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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動態
◎南加州淡江大學校友會與北美淡江大學校
友基金會共同舉辦慈善籌款高爾夫球聯誼賽

　南加州淡江大學校友會與北美淡江大學
校友基金會，於4月22日在加拿大La Verne
市Sierra La Verne Country Club，共同舉行
慈善籌款高爾夫球聯誼賽。本活動共有9
組校友贊助1,000美元、5組校友贊助600美
元、9組校友贊助300美元及1組校友贊助
100美元。本次慈善籌款將用來協助及關
懷區域內一些家中有重病親人的校友們，
進行探訪與慰問。活動在溫馨的氣氛中圓
滿結束。（資料來源／校服暨資發處）

   智慧財產權Q & A
◎主題：著作權，試試看您能答對幾題：
（　）1. 憲法、法律或公文享有著作權。
（　）2. 高普考試題，受著作權法保護。

答案：

1.（X）說明：依著作權法第9條規定，憲
法 、 法 律 、 命 令 或 公 文 不 受 著 作 權 保
護。2.（X）說明：高普考試題屬於依法
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依著作權法第9
條規定，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

　二戰結束以後的世界局勢，基本上就是
所謂的「美國治世」或「美國治理下的和
平」（Pax Americana），讀者從本書的主
標及副標題，可明顯看出作者所要探討的
兩項主題，第一是經濟互賴是否定有助於
和平？根據自由貿易學派的理論，自由貿
易有助於國際關係的穩定，但作者指出在
全球化初期（1815-1914），國際貿易的
確造就驚人的經濟成長，但也同時帶動另
一股逆流，隨著貿易依存度的增加，反而
強化各國的不安全感與脆弱心理，為了緩
解對於外貿的依賴，強權透過建立殖民帝
國，鞏固原物料與市場，藉由打造強大海
軍以維護海外利益，爭相投入軍備競賽。
　一次大戰結束後，國際社會反其道而
行，保護主義盛行，相信自給自足才是王
道，但殘酷的資源之爭，再度將人類推向
戰爭煉獄。二戰結束後，國際政治步入新
的局面，承接全球領導責任的美國，拋棄
孤立主義，重新擁抱「國際貿易有利於和
平」的邏輯，透過一系列國際機構與制度
的建立，不僅促進世界貿易的蓬勃發展，
也鞏固了自身的霸權地位。
　至於本書所探討第二個問題，正聚焦
於美國的歷史貢獻，作者認為在過去70年
間，美國所扮演的「良善霸權」角色非常
關鍵，美國不僅是推動全球化的旗手，也
是最大的獲益者，在美國的保護下，多數
國家雨露均霑。不過隨著中國大陸的崛
起，「美國治世」的現狀遭遇嚴峻挑戰，
在亞洲地區，未來很可能和平演變為「中
美共同治世」的局面，但美國的全球領導
地位不至於消逝。
　本書於2016年出版，書中的許多分析正
符合時局，新上任的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旗幟鮮明，他所標榜的「美國優
先」是從美國的本位角度出發，在經濟
上，川普所彰顯的是濃厚的貿易保護主
義，至於在外交方面，他排斥世界警察角
色。無論是基於他個人的意識形態或獨特
的世界觀，川普帶領下的美國，對於當今
世界政治版圖與秩序，具有重塑與裂解的
潛在爆發力。但如果不再講究全球政經事
務中的特殊地位，美國將僅僅是另一個
「強盛卻平凡」的大國而已，這點值得我
們密切觀察。

書名：《大國的不安》（When Globalization 
Fails: The Rise and Fall of Pax Americana）

作者：詹姆斯．麥唐諾（James Macdonald）
譯者：洪慧芳

出版社：如果出版
ISBN：978-986-93442-6-5

（攝影／吳冠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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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國的不安
導讀／李大中 戰略所所長

全民英檢秘笈
一、實用字彙和片語
1. 養生之道　regimen
2. 慫恿　entice
3. 圖騰　totem
4. 某個行業的巨頭（例如工業…）mogul
5. 大亨（生意人）tycoon
6. 投…所好　It appeals to 某人
7. 弄巧成拙　outsmart oneself
8. 待人之道　people skills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9. 雙下巴　jowls
10. 性向　sexual orientation
11. 概念　notion
12. 機會渺茫　It's a long shot.
13. 好眼力！　What an eye！
14. 符合年齡的　age-appropriate
15. 別激動！　Cool it！
16. 碟仙　Ouija board

二. 請填入英文、訂正後朗讀三遍
1. 別慫恿我！
Don't  ______  me.
2. 這正投其所好啊！
It  ______  to him!
3. 你失敗，因為你弄巧成拙了啊！
You failed because you  ______  ______.
4. 他很懂得待人之道（和人相處）。
He is good at  ______  ______.
5. 這件洋裝很符合她的年齡。

This dress is  ______.
6. 別玩碟仙！
Stay away from  ______  ______.
三、答案
1. entice
2. appeals
3. outsmarted、yourself
4. people、skills
5. age-appropriate
6. Ouija、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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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提升 建立學術聲望
■　文／趙世勳 整理報導；資料、圖片來源／《淡江大學校史（續編：1986～2000）》、《淡江影像60》、校園素材庫、總務處、本報資料與照片

　第三波提升時期（1996－2005年）係指本校46週年校慶，覺生紀念圖書館啟用日起，提
升國際學術聲望，與國際學術接軌的時代。本校在校務規劃面臨轉型提升，積極推動各地
區成立校友會、凝聚校友向心力，並在臺北成立校友總會，團結校友力量回饋母校；設計
多元核心課程，培養學生具有未來前瞻的觀念；整合跨領域資源，創設學術研究中心。
　因應國際化潮流，大力推動大三出國留學；辦理華語班、遊學團及舉辦學術演講活動；
積極推動兩岸的學術交流，成立大陸研究所與大陸重點大學聯合在大陸和臺灣輪流舉辦兩
岸高等教育會議、管理科學會議等，促使本校邁向國際化、資訊化和未來化的新紀元。

第一波奠基時期
1950-1980 

第二波定位時期
1980-1996

第三波提升時期
1996-2005

第五波元年
2017－

第四波轉變時期
2005-2017

第五波元年 系列專題三

覺生紀念圖書館啟用 資訊化新紀元
　1996年，覺生紀念圖書館落成，前棟9層樓
高，作為圖書館使用，以全日開放成為引領
大學圖書館的新趨勢；後棟11層樓高，提供教
室、教育發展中心使用，10樓則為覺生國際會
議廳。圖書館規劃以「資訊化」為目標，網際
網路之設置可供1,400位使用者同時上線，為
全國首創，當年啟鑰典禮邀請到前副總統連戰
蒞校，並與創辦人張建邦伉儷一同合影。
　圖書館的啟用象徵本校邁入第三波資訊時代

鏈結校友資源 創設學術研究中心
　1997年9月，時任校長林雲山與兩位副校長
張紘炬、張家宜等師長，帶領新生爬上克難
坡，為接續之「開學典禮暨入學講習」暖身。
克難坡是本校初創時進入校園的必經要道，此
項巡禮也是考驗同學克服困難，期許大學新鮮
人秉持校訓「樸實剛毅」的精神求學，自此更
成為淡江新生特有的開學經驗。
　1998年，本校全國校友總會在臺北校園成
立，為第一個向內政部登記有案的全國性大專

科學館、化學館整新啟用 館舍更加完善
　1999年，順應理學年，騮先紀念科學館完成
了內部整修工程，鍾靈化學館也在經歷五年的
規劃、設計和施工，終於在同年年底整新啟
用。當年適逢本校49週年校慶，舉行鍾靈化學
新館落成典禮時，由前副總統李元簇、時任校
長張紘炬共同剪綵，李元簇推崇本校為因應教
學與研究需求的貢獻。
　化學館於1957年開始興建，其後歷經數次擴
建，目前有地下一層、地上6層，主要用途作
為教室、化學實驗室、研究室、圖書館使用，
除了配備有精密儀器，2、3樓設有化學專業電
子化圖書館及化學教學實驗室，新館的落成促
使理學院之教學研究邁入新紀元，亦為本校學

紹謨游泳館、文錙藝術中心啟用 體育美學大躍進
　2000年，文錙藝術中心落成、啟用，象徵本
校藝術教育在此扎根，由前總統陳水扁與創辦
人張建邦共同贈與藝術中心的匾額題字「育才
弘藝」揭幕。除了眾多嘉賓蒞臨，本次藝術中
心特別舉辦「千禧年新紀藝術首展」，展出
一百多位藝術家捐贈的藝術品，知名藝術家顧
重光、李錫奇、周澄等人皆受邀出席典禮。文
錙藝術中心的設立，讓優美校園增添人文藝術
氣息，更盼培育全校師生文學藝術創作和美學
鑑賞的能力。

治校成績卓越 屢獲外界肯定
　本校治校成效斐然卓越，由國內到國際認
證、獎勵事蹟不間斷。2003年，本校通過環境
管理系統ISO14001認證，稽核員除讚許本校
擁有美麗環境良好基礎，也期望本校維持對環
境管理的高標準。2004年，本校因校務資訊系
統推行e化有成，通過英國標準協會（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的「BS7799國際資訊安全
稽核規範」，並獲頒BS7799資訊安全證書，由
該協會台灣分公司總經理高毅民授證時表示，
「淡江確定為臺灣第一、全球前三名獲頒證書
的學術研究機構。」
　除上述校內環境管理和資訊安全完善，亦積
極推動國際化成果。2003年，本校參加行政院
研考會主辦92年度優質英語生活環境評審獎勵
實施計畫，獲得特優獎，委員評審團針對校內
各樓館和路牌標示、資訊網路、導覽、服務及
諮詢等雙語化程度進行瞭解，並參觀圖書館歐
盟文獻中心、海博館及國交處等單位，與交換
生座談、了解本校對其照顧情形後，皆給予相
當肯定。2004年，獲得92學年度私立大學校院
整體校務發展獎補助計畫審查一億五千五百萬
餘元獎補助經費，居35所私立大學校院之冠。

奠定成功基礎的保證年 迎向第四波
　在第三波提升館舍、軟硬體建設的同時，也
著手規劃健全的三環五育；其中，三環綜合了
專業、通識核心及課外輔導活動3項課程，五
育則是集合德、智、體、群、美5項教育。
　2004年，欣逢本校54週年校慶，本校創辦人
張建邦定調為「奠定成功基礎的保證年」，為
即將邁進第四波，奠定了紹謨紀念體育館、外
語大樓與蘭陽校舍等基礎重大工程。張創辦人
更以「邁進淡江第四波」為題，在本報第561
期專文中表示，「2005年蘭陽校園開始招生為
淡江重新定位的第四波新起點，也是淡江重新
開闢第二條S形曲線（The Sigmoid Curve）的
開始。淡江應智慧的運用現有的人力、物力並
爆發潛力，以及發揮淡江的歷史傳承與文化特
性，加四倍努力拓展優勢，使淡江早日成為國
內外的學術重鎮之一。」

　1996 年，創辦人張建邦（右三）、時任副
總統兼行政院院長連戰（右四）、時任考試院
院長許水德（左一）等人為本校新建之全國第
一座電子化、數位化的覺生紀念圖書館落成剪
綵。（圖／本報資料照片）

▲

校友會，張創辦人於成立大會致詞，期許校友
會能凝聚校友向心力，未來在社會上更具有影
響和競爭力。
　本校為加強爭取校外合作計畫案，鼓勵老師
積極參與研究計畫，正式成立大氣環境及風力
工程研究中心、水資源管理與政策研究中心、
地理資訊系統研究中心、國際問題暨國家安全
研究中心、建邦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等12個
學術研究中心，藉此整合跨學術領域之研究，
更盼能提升學術能量和國際能見度。

　在 50 週年校慶酒會上，臺澎金馬 25 縣市校
友會以「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及各縣市
校友會」名義，致贈「福祿壽如意」，恭祝母
校生日快樂，由時任董事長張姜文錙代表接
受。（圖／本報資料照片）

▲

　1999 年，鍾靈化學館整新啟用。（圖／校
園素材庫）
▲

術聲望開創卓越的領先地位。
　館內的兩株大榕樹默默地陪伴各項擴建工程
順利進行，成為化學館的特色景致之一。隨著
化學新館落成啟用，原由書法家于右任親書的
「鍾靈化學館」大理石門匾被重新鑲金、安置
在新館正門；前校長張驚聲的畫像也重新鑲
裱、嵌入大廳牆上，融合了新舊元素，彷彿一
同見證了學習環境與空間的蛻變。

　2002年，為慶祝52週年校慶，紹謨紀念游泳
館、文錙中心音樂廳相繼落成，為本校體育和
藝術教學，樹立一新里程碑。當年兩館舍之落
成典禮由前副總統李元簇主持，聚集創辦人張
建邦、董事長張姜文錙、校長張紘炬、學術副
校長馮朝綱、行政副校長張家宜共同剪綵，並
揭開一連串精彩的表演活動。同日，三化藝術
牆在驚聲廣場入口處完工，其設計理念不僅讓
本校師生體會國際化、資訊化與未來化寓意深
遠，三化更是淡江永續經營與發展的根基。
　紹謨紀念游泳館6層樓高，聳立於克難坡之
巔，正面為玻璃帷幕，可遠眺淡海晨曦，晚照
盡入眼底。泳池設於4樓，池長50公尺、寬18
公尺、8水道，設備現代化、擁有殘障入水之

　2002 年，紹謨紀念游泳館落成。（圖／本
報資料照片）
▲

斜坡設計，就體育教學環境而言，當年為國內
各大學所罕見。
　文錙音樂廳觀眾席可容納252個座位，作為
室內樂、獨奏會、樂團、小型舞台劇、演講、
電影放映等多元用途，全廳以高標準室內聲學
材料設計，擁有專業舞台燈光、錄音、錄影、
廣播及視訊系統，不僅是絕佳的表演場地，更
是設備完善的錄音室。

　英文系傑出校友莫洛夫（左一）精通書法，
2008 年曾在文錙藝術中心執筆揮毫，創辦人
張建邦（左二）、時任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李奇
茂（左三）及同學們屏氣凝神，欣賞大師風采。
（圖／本報資料照片）

▲

　2003 年，本校獲得「92 年度優質英語生活
環境評審獎勵」特優獎肯定。圖為師生在境外
生國家文物展中合影。（圖／本報資料照片）

▲

新的啟航站與里程碑，當年適逢46週年校慶，
張創辦人提出淡江第三波的理念與發展架構，
並在本報第307期以「淡江第三波」為題，說
明實施理念：「在二十一世紀來臨的前夕，我
們面對變化迅速的多元世界，身處一個競爭激
烈的教育環境，不能不有所警惕而有所行動。
我們深覺慶幸能站在這跨世紀的轉捩點上，迎
接挑戰，為歷史作見證，為未來創新局。」
　另一表現第三波積極效應則是教育市場上的
「馬太效應」（Mathew-Effect）理論，旨在
使高等教育領域中，辦學越好的院、系、所獲
得更多的獎助，以帶動學校院、系、所之間的
良性互動與競爭，進而提升學校的學術聲望，
以爭取政府及社會各界更多的肯定與資源，促
使學校辦學更具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