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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相關多媒體資料清單 

資料名稱 Title 
正義 : 一場思辨之旅-10,1, 何謂公平的起點--10,2, 

什麼是我們應得的? 

 

索書號 Call No. DVD 198.57 1080 pt.3 

登錄號 Acc No 86015799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64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英語發音(Language：English) 

字幕 Subtitle 中英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English) 

在高等教育,Sandel 教授的「正義」課堂是一則傳奇.1980 年第一次開課,學生只

有 15 人,近年則每每破千, 累計學生人數已超過一萬五,桃李遍及各界菁

英.2009 年,哈佛決定把這門課向全球公開.作者不只把教學內容寫成本書,上課

實況還被剪輯成 12 個鐘頭,在美國公共電視播出.大學課堂整學期實況向公眾

播放.Sandel 以艱難的道德困境向我們挑戰,並詢問我們對於「怎麼做才正確?」

的看法.然後他在新的狀況下要我們審視我們的答案.結果往往令人驚訝不已,

顯示出重要的道德問題從來就不是非黑即白的 

 

 

 

 

資料名稱 Title 
正義 : 一場思辨之旅-11,1, 平權行動的爭辯--11,2, 

正義的目的何在? 

 

索書號 Call No. DVD 198.57 1080 pt.4 

登錄號 Acc No. 86015800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64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英語發音(Language：English) 

字幕 Subtitle 中英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English) 

闡述了現今最熱門的話題-同性婚姻、平權措施、愛國主義和權利-Sandel 說,

我們可用新的角度來重新思考那些熟悉的爭議.Sandel 教授認為,藉由對艱難道

德問題的思考過程-瞭解我們的想法及其原因-有助於使我們成為更好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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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別讓孩子永遠窮困 

 

索書號 Call No. DVD 520.7 4034b pt.5  

登錄號 Acc No. 86004389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47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教育部說:台灣有七萬個小孩子繳不起學雜費.台灣的貧富差距到底有多大?一

個家庭,如果連一個月 560 塊的營養午餐,都付不起的話,還能寄望他們在教育

上投入多少心力呢?放任弱勢家庭學童不管的代價,社會成本要付出多少?偏

遠地區部落學童的生活樣貌,您清楚嗎?幫助窮困學童,我們能做些什麼?今天

的節目告訴您. 

 

 

 

 

資料名稱 Title 世紀新英雄. 1, 庇護所的夢想 : 社會企業家 

 

索書號 Call No.  DVD 547.99 4204 pt.1    

登錄號 Acc No. 86016491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6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英語發音(Language：English) 

字幕 Subtitle 中英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English) 

企業家想的是:成果和利潤.社會企業家尋求的成果是:能簡單又快速改變人們

的生活.大多數人普遍認為只有政府以及大型國際機構才能幫助世界上的窮

人.但是有一群人運用了他們的商業技能解決社會病態,也釋放個人的潛在能

力,改善赤貧者的生活.這些人是個罕見的組合,包括聖人,政治人物以及頑強的

商業人士.他們被稱為"改變者"或"社會企業家".他們是人性的守護者,他們是世

紀新英雄.他們的故事未完待續!本集節目內容:人們想要開始改善生活,必須先

脫離暴力和剝削並找到庇護.社會企業家幫助處在社會邊緣的赤貧者有一個新

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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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名稱 Title 世紀新英雄. 3, 企業的力量 : 社會企業家 

 

索書號 Call No. DVD 547.99 4204 pt.3   

登錄號 Acc No. 86016493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6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英語發音(Language：English) 

字幕 Subtitle 中英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English) 

企業家想的是:成果和利潤.社會企業家尋求的成果是:能簡單又快速改變人們

的生活.大多數人普遍認為只有政府以及大型國際機構才能幫助世界上的窮

人.但是有一群人運用了他們的商業技能解決社會病態,也釋放個人的潛在能

力,改善赤貧者的生活.這些人是個罕見的組合,包括聖人,政治人物以及頑強的

商業人士.他們被稱為"改變者"或"社會企業家".他們是人性的守護者,他們是世

紀新英雄.他們的故事未完待續!本集節目內容:社會企業家相信人類潛能的力

量,試圖建立能夠成長,能夠自給自足的企業.更重要的是,能夠在社會上創造根

本的改變! 

 

 

資料名稱 Title 坅乃土 = Farmer and soil relations 

 

索書號 Call No. DVD 431.1 4814  

登錄號 Acc No. 86016547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3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生活型態與觀念的進步, 大眾越來越重視健康養生。台灣要成為無毒寶島的政

策, 是朝向農村改造到推廣無毒農業的過程。「坅乃土」的原意是, 農民細心

幫種子蓋上土壤, 呵護作物, 就像照顧親生的小孩一樣。本片紀錄了花蓮縣政

府「無毒農業」的政策施行:建立高標準的生產及檢測機制, 並將農、漁、畜、

牧等產品納入產銷管理, 擴大無毒農業的適用範圍。本片同時更實際走入農

家, 切入問題的核心點。發現, 美好的願景與政策, 需要完整的配套措施。我

們不該把有心的農民當作政策的試驗品, 隨意改變現況和做為測試政策的好

壞, 卻沒有重視農民的心聲、需求與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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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名稱 Title 
打拼台灣的經濟. 一, 經濟政策篇 / 1, 農再條例通

過,打造富麗新農村? 

 

索書號 Call No. DVD 552.33 5543 pt.1  pt.1 

登錄號 Acc No.  86015107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5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根據統計台灣文化產業的產值粗估每年約有 4000 億，這麼大的產值如果能運

用在觀光上將可開創另一項觀光奇蹟。1998 年韓國政府已著手成立「文化觀

光部」，藉由媒體行銷能力，運用文化資源活化觀光產業，借鏡韓國回頭看

看台灣，台灣觀光經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政府該怎麼整合才能開創最大

綜效呢？ 

 

 

 

資料名稱 Title 少子化 : 台灣人口轉型危機與轉機 / 柴松林主講 

 

索書號 Call No. DVD 078 8740 pt.24 

登錄號 Acc No. 86013477 

時間 Time 1 張數位影音光碟(Time：50 min) 

發音語文 Language 國語發音(Language：Chinese) 

字幕 Subtitle 中文字幕(Subtitle：Chinese) 

每個數據都是社會現象的一種描述,我們透過這個數字就可以知道今天的社會

是什麼樣子,也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過去和預測未來....所以數字本身是我們今後

作任何一個決策,採取任何一個行動的依據....人口結構急速老年化的問題: 1.

政府準備不及,缺乏完善社會安全制度 2.企業準備不及,老年就業問題浮現 3.個

人準備不及退休後儲蓄開支不足 4.當社會老化,而民眾仍不自知.如何改善少子

化現象:1.建立男女平權性別主流化 2.發展福利政策,減少生育阻礙 3.健全教育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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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相關展示書籍清單 
條碼 書名 出版項 索書號 册次 

2117669 公平正義何處尋? / 王建煊著 

臺北市 : 天下遠見出版   

[新北市] : 大和書報圖書

總經銷, 2012 

078 1019   

1125556 
現代社會的公平與正義 / 許悼雲策畫

主講 

臺北市 : 洪建全基金會, 

1996[民 85] 
195.07 0891   

1174400 

全民健康保險減免保險費制度之公平

性及對政府財政影響評估之研究 = A 

study on the exemption of contribution 

payments among related parties in Taiwan's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nd its effects 

upon government financial positions / 曾巨

威主持 

[臺北市 : 中央健康保險

局, 民 86] 
412.56 8075   

928103 
健全農民健康保險制度穩固農保財務

結構之研究 / 方明川主持 

[南投市] : 臺灣省政府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民 82 
431.47 0062   

1094095 
我國中小學教育財政公平之研究 / 陳

麗珠著 
高雄市 : 復文, 民 82 524.6 7511   

1071964 

我國大學院校學生學雜費及政府對私

立大學院校輔助之研究 / 李金桐研究

主持 

臺北市 : 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 民 84 
527.23 4084   

2133532 

M 型社會的可能趨勢與關鍵議題 / 呂

建德硏究主持 ; 行政院硏究發展考核

委員會編 

臺北市 : 行政院硏究發展

考核委員會, 民 98 
540.933 6012   

1236906 

社會階層、社會網絡與主觀意識 : 台灣

地區不公平的社會階層體系之延續 / 

黃毅志 

臺北市 : 巨流, 1999[民 88] 546.1 4404   

1284912 
老人經濟安全政策與國民年金保險制

度 / 蔡宏昭著 

臺北市 : 臺北市社會局, 

民 90 
547.08 3832 v.12   

1142943 
第一次國民年金座談會會議記要 / 陳

繼盛主持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建弘文

教基金會, 民 85 

PROC 547.13 6788 

85 
  

1145727 
第二次國民年金座談會會議記要 / 財

團法人建弘文教基金會編 

臺北市 : 財團法人建弘文

教基金會, 民 86 

PROC 547.13 6788 

86 
  

1251638 國民年金 /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編 
臺北市 : 立法院國會圖書

館, 民 88 
547.7 0368   

1857046 社會福利之法制化 / 鍾秉正著 
[新竹市] : 鍾秉正出版 ; 

臺北市 : 元照總經銷, 
547.7 822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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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1243448 

年金制度及其法律規範 : 年金制度及

其法律規範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 郭明

政編 

臺北市 : 編者, 1999[民 88] 
PROC 548.907 

8820b 87 
  

1089893 
外國國民年金及社會保險法規資料選

輯 / 內政部社會司編 

臺北市 : 內政部社會司, 

民 85- 
548.91 4138 v.1 

1442490 國民年金制度之研究 / 謝明瑞著 
臺北市 : 華泰文化, 

2003[民 92] 
548.926 0461   

1447831 國民年金制度 / 陳聽安著 臺北市 : 三民, 2003[民 92] 548.926 7513   

1438834 
年金保險 = Annuity insurance / 陳璧瑜

編著 
臺北市 : 華立圖書, 民 93 548.926 7571   

1862399 年金政策與法制 / 郭明政著 臺北市 : 元照, 2009 548.933 0761   

2133127 
臺灣國民年金政策之研究 = Research of 

Taiwan public pension / 孫健萍編著 
高雄市 : 孫健萍, 2011 548.933 1224   

1846134 
國民年金不求人實務操作 : 國保 v.s 勞

保如何領最划算 / 凌坤源作 

臺北縣 : 臺灣工商稅務, 

民 97 
548.933 3443   

1837759 
輕鬆搞懂國民年金與勞保年金 : 讓傻

瓜都會變聰明的法律寶典 / 黃文平著 

臺北市 : 書泉出版   臺

北縣 : 聯寶總經銷, 2008 
548.933 4401   

1895871 
瑞典實施 NDC 年金制度之研究 / 郝充

仁計畫主持 

臺北市 : 行政院經濟建設

委員會, 民 99 
548.9475 4702   

1868299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 葉至誠著 
臺北市 : 秀威資訊出版 : 

紅螞蟻經銷, 2009 
549.1 4410   

1898322 
公平與效率 : 你必須有所取捨 / 亞瑟.

歐肯(Arthur M. Okun)著   許晉福譯 

臺北市 : 經濟新潮社出

版 :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

發行, 2011 

550.18 2721   

2132686 
個體經濟學 / Don E. Waldman 原著 ; 

李秀芬譯 
臺北市 : 雙葉書廊, 2012 551 4426   

999475 
貧富差距問題 : 社會及經濟層面探討 

/ 曹添旺研究主持 

臺北市 : 行政院研考會, 

民 83 
551.25 5536   

2132685 

不公平的代價 : 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

結構 /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著   

羅耀宗譯 

臺北市 : 天下雜誌出版   

[新北市] : 大和圖書總經

銷, 2013 

551.8 5346   

1122290 
福利國不是夢 : 經濟公平與國際經濟 

/ 王作榮著 

臺北市 : 時報文化, 

1996[民 85] 
552.2832 1029c   

1463033 
國際開發的盲點 : 貧富差距的全球矛

盾 / Maggie Black 著   徐恆淑譯 

臺北市 : 書林出版 : 紅螞

蟻經銷, 2005[民 94] 
559.9 4044   

2115955 關於稅, 你知道多少? / 馬克.勒瓦(Marc 新北市 : 衛城出版 : 遠足 567 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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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roy)著 ; 陳郁雯, 詹文碩譯 文化發行, 2012 

446132 

美國「公平、簡化與經濟成長租稅改革」

方案 / 趙揚清等譯   財政部稅制委員

會編 

臺北巿 : 財政部稅制委員

會, 民 74 
567.210952 4953   

195213 減輕農民稅負問題之研究 / 張蔚德撰 
臺中市 : 臺灣省政府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 民 64 
567.214 1142   

2108561 

刑事司法.社會公平暨勞動正義 : 趙守

博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 趙守博

教授七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

編輯 

臺北市 : 趙守博七秩華誕

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出

版 : 元照總經銷, 2011 

580.7 49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