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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震撼：一個「文
明型國家」的崛起
導讀 林金源 經濟系副教授
如果有人問我：新加坡今天天氣如何，我
會告訴你「晴天，32度」。但如果你問我中
國天氣如何，你說我該如何回答？
兩年前，我親聆本書作者張維為演講時，
他就是以前段問題作為開場白。這個啟發式
的問題，清楚點出中國的特性：它地域遼
闊、人口眾多，每個面向都有極大差異。嚴
格來說，它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百國之
合」。
有人說大陸窮，因為人均所得還很低。有
人說大陸不文明，因為有人在地鐵車廂便
溺。這些敘述對於了解大陸幫助不大。因
為13億人當中，隨便一找，就有2300萬人比
臺灣人更貧窮、更落後。但隨便一找，也
有2300萬人比臺灣人更富有、更文明、更優
秀。
張維為說：拿蘇州比瑞士、上海比紐約，
才是有意義的相比。各種指標顯示，蘇州、
上海的發展，已經超過瑞士和紐約。
中國大陸內部同時存在「發達板塊」和
「新興板塊」。前者發展程度與先進國家類
似，後者則類似開發中國家。「發達板塊」
交較多稅負協助「新興板塊」；兩板塊間又
可垂直分工，互相支援。這是最有利於中國
的發展模式，它不是照抄西方民主體制可以
獲得的。
本書又提及，中國經濟崛起並非新鮮事，
它只是恢復歷史的常態。鴉片戰爭之前，中
國應是全球最大經濟體。但因為它是一盤
散沙的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不像
英、法、德、日等國，已經成為現代民族國
家（nation-state）。列強具有當時中國尚不
具備的現代生產力、民族凝聚力和戰爭動員
力，故能打敗經濟產值最大的中國。列強藉
由戰爭、殖民，吸取戰敗國與被殖民國的養
分，發展自己的工業。中國雖大，卻只能挨
打，只能遭掠奪。
痛定思痛後，中國當然把國家的統一、富
強、凝聚當首務。難得的是：「從世界歷史
的角度來看，中國崛起的最大特點就是和
平，對外沒有發動戰爭，對內保持了安定
團結，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非同尋常的奇
跡。」旨哉斯言。

校友動態
◎臺灣駐加拿大總代表令狐榮達離任 赴臺
履新
本校美洲所校友，同時也是駐加拿大臺北
經濟文化代表處總代表令狐榮達陞遷為臺灣
外交部政務次長，令狐校友因此提早幾年結
束臺灣駐加總代表的任期。令狐校友表示，
事先沒有想到會這麼快就離任，在這邊很多
朋友對他非常地支持、熱忱協助，對於此次
的離開相當地依依不捨。回去的工作非常
地艱鉅，負責北美地區和亞太的工作，是一
個相當大的挑戰。外界評論，令狐校友雖任
期短暫，但成績依然顯著。例如：完成臺加
避免雙重課稅協議(ADTA)的初稿文件、協
助簽署臺加雙邊合作備忘錄、積極開拓公共
外交領域，創辦首屆臺加友誼杯高爾夫球賽
等。（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提供）

智慧財產權Q and A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1.（２）店小二認為「智慧駭客三部曲」是
很好看的電影，於是去租原版片，並把這部
電影帶到店裡去播放，讓客人共同分享此電
影的樂趣，請問是否違反著作權法？
(1)沒有吧，因為它使用正版的片子。
(2)有喔，任意放電影給公眾欣賞，是侵害著
作財產權人的「公開上映權」的行為。
2.（１）小艾用手機自創音樂鈴聲，他是否
需要登記才能享有著作權法的保護呢？
(1)不需要，自創作完成就可以受著作權法保
護，不必作任何登記或申請。
(2)需要，自創完成後要作登記或申請，才可
以受著作權法保護。
答案：1.（2）2.（1）

校友曹荻雨：淡江圖書館很棒。曾聽過「大學好不好，看圖
書館就知道。」豐富資源、設備大學四年我要全部用到！

校友盧廣仲：圖書館外號「小SOGO」，提供舒適的讀書環
境，讓我在期中、期末考到臨時，不至於太過焦慮。
文／盧逸峰、王心妤、卓琦、蔡晉宇；攝影／吳國禎
工啟用、更早之前則是使用現在科學館的建築
作為圖書館。

待求知若渴的你來暢飲知識之泉
「來到淡江，就是要享用超豐富的圖書資源
呀！」相信第一次踏入本校覺生紀念圖書館的
人，可能都曾讚嘆幾分「哇！這裡好像五星級
飯店！」、「有書、有雜誌、有光碟…好像百
貨公司呀！」偌大的建築中有著如海一般的圖
書資源、豐富的電子資料及非書資料等，如殿
堂般的大廳等待求知若渴的你，來暢飲知識之
泉。「同學，別再泡網咖、臉書、線上遊戲
了，跟著我們的腳步，來看看怎麼『泡』圖書
館吧！」

說獨有特色館藏
館藏現有圖書逾131.3萬餘冊，電子書則
有230萬餘種，期刊（含電子版期刊）8萬餘
種，非書資料也有13萬餘件。如果以一本書長
20公分來計算、所有的實體圖書加起來長度約
有262公里，相當於從淡水到嘉義這麼遠呢！
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表示，本校圖書館近3年
來，獲科技部補助購置圖書館計畫之經費，充
實了「世界文學正典（7國譯本）」、「生態
文學」，與「旅行文學」館藏，這些主題不僅
提供教師教學研究所需，更成為大部分大專校
院圖書館所沒有的特色館藏。

說圖書館歷史
本校圖書館最初設立於1950年，「覺生」這
名號的由來為紀念首任董事長居正先生的建校
勳績，而取其字命名，除了總館之外、也在化
學館設鍾靈分館、另在臺北校園及蘭陽校園都
有各自的圖書館。目前的總館於1996年9月竣

館藏資源名列前茅
本校不但是企業最愛畢業生的前幾名，在
圖書館館藏資源也是名列前茅！根據教育部

多元化功能

平板電腦

電子資源

邁向智慧圖書館
館長宋雪芳表示，本校圖書館近年來的發
展主軸為空間美化及再造，結合資訊科技應

校友齊聲讚

非書資料

歷史系校友洪孟啟
大學時期的我喜歡往學校圖書館跑，除
了歷史方面，文學、哲學等雜書我都
看。淡江圖書館環境相當不錯，藏書量
豐富，可善加利用。
（文摘自 972 期）

英文系校友王宇平
最常流連的地方是圖書館，很喜歡老書
的味道且讀書空間舒適、館藏圖書又
多，為了繼續使用學校的圖書館，曾經
認真想過要考淡江的研究所。（文摘自 731 期）

中文系校友陳雯津
還是較愛那座很像SOGO百貨的高級圖書
館，只要那天有來學校上課，幾乎都去報
到，就算只去翻報紙也很開心！
（文摘自 613 期）

閱讀達人、讀書好神
聯合推薦閱活區

小檔案
經歷：大學時期至
今曾借閱圖書館
最喜歡閱活區的
1409本書。
氛圍，架上擺滿新
平均使用
書，人有置身書店的感
圖書館次
覺。
數： 2至3
亞洲所碩一盧逸峰 次／週

讀書好神

享受在
圖 書 讀
書的氛
圍，可欣
賞窗外淡水
河的美麗風
景。

（資料來源／淡江時報歷史資料）

館藏量
401.4萬冊
196.1萬冊
154.8萬冊
134.9萬冊
130.1萬冊
129.2萬冊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統計至2014年10月15日）
用，以建置智慧圖書館。同時配合跨領域學
習趨勢，打造空間、技術與資源整合的共享
空間，將學術生產活動帶進圖書館。具體項
目包括了重塑位於館內1樓的24小時自主閱讀
空間、一旁師學櫥窗運用櫥窗展示概念改造
基層服務空間。另新增自助預約借書區，提
供全方位自助借、還書服務，讓圖書館更加
迎向讀者。未來更將重新打造位於館內3樓兩
翼，從原本的矮書櫃轉變成一個學習與研究共
享空間，讓學生在此不僅能借閱書籍、獲取資
訊，更能就地相互討論，營造多元學習與閱讀
氛圍。而明年是總館落成20週年，屆時也將擴
大舉辦世界閱讀日等系列活動，請拭目以待。

畢業生滿意度調查
排名

99學年度

100學年度

圖書資源
4.03 圖書資源
3.88
學生活動或社 3.37 學生活動或社 3.28
團活動
團活動
老師與學生相 3.34 老師與學生相 3.23
處氣氛與互動
處氣氛與互動

（資料來源／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活動特快車
曾舉辦特色主題展、活動
2013年4至6月西洋流行音樂懷舊系
列—黑膠唱片展
2014年11月村上春樹7篇短篇小說導讀
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劇集一起愛
地球-環保議題影片展
2015年3月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紀念書展
2015年3至5月世界閱讀日
2015年5月歐盟週
2015年5月向德國巴洛克音樂大師巴
哈致敬
2015年6月畢業展：獻給社會新鮮人
五部必看最佳片

現正舉辦活動
2015年9月美味小說在餐桌
2015年9至10月草間彌生主題展
2015年9至10月校長愛書，推薦必讀
（資料來源／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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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閱活區展示主題書
籍。仔細一探會發現鮮
少注意卻很有趣的書。

中文系校友林筱婷

大廳宏偉氣派，看起來像百貨公司；軟
硬體設備齊全，身為淡江人真的很幸
運。
（文摘自 684 期）

▼自動借書機。

文／王心妤整理

閱讀達人

英文系校友韋汝

校名
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政治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
淡江大學

截至2015年7月31日，本校中外文實體圖書已增至131.3萬冊

3

年輕時，非常喜歡看書，帶著一杯咖啡，
就可在圖書館待上一整天，終日徜徉於書
海中的知識裡，讓我覺得很快樂。
（文摘自 946 期）

位於圖書館1樓的24小時自習
室，提供了同學們全天候閱
讀、自修的好去處，今年6月
新增了兼具美感與彈性化的弧
形桌面區，提供插座讓筆電也
能在此使用，更提升了自習室
的功能性，營造良好的閱讀環
境。

排名
1
2
3
4
5
6

1
2

日文系校友麥業成

24小時自習室

館內藏書雖眾多，難免還是有
「遺珠之憾」，學校貼心開放教
職員生、校友介購圖書，以一般
通用書為主，每人每月限5冊。圖
書到館時間不定，正常狀況下國
內出版中文書平均購入時間約1
個月，西文書約2至3個月。到館
後，經編目程序後供上架借閱。

推薦介購書籍功
能。曾建議多本日文圖書，一本日
文圖書經審核、編目、上架約三個
月內就可以借到書。

全民英檢秘笈
一、重要字彙
1.旁聽某人的課 sit in someone's class
2.聽說他… He is said…
3.熱情(n.) passion
4.熱情(adj.) passionate
5.百香果 passion fruit
6.火龍果 dragon fruit
7.楊桃 star fruit
8.蓮霧 bell fruit(或wax apple)
9.紀律 discipline
10.上課時 in class

不過，你認為圖書館只能借書、看書
嗎？其實，本校的圖書館具有許多功能
等待你來使用！總館共計9層空間，使用
面積達7千餘建坪，共設有2,856個閱覽座
位、更有研究小間、討論室、網路資源應
用指導室、多媒體資源室等多元化的研究
環境。除圖書閱覽區外、有校史區、非書
資料區及歐盟資訊中心。還有24小時開放的
自習室，讓孜孜不倦者能隨時投身其中。

去年9月於總館2樓大廳增設全國
私校首創RFID智慧自助預約取
書系統，讀者已預約的書籍將擺
在預約書區，透過智慧書架顯示
不同顏色燈號，提示讀者預約書
的架位以便取書。其他讀者也可
在預約書區瀏覽架上圖書，也可
利用查詢機找書、辦理預約。

介購新書

小檔案
經歷：參加
閱讀達人競
賽3次，曾獲
102-1閱讀達
人第10名、103-1閱
讀達人第3名。
平均使用圖書館次
數： 4至5次／週

多功能圖書館

RFID智慧自動預約取書

校內電子資源包羅萬象，使用者
常如大海撈針，圖書館自今年5
月起，推出一站式資源檢索服務
平台，在首頁可同時檢索各類型
圖書資料及訂購電子資源的文章
內容。另外，參考組每學期舉辦
「圖書館與網路資源利用」系列
講習課程，教你快速查詢資料。

全臺灣大專校院「中外文實體圖書」館藏數量排行

統計處「大專校院圖書館統計」，最新統
計，截至2014年10月15日，本校「中外文實體
圖書」項目中共計129.2萬冊，在全國大學中
名列第六；「光碟及線上資料庫」項目中共
計613種、名列第二；「電子書」項目中共計
223.5萬種、名列第五。對此， 館長宋雪芳表
示，本校對圖書館經營的投注相當重視，近年
皆有每年約1億元穩定的購置經費，用於電子
期刊、資料庫的訂閱與新館藏的添購等。

電梯直上到5樓非書資料室，是
淡江人於空堂時段或放學後
消磨時間的好去處，舉凡愛
情、 懸疑推理、喜劇片等各
式非書資料供使用。不僅三五
好友可在館內眾樂樂一同觀賞
影片，若想自己獨享也能外
借，但別忘了4天內要歸還哦！

你知道時下最潮的蘋果電腦，在
圖書館也借得到嗎？自103年4月
起，提供12台平板電腦供免費借
用。由於反應熱烈，時常客滿，因
此於同年9月增購20台iPad Air，凡
本校教職員生憑證至5樓非書資料
室辦理即享有7天租借期。

藏書量很豐
富，新書種
類很多，若有想
借的書通常不
需等太久就能
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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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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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級圖書館

自 動 借 書
機，可以不用
排隊，讓借書變
得更方便。

郭岱宗（英文系退休副教授）
11.榜樣 role model
12.反射、倒影 reflection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朗讀三遍
1.我想旁聽吳教授的課。
I would like to
Professor Wu's class.
2.聽說他充滿了對教學的熱忱。
He is
to teach with great
!
3.好老師永不放棄任何學生。
A good teacher does not
any student.
4.上課時，要愛和紀律並重。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愛情是大學生活裡的必修學分，戀愛更是
人生大事，我們很容易對愛充滿著憧憬和幻
想，但每段愛情故事的結局真的都是「王
子、公主從此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根據
台灣大學社工系研究顯示，有近六成的大學生
自陳曾經遭受或施以暴力，約會暴力發生率偏
高，我們談戀愛的同時更需要注意人身安全！

什麼是約會暴力？
也許你認為「打是情、罵是愛」、「隨時
隨地報告行蹤是關心」、「被強吻是一件浪
漫的事情」，但其實都是錯誤的觀念。約會暴
力指的是在兩人交往期間發生的暴力事件，包
含了肢體、心理及性暴力。肢體暴力指當事人
身體上有明顯、可辨識的傷痕或瘀青，施暴者
一般的施暴手法包括：拳打腳踢、拿東西丟
人、拿武器傷人、用熱水燙人等；心理暴力是
言語上的辱罵、跟蹤控制、破壞毁損等的手
段，對方企圖藉由各式各樣的手法讓你產生畏
懼，例如：限制你與朋友的往來、與父母的聯
繫，或是對你進行情緒勒索，以殺死寵物威
脅、恐嚇，甚至是以死相逼等；性暴力是在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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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意願下，脅迫發生的性行為或性活動。一般
而言，心理暴力與性暴力，外人是最難辨識
的，甚至因為社會的價值觀，「家醜不可外
揚」等觀念影響我們，使我們難以把親密關係
暴力向朋友或專業人士求助。

我該怎麼辦？
當你發現自己處於暴力關係中，你可能會
不安、焦慮、恐懼，甚至是憤怒。若此時與
對方理論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會很容易激怒對
方，更可能發生不可預期的後果。反之，我
們應冷靜處理，不要做過多的反應，像是罵
人、反擊，先保護自己，再試圖讓對方平靜下
來。接下來找機會離開或聯繫可協助的朋友
來幫助你離開現場，若一時找不到朋友，可
撥打校安中心，24小時緊急聯絡電話：0226222173，會有值班教官能夠協助你。其
實，被一個我們曾經愛過的人施以暴力對
待，是一件很沉重、難以接受的事，心裡受的
傷比身上的傷來得更痛，這時候我們更需要朋
友的支持或專業的協助，協助我們面對事情。

我的朋友發生約會暴力，我可以…
暴力是有一套固定的循環模式，不會只發生
一次。當你周遭的朋友與你提起相關狀況，首
要確認的是其人身安全、與朋友討論安全計
劃，也就是說當暴力事件再度發生時，朋友的
處理如何？你們更可商量一個暗號，作為一
個求救訊號，供必要時使用。若朋友向你求助
時，你以責備的態度對待，像罵他蠢、罵他
笨，十分容易阻礙朋友對你求助的可能，相
反，若你能多一點包容和接納，主動關心朋
友，也許可以阻止一場悲劇發生。
一段健康的愛情關係必須建立於尊重與信
任，或許約會暴力是愛情關係中的極端例
子，但告訴我們的是在愛著對方的同時，也千
萬不能忘記自己的價值，希望各位都能拋開錯
誤觀念，談一場健康又安全的戀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