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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化為本校三化教育理念之一，創辦人張建邦於六○年代後期便在國內積極推動未來
學，1975年籌辦國內第一本專門探討未來趨勢的《明日世界》雜誌、開設未來學講座，並
於1976年在大學部開設未來學課程。爾後，本校為加速推展未來化，1994年成立教育發展
中心未來學研究組、2002年成立「未來學研究所」，替日後未來學學門奠定基礎。

　為提升學生洞悉未來的素養與知能，未來學所歷年來舉辦創意寫作、圖像作品及影像紀
錄等活動，引導年輕世代透過閱讀、寫作及拍攝等行動，激發學習面對未來多變趨勢議題
的動機，培養全校師生運用現代科技與未來思考，與不同世代對談、想像全球與臺灣未來
輪廓。本報摘錄《明日世界2050寫作創意競賽入圍作品集》前兩名作品精華，以饗讀者。

2 趨勢巨流河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杜綉珍校友接任巨大公司董事長

　本校英國語文學系校友杜綉珍，於2017
年起接任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巨大公司成立至今44年，已成為全
球自行車產業的指標型企業。多年來，杜
綉珍致力推動女性自行車運動的發展，並
於2009年首創女性自行車品牌「Liv」，
拓展自行車產業「女性自行車」市場。杜
綉珍表示，未來將帶領巨大朝向產品與服
務整合的現代化公司邁進，打造出創新價
值、永續經營的百年傳世公司。（資料來
源／校服暨資發處）

校友動態

   智慧財產權Q & A
◎主題：著作權，試試看您能答對幾題：
（　）1. 我們到表演場所觀看表演時，不
可隨便錄音或錄影。
（　）2. 到攝影展上，拿相機拍攝展示作
品，分贈給朋友，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　）3. 小花使用翻譯軟體將一篇英文文
章譯成中文，小花對該篇文章有著作權。

答案：
1.（○）、2.（○）、3.（X）說明：使用
翻譯軟體所翻譯的文章不具原創性，非屬
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

　哈佛大學商學院有個悠久的傳統，在每
一科的最後一堂課，教室裡聽不到個案研
究討論，而是由教授在學期最後一堂課講
述自己的故事，說一段文憑也給不了的人
生智慧，做為送給學生的結業禮。
　作者戴西•魏德蔓（Daisy Wademan）
女士有系統的編排，並整理在哈佛大學商
學院攻讀企管碩士時，親聆15位哈佛大學
管理學專家人生中的精彩片段，以及他們
對準哈佛大學商學院企管碩士們的臨別贈
言。而這每一則故事，都可能成為我們一
生中面臨困難抉擇時的重要指引，畢業後
的人生，無論走向何方，都別忘記自己的
價值理念，面對抉擇時、務必忠於它、守
住它—記得你是誰。
　15位哈佛商學院名師最溫暖動人的分
享，是你不必走過跌撞的人生路，也能領
受的智者風景。作者依據這15位名師分享
的故事類型，將全書共分為4部分，包含：
第一部分「開拓視野」：共4章，分享應該
如何看見自己、聽見自己，勇敢前行。第
二部分「管理自我」：共4章，分享如何看
見並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同時也要學會接
受別人的缺點，看到優點。
　第三部分「領導他人」：共4章，分享如
何對待部屬、激發創造力與影響力。第四
部分「建立原則」：共3章，分享人生是一
場長程競賽，有太多因素影響成敗，如何
看清楚自己有哪些強項？如何明辨是非，
別讓別人牽著鼻子走。
　15個故事內容包括溫馨感人的勵志故
事、語出玄機的智慧箴言，更有對於這些
未來管理界佼佼者們的諄諄告誡—「在追
尋夢想的同時，別忘記自己心中的那把
尺，勿隨波逐流、迷失方向」。
　經營自己的人生有如經營企業，需要有
精明計算的策略、長期的執著與努力，以
及最後的天命取決。如何讓自己在順逆起
伏中，一樣願意去嘗試並且耐心地堅持自
己的願景與夢想，所謂的「人生有夢，築
夢踏實」！正是這本書15個人生智慧要分
享的精義。

書名：《記得你是誰：哈佛的最後一堂課》
出版社：天下雜誌
ISBN：978-986-241-611-2
作者：戴西．魏德蔓（Daisy Wademan）
譯者：譚家瑜
（攝影／鍾子揚）

■ 編者按：
　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另與
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學
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E-Mail：
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
交課外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
解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校
和學生之間溝通。

記得你是誰：哈佛的最後一堂課

導讀／王英宏 資工系教授

全民英檢秘笈
一、實用字彙
1. 申請應徵升遷　apply for
2. 加薪　　　a raise
3. 升遷、升官 a promotion
4. 小道消息　grapevine（不可數）
5. 容納、包容　accommodate
6. 年終獎金　end-of-the-year bonus
7. 福利        perk(s)
8. 合格（v.）　qualify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9. 不合格（v.）disqualify
10.合格的（adj.）qualified
11.不合格的（adj.）unqualified
※它的字型變化和comfort很像
12.舒適的（adj.）comfortable
※相反是uncomfortable
13.舒適（n.）　comfort　※相反是discomfort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朗讀三遍。
1. 我想申請（或應徵）這個工作。

I would like to _______ _______ this job.
2. 你有加薪的資格嗎?
Do you _______ for a _______？
3. 這裡太多小道消息。
There’s too much _______ around here？
4. 我們彼此包容。
We _______ each other.
5. 這個教室還能容納十個人。
This classroom can _______ 10 more people.

6. 你們會有年終獎金嗎？
Are you going to have the _______ _______.
三、答案
1. apply、for
2. qualify、raise
3. grapevine
4. accommodate
5. accommodate
6. end-of-the-year、bo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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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化@淡江  現況和特色
　未來化在本校歷經引介期、推廣期、教育拓
展期、全球合作期、整體深化期、社會實踐
期，源自於創辦人張建邦有感於科技浪潮對當
代社會的衝擊，於1960年代後期引進未來學，
並於1975年創刊發行全球唯一的中文未來學雜
誌《明日世界》、開設未來趨勢講座，1976年
開設未來學課程。爾後，本校為教育拓展未
來化，於1994年成立教育發展中心未來學研究
組、更在2002年成立未來學研究所，將未來學
列入大學部通識核心課程，讓年輕學子學習前
瞻趨勢議題，培養具跨界移動力和洞悉未來的
新世代專業人才。
　為整體深化校務發展，於2008年成立校級
「未來化委員會」，在校內舉辦「淡江未來：
我們共同的願景」工作坊，每年亦主辦「全球
發展趨勢與在地社會關懷－研究生論文研討
會」。本校於1999年榮獲世界未來研究聯盟頒
予全球未來學最佳貢獻教育機構獎殊榮，未來
學所所長紀舜傑說明，未來化在教學的現況，
除了規劃未來學門課程、發行未來學國際期

BookReview

己相信這不是件壞事。但是心裡總有塊陰影蠢
蠢欲動。弄好相關資料，再出門去劃位。當我
轉進剛才有經過，卻沒進去找的店家門口，竟
然發現，還沒開的鐵門前，靜靜躺著女兒的殘
障手冊。頓時，我心裡大喊：「感謝所有的一
切！」陰影煙消雲散。這過程警告我，別讓不
好的想法佔據自己，要永遠相信希望的存在！
很多時候我們遇到問題的當下，第一個念頭往
往是：「我怎麼那麼倒楣！」當這個念頭出現
後，經常伴隨一連串的負面情緒，總要發洩一
段時間後，才有精神去處理問題。
　情緒發洩是需要的，問題出在每個人需要的
時間不同，有的人一下子就可以走出低潮，有
的人會習慣讓自己一直轉圈圈。所以，重點是
平常要訓練自己對同一件事，可以有不同的想
法，才不會讓自己遇到問題時，陷在牛角尖
裡。看新聞時，可以在腦袋裡對社會事件做
不同的設定。跟同學討論問題時，可以試著交
換立場、做辯證。多做類似的練習，你就會發
現，世界是多元。面對難題時，也會很快地找
到出路。

資料來源／諮商輔導組

不同的想法，活得更快樂

　「為了與你相遇」開始上映了，威秀影城有
演，所以我計劃早上去劃位子，看晚上的場
次！我向來都一次買12張的團體票，因為家裡
看電影的人多，這樣買起來很划算。加上大
女兒有殘障手冊，她的票價是買一送一。所
以，一家五口去看電影，可能比一對情侶買加
上餐點的套票，更加便宜。
　走到影城門口時，竟發現早上給老大拿的殘
障手冊不見了。這殘障手冊至少用了20年，已
經有點爛爛的，我曾想要幫她換，卻總是忘
記。我趕忙順著路回頭找，怎樣都看不到。只
好先回家上網查補發的流程，順便下載乘車
愛心卡的申請資料。因為大女兒一直坐普通
票，從沒換成愛心票過。查資料時，心裡一直
有兩個聲音在吵架，一個是：「你活該，東西
不收好，週一美好的早晨，就要浪費在這些雜
事上。這下，得多用2張團體票了！」另一個
是：「你剛好可以順便去辦一些很早就該有的
證件，幸好學校的作業寫完了。還好，妳還有
團體票可以用！」
　我不斷換氣吐氣，調整自己的腦袋，要自

刊、叢書及創作比賽作品集等出版品，對外也
積極與全球未來學機構結盟，包括世界未來研
究聯盟（WFSF）、未來基金會（FFF）及夏威夷
大學未來學研究中心（HRCFS）等，並鼓勵年
輕世代赴海外參加世界未來學年會（WFS）。

　繼2015年成立策略遠見研究中心、啟用未來
情境教室，2016年，本校由4位學生代表前往
美國參與「世界未來學年會」，即獲得世界校
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大力支持與贊助，
陳定川說：「淡江是國內最早發展未來化的學
校，學生參與此場國際盛會，不僅有助於拓展
學習視野、為校爭光，更有益於臺灣提升國際
地位。」同年11月，HRCFS來臺頒發「推廣
未來學傑出成就獎」給校長張家宜。張校長曾
在會中表示，「淡江推廣未來學逾15年，感謝
夏威夷大學研究中心與我們長期合作，並給予
未來學相關指引及幫助。日後，亦將積極推廣
未來學，讓學生具有面對多元世界挑戰的能
力，培養出有潛力、創意的淡江學子。」
　未來化不僅為教學上的學門，更是本校永續
經營的根基。去年欣逢本校66週年校慶，張校

長宣示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落成後，象徵本
校邁向第五波。紀舜傑形容，會議中心的
軟硬體設備新穎，也是本校國際化、資訊
化與未來化的極佳展現，本校掌握關鍵趨
勢，更可看出未來化在校務發展策略上的
前瞻性思考及願景實踐。
　紀舜傑進一步引述張校長的觀點，認同
「過去的未來是建立在未來，現在的未
來是建立在過去，未來的未來是建立在現
在。」他說，如同當年張創辦人引進未來
學門的願景，期待成為各校必修課目，即
是過去的願景必須在未來建立；而未來有
很多線索存在於過去，正所謂鑑往知來，
必須先了解過去才能知道未來；最後，美
好的未來，必須當下行動才能促成。紀舜
傑補充，思考未來經由專業訓練，可以創
造出與眾不同的立基點，期待學生透過思
考、展望未來，必定能走在趨勢的前端。

　本校於 2015 年在 I201 設立「洞悉未來情境教
室」，並命名為「iF.Room」，「i」有 imagination
（想像力）、innovation（創新）涵義，「F」則象
徵 Future（未來），教室內有投影布幕、互動白板
及可移動式桌椅，增加師生互動性。圖為國際處
於 2016 年舉辦「三國（臺、日、韓）移動學習」
時，邀請 3 國學生在此，針對未來學議題進行小
組討論。（攝影／趙世勳）

▲

　未來學所於上學期舉辦「明日世界2050」
寫作創意競賽，藉由短文創作形式，鼓勵全
校學生「跳出箱子外思考」（think out of the 
box）、顛覆現有的框架，以創意發想臺灣
與全球的未來輪廓，活動總計吸引逾400件
作品投稿，並於去年12月遴選出18件優秀作
品，頒發獎狀及獎金。
　另為擴大分享年輕世代的未來想像，未來
學所彙整此次入選作品，發行《明日世界
2050寫作創意競賽入圍作品集》，本報特摘
錄前兩名作品精華，以饗讀者。

第一名 水環四張菱〈雨後的陽光 大吉〉
　一排橢圓、色彩斑斕的泡泡車子，在以太
陽能發光的磷光體車道上，沒有觸地，以空
氣壓與磁力，在設定軌道上移動。街道與車
道完整隔離，因此街道成為安全人行走的場
所，車也可以安穩的自動駕駛。大吉一坐上
車，就趴在大面積螢幕上玩起了活化大腦的
遊戲，車裡視覺聽覺嗅覺可隨心控制。對於
想了解的景點，直接點擊螢幕，就會出現說
明。隨著進入博物館，車子從橢圓換成了圓
型，內也附上海底博物館的專員，直接就將

明日世界2050 寫作創意競賽

跳出箱子的思考（think out of the box）
車子駛進湛藍的海裡。專員微笑著說：「圓
型讓海底壓力均勻分散在表面，也給觀賞人
全視角的觀賞海底世界。而透明的螢幕也是
互動式，對於想了解的生物，直接點擊螢
幕，就會出現說明。有不懂得歡迎提問。」

第二名 機電二余更琳〈Re-cycle Future〉
　The current view on the not so far future 
by the society are often assumed as a future 
that will soon turn into catastrophic disasters. 
The movies“2012”, “Judgement Day”which 
emphasize on the end of mankind in the future 
by natural disasters;“Transcendence”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t robot taking over the 
world;“Resident Evil”and“I am Legend”on 
deadly virus which swipe out human’s life 
and turning them into a group of brain eating 
zombies.These movies all view the mankind 
future as a doomed future.Whether it is caused 
by natural disasters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t robot 
invasion, I believe in the opposite. Which is the 
future will be turn back to its original state in the 
past instead of an apocalypse end for mankind. 
I believe that the advanc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uld be able bring us there.
第二名 英文四藍空〈Tomorrowland〉
　To paint a more vivid picture, we might 
have medical equipment that can cure up to 
a thousand kinds of illnesses or diseases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the procedure to cure 
these illnesses and diseases would be simple 
and requires the least amount of time. Even 
today, we have got a new medical equipment 
called the“Medi-gel,”which is an all-
purpose medicinal salve that can help stop mass 
bleeding in an instant. Although the Medi-gel 
first appeared as a fictitious object introduced in 
a computer game called“MassEffect,”it has 
recently been invented and brought to reality 
successfully by a young scientist. Medi-Gel 
has yet to be used on the human, but, it is not 
impossible that it will be used in the near future.

　未來學所於 2016 年 12 月揭曉「明日世界
2050」寫作創意競賽結果，邀請到世界校友
會聯合會總會長陳定川（左）來校頒發獎狀
和獎金。（攝影／陸 瑩）

▲

　2016 年，夏威夷大學未來學研究中心（HRCFS）
頒發「推廣未來學傑出成就獎」給本校校長
張家宜（左），由夏威夷大學榮譽教授 James 
Dator（右）親自來臺授予。（攝影／閩家瑋）

▲

【記者楊喻閔專訪】「留
學不僅拓展了視野和知識，也讓我發現
更不一樣的自己。」即便帶著眼鏡，
也蓋不住堅毅的神采，他是俄文四林
郁翔，早在大二就赴俄羅斯實習，對於
大三留學更是滿懷期待，再度踏上俄羅
斯，內心澎湃的感動依舊，且談起每段
經歷，林郁翔都能娓娓道來，讓人彷彿
身歷其境。
　一進大學就立定留學志向的林郁翔，
在師長推薦下，選擇到莫斯科市立師範
大學，「這裡教法很特別，每週教材看
似信手拈來、沒有關聯，卻能在其中融
入許多生活實用的單字句法。」在俄國
文學課，老師會要求學生以演戲、朗誦
的方式，融會貫通課文意涵及演繹情
感，「這實在很難，但你會發現俄國學
生被訓練到『演得很好！』」他說，課
堂上猶如一場震撼教育，讓人體會到口
語表達的重要，督促他更加積極向上。
　林郁翔與本地學生相處後，觀察到俄
羅斯人多為外冷內熱的性格，「我是在
課餘時間，經常與同學相約去健身房，
之後才慢慢變熟的。」除了校外教學，
林郁翔也走訪聖彼得堡、克里米亞等
地，感受到黑海風景和濃濃人情味，對
於治安問題，他笑說：「我在聖彼得堡
的同學，都遇過扒手、強盜一遍了。」
　對於生活上的不習慣，林郁翔笑說，
「由於俄羅斯街道沒有攤販、小餐館，
只有高級餐廳，讓我不得不選擇開伙，
且俄羅斯煮飯只能用電磁爐，火力難以
煎炒，眼下只能燉煮的窘境，倒也讓我
的烹飪功力大大提升。」林郁翔說明，
俄羅斯人之所以有煮飯習慣是源自他們
的飲食特色，「除了黑麵包，他們都以
馬鈴薯、胡蘿蔔為主食，所以常以燉煮

走進冰天雪地 勇迎異鄉挑戰
■ 俄文四林郁翔 留學經驗分享

方式來拉長保存期限。」
　林郁翔印象深刻的還有俄羅斯人幾乎
都不怕熱，「尤其是男生，夏天還穿得
住皮衣和皮鞋。」無論在百貨公司、大
眾食堂，或是交通運輸等公共場所，幾
乎都沒有空調設備，「即便外頭天氣冷
颼颼，車廂空氣也因為人多而變得悶
熱。」他更提到，莫斯科因經歷帝國、
共產及資本時代，讓城市建築物風格十
分混雜，市容所見更是亂而無序。
　對於語言學習技巧，林郁翔說：「需
要了解當地的人文、歷史，才能真正理
解他們的用法，而這趟留學讓我真正地
學會俄語，雖然留學會面對環境差異和
風險，但正因為必須主動尋找應變的方
式，讓我發掘和了解不同的自己，鼓勵
學弟妹不要猶豫，勇敢踏出去體驗異鄉
不同的景色吧！」（圖／林郁翔提供）

　未來學所於 2015 年在黑天鵝展示廳舉辦「未
來週」系列活動，包括實習發表會、世界未來
學年會心得分享及「預見未來」系列工作坊，

▲

吸引眾多師生前往觀展。
（攝影／朱樂然）

掌握 探索發展遠見未來秘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