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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曦資訊獲獎頻頻 展現絕佳實力

　 素 有 資 通 訊 科 技 界 「 奧 林 匹 克 大
會」的美譽的「2017世界資訊科技大會
（WCIT）」，日前在臺北舉辦，程曦資
訊整合股份有限公司於會中獲得ASOCIO
亞太區卓越組織營運獎，也是台灣唯一
獲得此國際獎項的企業。而程曦集團子
公司-程高資訊亦拿下「最佳客服技術支
援」獎，顯示臺灣企業卓越的資訊服務應
用整合能力，獲得全球評審一致肯定。另
程曦資訊亦於2017第三屆學習科技金質獎
榮獲「平台工具軟件金質獎」、「機器人
與STEM/STEAM教育課程優質金質獎」以
及「平台工具軟件卓越金質獎」等三項大
獎，是唯一同時獲得三大類獎項的得獎單
位。總經理張榮貴(本校資工系校友)對於能
獲得這些獎項表示深感榮幸，並期待在未
來持續研發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帶領臺灣
走入國際市場。　（資料來源／校友服務
暨資源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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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局限裡實現願望，這是建國中學國文
老師凌性傑的自我期許。他身處體制之
中，渴望自由、厭惡束縛的個性必須收起
來，只能在妥協中發現可能。他知道國、
高中生的語文教育，不可能在每週幾堂國
文課、每學期讀幾篇選文就可以達成目
標，何況語文教育還肩負著國高中生藉由
聯考走向志願人生的重責大任，因此，在
有限的課堂教學之外，提供學生充足而豐
富的課外讀物，便是這本《陪你讀的書》
在局限中尋找希望的初衷。
　如同本書副標題——從經典到生活的42
則私房書單，本書分為三輯，第一輯「黃
金時代」介紹文學名家及重要作品，國文
課本裡的選文自有編選者的品味，若說是
經典則可能有異議，但在本輯中介紹的名
家名作如蕭紅、沈從文、張愛玲、朱光
潛等，凌性傑試著理解這些作家身處的時
代，以求更加貼近作品精神，這些作品曾
經安慰了許多困頓的心靈，或許也可以幫
助現代學子安頓身心。
　第二輯則介紹當代作家的近作，包括李
永平、張讓、焦桐、郭強生等當代作家，
可說是一位高中國文老師與文學作品的對
話。第三輯「生活的重量」則介紹翻譯
書，包括巴爾加斯‧尤薩、大衛‧班尼歐
夫的作品，雖然不是大眾熟悉的名家名
作，但閱讀翻譯作品，能讓我們看見他方
的生存境地，以及照見最真實的人性。
　現實人生，到底為什麼需要文學？凌性
傑說：「文學提供一處心靈棲居之所，讓
人可以依靠、可以歇息，可以在累的時候
想像未來。」這42本書，42位作者，以及
從這42本書延伸出去的相關書籍及電影，
組成了豐富、瑰麗的文學世界，能讓你在
喧囂紛鬧的生活中，找到一個安靜的角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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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緣起
　「從以前開始便對國際事務感興趣，也覺得
臺灣對外的外交關係非常重要！」大學讀臺大
政治系國際關係組的王高成，喜愛研究國際關
係，在出國留學申請的學習領域也以國際關係
為主，持續朝這個目標努力。他希望能對國際
關係的現象做深度分析、對於各國外交政策深
入了解，並關注其對當前國際安全、政治經濟
發展走向的影響。尤其是臺灣位處東亞地區，
所以主要致力於了解亞太地區的政治發展，希
望透過這些研究，對議題深入了解，並期望能
夠從學術發展角度，藉由相關的研究，對於國
際關係理論或亞太地區形勢發展，找出專業的
研究成果、對學理上發展有所貢獻。

研究領域
　研究亞太相關內容，王高成說明首先著重在
美國對於亞太地區，尤其是兩岸的外交政策。
美國是目前最強大的國家，從國際政治研究的
角度來說，大國的外交政策通常會影響國際事
務的發展；其次是關切中國大陸外交政策及亞
太外交政策走向，因為崛起大國往往對地區影
響頗深，不容忽略。他不僅著重於中美關係的
研究，觀察雙方互動發展，在亞太區域，也關
心屬於亞太地區一環的兩岸關係，彼此的相互
政策及衍生的影響與後續發展。另外如朝鮮半
島的核武問題，南海地區的主權爭議，關係亞
太地區的形勢發展，也都成為關切的議題。
　談到未來趨勢走向，王高成提到，首先是美
國基於自身國家利益及自我期許，希望持續扮
演一個領導性的角色。例如歐巴馬提出「亞太
再平衡」的戰略，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美
國為了維持這樣的一個情況，持續增加在此區
域的兵力進駐，同時加強與盟邦的關係，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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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相輔相成，互有關聯而平衡的發展。

王高成 掌握情勢建言布局 

   ●李金安（英文系講師）
【試試您能答對幾題？答案及解析將刊載於
1062期淡江時報網站中。】
1.There should be nothing exclusive or secret 
about＿planning.
(A) strategies (B) strategist (C) strategic (D) 
strategize
2.The store has grown so rapidly that its owner 

is planning to set up one branch in Osaka and＿in 
Sapporo.
(A) another (B) one another (C) other (D) each 
other
3.Having looked at the sales figures for last year, 
there seems to be＿of a discrepancy in the third 
quarter.
(A) nothing (B) something (C) everything (D) 
nothing
4.You have to fill out the tax form＿to the 

contract you received on the first day.
(A) attaching (B) attach (C) attached (D) 
attachment
5.Barcelona is＿the “best beach city” in the 
world by National Geographic.
(A) considered (B) considering (C) considerate (D) 
considerable
6.MICROMINE is＿to announce the release of 
Pitram 4.9, the latest version of their leading fleet 
management and mine control sol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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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本、南韓、澳洲、菲律賓、新加坡，甚至
其他東南亞國家。其次在於中國大陸持續的崛
起，除了影響力攀升，同時引起美方關注，疑
慮中國大陸將挑戰其領導地位。再來則是合作
與衝突並存，中國大陸的國力提升後，雖與周
遭國家的經貿關係大幅度提升，但在領土的摩
擦也漸漸浮現，如釣魚臺（日本）、南沙群島
（菲律賓、越南），甚至是兩岸之間的關係。
而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也更形為複雜，呈現制衡
與合作並存的微妙態勢。最後我們可以發現這
個區域的經濟整合度越來越高，有亞太經濟合
作會議的組織如APEC、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
展協定CPTPP，或者是東協高峰會所辦的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皆可看出亞太
地區的經濟整合正在增加當中，然而臺灣在僅
參與一個組織的情況下，相對形成壓力。

產學合作
　對國防部委託之研究計畫「21世紀美中權
力移轉可能性及其對亞太區域安全情勢之影
響」，王高成說明，「此案件屬於預測性、前
瞻性研究。」為從現實上來看，基本上國際政
治還是由大國主導，所以中美關係的變化一直
是學界及各國政策的實務界特別關心之議題。
歷史上發生大國權力轉移或者實力相近時，往
往會伴隨著摩擦與戰爭，對當時的國際政治產
生重大影響，如二次世界大戰，都是因為德國
崛起挑戰當時英美的國際地位而起，所以對於
中美21世紀的關係，國防部也相當關心對亞太
地區及對我國防及安全可能形成影響與挑戰。
研究面臨的最大問題是該如何評估美中未來的
國力，因為不同機構有不同的資料與預判，所
以如何選擇資料與論證是需要謹慎選擇的細
節，以提供可能發展方向給政府參考。另外國
際關係走向，除了國力之外，決策者的意圖研
判也很重要，王高成強調，「這也不容易預

估，中國大陸政治領導任期5-10年，相對穩
定，但美國若發生政黨輪替，想法與做法就不
一樣，這是必須克服的問題。」
　他也說明如何克服困難，除了審慎選擇具有
公信力的機構所提供的資料加以運用，如在經
濟上選擇世界銀行跟國際貨幣基金會的資料；
另外則會邀請專家訪談，評估、預測美中雙方
的政權發展，甚至是對彼此政策的可能走向，
再加上研究團隊的研判，來確認美中之間會採
取什麼樣的政策。
　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委託之研究計畫「大
陸在南海策略作為對兩岸關係之影響與我因
應建議」，王高成則指出，我國掌控太平島，
是南海主權的聲索國，中國大陸在南海擴權的
作為，都會影響各個聲索國權益。中國大陸頻
頻提出兩岸攜手合作，共同維護南海主權，他
解釋是因為中國大陸繼承了中華民國當時對於
南沙群島的主權看法，所以也變成兩岸關係的
一部份。同時美國也很關注這個地區，而且與
大陸形成競爭的態勢，想當然爾，美國也不希
望臺灣與中國大陸過於親近。假使臺灣與中國
大陸共同維護南沙群島的主權的話，可能會影
響到跟美國之間的關係，甚或與相關東南亞國
家之間的關係。這是在研究時所會面臨到的問
題。研究團隊在進行研究時，必須考量到相關
國家的政策及立場，不可只看兩岸關係或者與
美國的關係。臺灣除了要維護主權的立場外，
我國在當地區域安全的利益，包括漁民、進口
或輸出資源都會經過南海地區，須注意相關的
影響。所以臺灣沒辦法與大陸合作，也不能只
接受美國的主張，要採取獨立自主的研判來推
動政策。再者，我國的國力有限，無法派駐大
量兵力至太平島或者南海地區的巡弋，所以也
希望南海地區的爭議能透過一個和談、協商的
方式來加以處理。只是很遺憾，目前處理南海
問題的多邊機制，多半由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
家來處理，這也是臺灣需要突破的地方。

　同時執行兩個計畫時，因受限於行政工作的
時間限制，王高成便透過組成研究團隊讓研究
生協同參與，他認為研究生受過相關的學術訓
練，可以幫忙進行資料的蒐集，而研究觀點形
成時，也能夠透過探討來集思廣益，就各章節
的內容及最後的撰寫是有幫助的。而研究生在
參與的同時，也能得到相當豐富的學術經驗，
因為資格的限制，他們無法自行承接委託計
畫，所以教授運用既有的基礎，擔任計畫主持
人，取得研究案競標，然後在研究案的研究設
計、內容定位、觀點形成、資料蒐集上讓研究
生協助處理，除了將所學實際運用，還能參與
國家委託的研究案，對學術能力的提升跟經驗
的累積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研究展望
　王高成提到，「我的升等著作《柯林頓時期
的中美關係研究》，花了許很多心血，在中央
圖書館，政大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蒐集影印
相關資料，但進行到一半，接下國際事務與戰
略研究所所長一職，一方面要兼顧行政的工
作，一方面又不能中斷著作的進行，這時就得
靠毅力了！」他認為做研究要有所堅持，「學
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學」可以擴大至升
等、學術著作 ，更要因此維持熱力及融入思
維，如果不夠堅持及專注，可能會因為這些原
因而耽擱，一旦耽擱就很難再維持，完成好的
研究或著作，因此他認為對研究要有所堅持並
且規律、持之以恆的投入。
　對於研究與教學間的平衡，王高成表示，研
究是本務，要持續閱讀材料，發表研究成果，
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教學也是本務，要學以
致用，將知識傳授給學生。他很高興教授的科
目與研究領域能達成一致。未來希望持續研究
國際議題，關注美中台三邊互動，同時對現象
提出更好的解釋與預測，提供更具體可信的政
策供政府參考，以因應複雜的國際關係變化。

　今年18歲的大學新鮮人Vivi，在社團聯誼活
動時，認識了一個學長。兩個人聊的很開心，
也互有好感。加上學長的浪漫攻勢，很就讓
Vivi很快陷入愛情之中。只是交往不到3天，
學長說要帶她去自己的套房。萬萬沒想到那天
是心碎的開始...
　那天，男友準備了酒和蠟燭表示要慶祝交
往。於是，拿一件性感的護士服送給Vivi，
希望她換上。雖然Vivi有點猶豫，但性感的模
樣，仍讓男友招架不住。要求Vivi擺出挑逗的
姿勢，還拿出相機要拍照。Vivi不解男友為何
要拍照？男友只說想留個紀念並記錄妳性感的
時刻，以後會刪掉。男友忽略Vivi的意願，只
說你愛我的話，應該會想讓我開心。拗不過男
友的Vivi，只能默許拍了很多不同姿勢和裸露
的照片和性愛的影片。
　漸漸地，Vivi發現這段親密關係裡，不但沒
有自己，而且難受大於快樂。Vivi害怕又羞
愧，想告訴好朋友自己的遭遇卻欲言又止。沒
人了解她的痛苦，但一個人承受這些恐懼真的
很可怕。終於，Vivi鼓起勇氣告訴男友：分手
吧！只是男友說：妳敢分手的話，我就把妳的
照片放到網路上還有社團裡。Vivi說：你怎麼
可以這樣!趕快把照片和影片都刪掉！
　Vivi不知道這些照片影片成了報復的手段和
工具，且被上傳到網路分享給其他人。更可
惡的是前男友把自己的臉打馬賽克，卻讓Vivi

赤裸地在網路流竄。直到有一天，Vivi收到紙
條，上面寫著「妳身材好好，給約嗎？」才想
到是否被外流。只是Vivi受到的不是安慰而是
周圍同學的輕蔑、批評，再次在她的痛上，狠
狠地撒鹽。她既痛苦且憂鬱，再也不想去學校
上課，甚至有自殘的行為。
　像Vivi這樣的遭受裸照外流的受害者不計其
數，仍有許多人因為害怕而不敢求助。根據婦
女救援基金會的統計，幾乎每兩天就有一個
案例，去年接手的案件就高達300多件（不含
黑數）。裸照外流或性愛影片外流是大家熟
知的說法，它就是「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指的是未經同意散佈私密影像，像是播
送、張貼、以任何方式讓第三人觀賞性交或裸
露性器官等私密的照片影像，甚至以這些作為
威脅。
　這是一種犯罪行為且大多發生在各年齡層的
親密關係之間。特別是因雙方分手或關係破裂
後，被其中擁有影像的一方用來威脅、報復、
毀損名譽、破壞人際關係等目的並加以散播。
故事中的Vivi是大學生，但可能是任何人。也
可能是因為各種原因而答應了對方的要求。但
真正做錯的是散播者，而非受害者。但我們常
不小心就把責怪的箭射向受害者，罵他們為什
麼要拍？要拍就不要怕被看啊！你為什麼不把
這個人看清楚？但其實我們可以幫助另一個寶
貴的生命與靈魂而非再次傷害他/她。
　當我們看到有他人類似的影像在網路流傳
時，我們可以這麼做：
1.呼籲阻止繼續流傳 2. 主動刪除相關影像 
3.積極提出檢舉申訴 4. 加入聯署發揮公民力量
　若是你或你的親人朋友正面臨這個問題，可
利用婦女救援基金會的資源尋求支持與協助：
●求助網站：
http://advocacy3.wix.com/twrf-antirevengeporn
●求助諮詢專線：(02)2555-8595分機31、32
●服務時間：
　周一至周五9:30~12:30、13:30~17:30

裸照性暴力留下傷痛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　王高成
學歷：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博士
專長：國際關係、美國外交政策、亞太區域安全、兩岸關係
經歷：國際研究學院院長、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教授、
　　　國民大會代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期刊論文：
2017，中國大陸發布《中國的亞太安全合作政策》白皮書的意涵，
展望與探索 15(2)，頁 23-29。
專書之單篇：
2017，〈川普政府的美中關係觀察〉，《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的新形勢與挑戰》，時英出版社，2017 年 6 月 5 日出版。
研討會論文：
2017,The US-China-Taiwan Relat ions under the Trump 
Admin i s t ra t ion ,  C ross-Pac i f i c  Dynamics :  Po l i t i c s  and 
Security,2017/06/21~2017/06/22.
近期參與研究計畫
大陸在南海策略作為對兩岸關係之影響與我因應建議。（2015
年 09 月 -2015 年 12 月）
更多學術研究內容，請至本校教師歷程系統以「王高成」查詢
（http://teacher.tku.edu.tw/）。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A) pleasant (B) please (C) pleasing (D) pleased
7.Because our culture is customer-centric, 
you're encouraged to take the＿in helping our 
customers secure their financial future.
(A) physique (B) initiative (C) appreciation (D) 
commensurate 
8.Major Alfred Rose was the first African 
American＿was hired in the police department 
in Amherst County, Virginia. 
(A) who (B) with whom (C) that (D) to w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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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為臺美陸三方關係示意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