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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研究專案補助，分別有：專題研究計畫合
計 9 件、研究社群合計 2 件、課程發展專案 1 件
（詳見下表），成果可謂相當豐碩！全體教師共
同努力為專業學術研究注入蓬勃發展的動力。
表 1 本系教師或的研究專案補助一覽表
研究
專案

補助
單位

主持
人

名稱

執行
期間

科技
部補
助專
題研
究計
畫

林谷燕
副教授

長期照顧給付法制
化之研究-以當前德
奧長期照顧給付法
為借鏡

106.8107.7

本校
研發
處補
助專
題研
究計
畫

《恭賀!林谷燕副教授通過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吳來信
助理教
授
陳如山
教授

專題
研究
計畫

科技部歷年專題研究計畫申請通過率約維
持在 48％左右，國內各大專校院教師無不視之為
學術研究發展的重要性指標之一，本系林谷燕副
教授長期沈浸於長照比較法制的探討，本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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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法律王 法律知識我在行》

本系呂秉翰主任於今年 6 月 21 日獲得中視
本校
「超級法律王」的邀請，擔任專家來賓參加節目
研發
課程
錄影。本節目是由知名的謝震武律師擔任節目主
處補
呂秉翰 空大法律課程之過 106.3發展 助課
持人，並邀集一些專家學者針對國高中生對象說
副教授
去、現在與未來
106.12
程發
專案
明介紹一些基本的民刑法觀念及常識。本次節目
展專
案
主題分別有「組織（詐騙）犯罪」
、
「家庭暴力防
【文/圖：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治」與「常見的財產犯罪（侵占、竊盜、贓物）」
等，都是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的法律議題，相當
《看見慢飛天使內心的色彩》
值得聆聽。錄影結束後，呂主任致贈謝震武律師
本系與公益團體「中華金財神社會關懷協會」 一本自撰的學術專論，並一同留影紀念。至於本
互相攜手合作，由該協會主辦、並由本系列為指
集的播出時間，為 8 月 3 日下午的 5 點到 6 點，
導單位，在今年 6 月 11～17 日於台北市九鼎國
於中視頻道播出，有興趣的屆時請記得收看！
際藝術中心策展「藝術治療成果畫展」
，共同為南
投埔里「炫寬愛心教養家園」的孩童募集資金而
努力。本次展出的畫作，其實都是由一群先天生
理心理發展遲緩的孩童們所創作的，每一幅作品
在一般常人看似不難卻也都歷經數個月辛苦的
耕耘。由於這些孩童是用一點一滴的方式來創作
他們的畫作，所以他們又被稱作為「點點兒」
。在
點點兒的異想世界當中，我們可以看見慢飛天使
內心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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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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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如果 A 代表一個人的成功，那麼 A 等於
x 加 y 加 z。勤奮工作是 x；y 是玩耍，而
z 是把嘴閉上。
～Albert 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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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林月琴老師
重大傷病紀念獎助學金」活動報導》
本系林月琴老師不幸於民國 94 年 6 月 30 日
因罹癌症去世，當其癌症末期病痛之時，仍心念
為空大盡最後一點心力，希望鼓勵空大罹患重大
傷病同學繼續努力向學。因此，月琴老師將可延
續最後生命之針劑款項新台幣五十萬元捐贈做
為獎助學金之用，成立「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
系林月琴老師重大傷病紀念獎助學金」，並於 94
學年度正式推動並延續至今。林月琴老師及其家
屬之奉獻精神著實令人感佩與動容。
本（105）學年度「林月琴老師重大傷病紀念
獎助學金」申請案，已於 106 年 6 月 27 日經管
理委員會審核完畢，共計七名同學通過，由學校
將獎學金匯入其帳戶。獎助名單臚列於下：
表 2 空大社科系林月琴老師重大傷病獎助學金
得獎者與金額一覽表
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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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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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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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5,000

15

5,000

10,000

11
5,000
能夠獲領本獎助學金之同學皆與眾不同，除
了與一般新生一樣需適應與傳統學校不同的教
學方式外，他們必須承受身心煎熬，求學路途對
他們來說雖是一份理想、一份希望，一針強心針，
但同時也是一份失落、一份壓力、一份不可未知
的結果。
同學們身患重大疾病，例如精神分裂、心臟
病、癌症、類風濕關節炎、貝賽特氏病、乾燥徵
候群…等，這些病痛常會影響同學的求知心情，
影響甚鉅者至休學；同學們正當準備考試時，這
些同學需冒著突如其來的病痛，輕微的就咬緊牙
準備考試及參加考試，嚴重者則無法出席考試，
必須下次再選讀、重修。
這些同學，其對求知的慾望及在困苦奮門的
心值得我們讚賞及學習，其求學之路遠比我們一
般人更加艱辛、更需毅力及更刻苦的心；或許他

們了解需要受助的心理，所以有些同學擔任起志
工，與那些受助人互相勉勵、成長，他們期望著
從國立空中大學的大門快樂的帶著學歷及理想
離開。同學！加油！
【文：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

《「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林月琴老師
重大傷病紀念獎助學金」獲獎人心路歷程》
後來，我才明白，癌症，是老天爺送的神秘
禮物，讓我可以停下來檢視自己的人生，讓我很
幸運的有了第二次的機會，選擇不同於以往的食
物、朋友、想法、生活步調與方式，看看自己以
前忽略的，好珍惜現在所擁有的。我問自己，如
果我能重新再活一次，什麼會是我今生的目標與
最大的嚮往？
於是，我來到空大這座學習的殿堂充實自己
，拓展自己的眼界、啟發不同面向的思維，也更
朝自我完成，邁進了一大步。
在空大讀書，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學習方式，
非常需要毅力和堅強的意志力，才能鞭策自己，
參加每一次的面授、認真地完成作業、準備好自
己以赴考試。
在空大讀書，在學習上有很大的自主性，學
校提供的課程內容非常多元，除了可以自由選擇
有興趣的科目，也可以依照自己想要的步調，安
排修習的年限。更棒的是，不需要經過考試，只
要有志於學習的人，都可以來到這裡，完成心中
的夢想。
接獲通知得到獎學金的那天，我上網搜尋關
於林月琴老師的故事，一個不光是在自己的生命
舞台上發光發熱的老師，更令人感動的是，她所
貢 獻 的 那一 份 成就 他人 的 無 私心 意 。我 也 在
youtube 上，空大數位校史館以及大愛電視台，所
介紹的內容中，得知獎學金的由來。我對著螢幕
上的老師說謝謝，感念她為身後這些她看不見的
學子們，播下希望的種子，幫助更多人追尋夢想
，實現他們人生中自我的價值。
我有幸得到這份獎學金，彷彿得到她的祝福
，鼓勵著我在求知、求真的路上繼續前進，讓自
己成為更好的人，也期許自己能運用老天爺賦予
的能力，對社會有所貢獻。
我也希望未來有一天，我可以回饋給學弟妹

3

們，這樣的一份心意和鼓勵，讓這份愛的獎學金
，繼續傳承下去。
【文：國立空中大學學生（筆名：虞意）】

《法師說法：平行宇宙的網路言論》
因為網路自由，所以言論也特別自由。基本
上，現在的社群媒體環境使得我們每一個人都可
以在無須事先查證的情形下就發佈消息、轉貼發
文、抒發心得，而臉書所引以為傲的「演算法」
經過不斷創變，個人化的排序與機率模式更是強
化了言論的同溫層現象，使得我們只看得到我們
想的、我們要的，造成我們的眼界裡只有扭曲及
壓縮，於是乎，同一件事實的不同解讀，就被極
端式地拉扯與放大。結果便是，許多不同的真相
與謊言並存於網路世界裡，如同平行宇宙般地，
偶有交錯但不會有所交集。
在德國，有識之士早已意會到日益激增的假
新聞會摧毀民主的可能性，原本應該是促進交流
溝通的社群媒體，如今卻成為滋生並繁殖仇恨的
溫床，這正好為某些別具居心的人提供了煽動情
緒的媒介。2017 年 6 月 30 日，德國政府甘冒著
被抵評為箝制網路言論自由的罵名通過了「網絡
執行法」
（Netzwerkdurchsetzungsgesetz）
，該法案
規定強制社交網絡平台業者，其用戶數量超過
200 萬者，必須設置仇恨言論的舉報系統，查實
後必須在一周內刪除該內容，至於「明顯違法」
的言論則必須在 24 小時內刪除掉。業者如果違
反前述規定屢次失職者，將會面臨 500 萬到 5000
萬歐元的高額罰款。此外，網絡執行法還規定，
業者必須提交季度報告以展現其打擊非法言論
的努力。擔憂此項立法的人則指出，這無異是對
言論自由最嚴厲的限縮，更可能導致經營社交網
絡的媒體業者成為一種「私人言論警察」
。但推動
此項立法的德國聯邦司法部長 Heiko Maas 則表
示，網路仇恨言論的犯罪在過去幾年增加了將近
300%，網絡執行法實為德國政府的必要之惡，
「對

於社交網路上的非法仇恨言論，我們能給他的空
間，就如同在街頭上能給他的空間一樣小」
。可以
說，在網路言論自由與確保事實真確性不能兩全
的天平上，德國政府毅然決然選擇了後者。正因
為芸芸眾生無此能耐分辨網路世界中的虛實真
假，從而國家政府更有此義務與責任擔待起釐清
客觀事實的任務。
2016 年，牛津字典選出的關鍵字是「後真相」
（post-truth）
；同一年，德語協會選出的關鍵字是
「後事實」（postfaktisch），不約而同被選出的兩
個關鍵字有著本質上的類似，都泛指稱人們越來
越忽視事件的真實性，而傾向於訴諸個人的情緒
與信念。實則，現有穩定的社會秩序植基於現實
的真實性之上，並在各種相容並存的不同聲浪底
下，透過理性的思考、論辦與對話，才能獲得目
前大致安穩的狀態。但是現在，不實資訊帶來的
挑戰卻崩解了這一切，人們不停地透過按讚與轉
貼，分享各種形式的「虛擬實境」或「實擬虛境」
的言論，實相與虛相並存於同一個向度空間，於
是乎，我們漸漸地失去了與不同意見者進行商議
的能力與意願，至於接下來的情勢發展會如何，
或許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不
努力做出一些改變的話，未來將會通往更加紛亂
之途已是指日可待。
量子力學與相對論被公認為現代物理學的兩
大支柱。根據量子理論，科學家推衍出量子宇宙
學的最終結論：世界上有無數個平行宇宙。如果
此一結論是正確的，那麼，天堂與地獄的存在也
就得到了科學上的解釋。所以，如果網路世界中
的各種言論也是一種平行宇宙的話，那麼，當我
們沈浸於歡愉的自由天堂時，同時我們也身陷於
盲目的炙熱地獄中了！
【文/呂秉翰老師（國立空中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
授）】

【社會科學系 106 上課程】
◎心理學 ◎成人心理衛生 ◎社會心理學
◎生涯規劃與發展◎親職教育 ◎創造與生活
◎社會工作概論 ◎社會個案工作◎家庭社會學
◎社會福利概論 ◎法學緒論 ◎民法（身分法
篇）◎社會生活與民法 ◎刑法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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