷運站及東門永康生活圈。
3.場地外借使用頻率高。

1.無充足停車空間。
2.教室使用尖、離峰落差大。
3.建築設計與空間配置未能支援現
　代化功能需求。

1.捷運東門站通車。
2.週邊社區組織動能旺盛。
3.區位將來都市更新機會。

1.鄰近大學分食推廣教育市場。
2.水電價格上漲影響租金收益。
3.若改建或重建財務負擔沉重。

1.發展歷史悠久且生活機能成熟。
2.地理位置優越，易達性高。
3.校園內花木扶疏、景觀優美。
4.長年落實ISO環境管理系統。

1.腹地有限，人均使用面積與     
  能源使用高度密集。

2.開放式校園管理難度高。
3.行政、教學空間分散未集中。
4.老舊建築物有待補強或翻修。

1.洽公與外車入校增多。
2.內、外部顧客意見多元複雜。
3.國家能源政策趨於嚴格。
4.環境管理經費相對緊縮。

1.校園聯外交通日益便捷。
2.學校與社區保持良好互動。
3.重視參與各項環境相關評鑑。

1.校園腹地廣大、視野開闊。
2.落實師生住校，管理單純。
3.校園工程皆採取綠色營建模式。

1.位處林美山上，交通不便且開
　發成本高。

1.北宜高縮短與大台北之距離。
2.礁溪地區觀光資源條件甚佳。
3.結合企業力量廣植樹木，營造生
　態化校園。

1.在地人力資源加速外流 。
2.潮濕多雨影響設備使用，
　維護成本沉重。
3.校園設施難與地方活動連
　結。

2.校園生活機能未臻成熟，選擇
　較少。
3.環境管理專業人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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