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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緊急時代來了
導讀／中文系教授 高柏園
2020年臺灣似乎有護國神山的庇佑而免於
風災之苦，但是我總覺得這應該是氣候變
遷下的結果。
本書原名是《無法居住的地球——暖化
後的生命》，大分為四部分，首先拉出最
後的警報，可謂起。接著說明警報的內
容，此是承。對問題分析的結果顯示，問
題並非氣候本身，此為轉。最後提出解決
方案，是為合。全書行文流暢簡白，時時
提供數據以為佐證，委實讓人不得不對環
境氣候問題感到憂心，甚至有些許的絕望
感。嚴格來說，氣候只是氣候，無所謂
「危機」，而是氣候變得不適合人的存
在，此時乃有危機可說，危機來源正是人
類的消費主義與資本主義。
有關氣候危機的內容，你我大多耳熟能
詳。諸如致命熱浪、糧食短缺、洪水泛
濫、野火蔓延、淡水枯竭、海洋垂死、空
污危機、氣候瘟疫、經濟瓦解、氣候戰爭
等，都是迫在眉睫的挑戰，而COVID-19、
澳洲大火、大陸水患等，也在電視螢幕上
向我們一一揮手致意。然而最大的問題倒
不只是這些現象，而是我們未曾正視現象
背後的真正原因，甚至避而不談、視而不
見。羅馬俱樂部曾推出《四倍數》一書，
意指如果我們要免於地球環境加速崩毀，
至少需要四個地球的資源，或提升四倍的
資源使用效益，而這二點其實都無法實
現。何以如此？正是因為對警惕的冷漠、
虛無主義與無知的自滿。強調刺激消費、
利潤優先的資本主義社會，不但控制人的
消費習慣，同時也大肆加速破壞環境，並
改變了原有的民主制度架構與運作模式。
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但人類卻有太多步
調不一致的國家，太多唯利是圖的資本市
場，太多制約人類的科技發展。本書最後
提到人類是否暫停進步的追求，更強調倫
理道德仍是人類自救的唯一希望。而倫理
道德正是文化習俗與教養的成果，也是我
們應該予以優先正視的重要課題。

校友動態
林健祥校友分享疫後全
球布局的關鍵行動建議
宗瑋工業董事長林健祥校友應台新銀邀
請，於10月20日出席中小企業創新論壇，
以「疫後世界 台灣中小企業的關鍵行動」
為題進行分享。林校友以自身實務經驗分
享宗瑋工業的轉變過程，及運用數位工程
加速各項產品開發時程並邁向智慧製造，
並建議中小企業更應具備全球競爭化的視
野、建構當責式企業文化及創新思維，以
全面提升全球競爭實力。林校友畢業於本
校化學系，為第25屆金鷹獎得主，目前擔任
中華民國淡江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資
料來源／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智慧財產權Q&A
◎試試看您能不能答對：
1.（ ）到攝影展上，拿相機拍攝展示的作
品，分贈給朋友，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2.（ ）小花使用翻譯軟體將一篇英文文章
翻譯成中文，小花對該篇文章有著作權。
3.（ ）著作權包含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
權二種。
答案：1.（○）2.（X）3.（○）
1.使用翻譯軟體所翻譯之文章不具原創
性，非屬著作權法所保護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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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活動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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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史館暨張建邦創辦人紀念館

展開新舊時空對話
文／鄭少玲、攝影／游晞彤、林薏婷
校友慨捐 瀛苑改建為校史館
淡江大學今年創校70週年，在這第五波「超
越」之際，將原本興建於民國50年寒假的瀛
苑，改建成「校史館暨張建邦創辦人紀念
館」，除了揭示校史館為本校成立以來之校史
資料典藏和保存史料的場所外，也展示張創辦
人建邦博士的人生重要經歷，呈現本校之校務
發展來展現傳承與創新功能。
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說明，該館的前
身瀛苑建於英專時期，為接待海內外蒞校與會
嘉賓，興建別墅型二層樓的樓房來作為校外人
士的招待場所，而庭園中的蓮花池是由49學年
度畢業生們贈獻學校之紀念品；這次的改建獲
得大陸校友聯誼總會總會長莊文甫、中華民國
校友總會理事長林健祥、海峽校友會會長黃天
中、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陳進財、系所友
會聯合總會總會長莊子華、企管系校友暨達多
科技總經理張瑞峰、雙喜營造負責人邱宏章、
淡江大學董事會董事簡宜彬、水環系校友暨永
大機電集團董事長許作名、菁英會會長江誠
榮、中華民國校友總會副理事長王新財等校友
的支持捐款，改建為「校史館暨張建邦創辦人
紀念館」，讓這承載淡江人共同回憶的瀛苑，
持續肩負承先啟後的傳承使命。
宋雪芳指出，這次整修分為外觀、內裝、周
邊環境三大部分，整體是採維持舊觀、內部不
更動原空間格局的方向進行整修，將原車庫之
處改為校史館入口、增設外掛式的無障礙環境
電梯、增設區域外牆鏡面鋼板，藉由反射周邊
的綠蔭，讓建築體與校園綠色環境融合為一，
也如時光隧道般進入歷史回顧和對未來想像的
意涵；而周邊環境也整修成文學步道，連接至
覺軒花園、宮燈教室，讓參觀者能藉由導覽步
道，前往校史館暨張建邦創辦人紀念館。因
此，一樓為校史館，二樓為張創辦人建邦博士
紀念館的展示安排，宋雪芳解說如下。
一樓空間規劃 呈現淡江建校風貌
一樓校史館是呈現淡江自建校以來各時期的
軌跡與樣貌，包含「校園空間轉變」、「三
化」、「歷任董事長」、「歷任校長」、「淡
江人故事牆」、「大學即知識」等內容，從新
入口走入校史館，右側牆面題有本校「樸實剛
毅」校訓，藉以提醒淡江人應秉持此校訓，以
成為淡江人生活的目標和精神；接著題有捐款
芳名錄展示牆，以感念校友對母校的熱愛。
校史館主要是以資訊圖表呈現本校的成長過
程，以「五波」作為大事紀書寫基礎，索引重
要事件來說明和記錄本校各波段發展，這裡會
看到將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三化以海報圖
文和索引事件呈現三化發展歷程，同時也展現
張創辦人對校務發展的遠見，以三化成為本校
的教育理念和校務推動方針。
進入館內，會看見以大事記時間軸展示本校

多益大勝利
●張淑芬（英文系助理教授）
試試您能答對幾題？
1. No fees, no
— Your money stays your
money as long as your account reflects a positive
balance.
(A) cashiers (B) minimums (C) depression (D)
forecasts
2. The tickets for the concert were
within
two hours of going on sale.

的發展歷程，這裡可以看到校園空間的轉變、
五波中重要事件、並播放「淡江人‧淡江事」
微電影，藉由「人」與「事」的結合表達「淡
江」的故事意象，發揮淡江人的精神。宋雪芳
分享，淡江大學地理位置特殊，位處五虎崗第
四崗，號稱是「最美山崗」，這70年來地景地
貌不斷變化，這次邀請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及
其學生團隊共同繪製校園全景畫作，並有秘書
處專員馮文星所提供歷年累積的各式各樣攝影
照，包含發展迄今的淡水、臺北、蘭陽、網路
四個校園，以每10年為區間來呈現出淡江70年
來地貌景致的變化。
校史館的大廳中央將展出「浩浩淡江」的船
形雕刻作為校史館的焦點，並定時播放校歌讓
參展者藉由聽覺饗宴深刻感受淡江精神與情
懷。展廳的另一邊展示歷任校長、董事長，以
及遍及海內外27萬名校友的照片，將分成3個
子題展示，一是本校英專、文理、淡江首屆畢
業照，紀錄淡江大學與校友的共同成長；二是
展出李雙澤所作〈送別歌〉歌詞，以「我送你
出大屯」的歌詞中，寓有學生自淡江畢業即為
校友，表達本校對畢業校友的關懷與祝福之
意；三是展出畢業校友在業界傑出表現、回饋
母校等各樣交流活動，展現淡江人凝聚力。宋
雪芳提到，這是主要呈現「淡江人」，除了歷
任校長、董事長外，淡江校友遍布世界各個角
落，如今藉由校史館的整建，期待能將這些島
嶼內外的校友串起一張網絡，因此規劃從畢業
照、母校祝福、畢業校友的活動紀錄之3個階
段串連一起，顯現淡江大學與淡江人的成長。

一樓校史館將呈現本校建校70年以來的軌跡
樣貌。（攝影／游晞彤）
大學即知識區 呈現淡江知識力
穿過三化區，即進入「大學即知識」區域，
這裡是展示淡江大學出版的各式出版品，包含
1978年起推動淡江講座，收錄當時所邀請國內
外各領域菁英學者蒞校演講內容、歷年「教
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所引介重要文章、翻譯
各類文章並集結成書的「淡江譯叢」、1975年
籌辦國內第一本專門探討未來趨勢的《明日世
界》雜誌等重要出版品。宋雪芳表達，這是同
仁們盤整、整理淡江大學建校70年來的相關出
版品，本校創辦淡江英語專科學校、改制文理
學院、正名為淡江大學，都顯示出本校對知識
力的追求與傳承，透過出版品實體展示，讓參
觀者看見本校重視閱讀的影響力。
(A) snapped up (B) deal with (C) get through
(D) talk to
3.Because the employee failed to close a deal with
a big corporation, he
a pink slip in his pay
envelope nowadays.
(A) get (B) gets (C) got (D) will get
4.The company
to deliver the orders within 24
hours of receiving them last week.
(A) promise (B) promises (C) promised (D) will
promise
5. The manager was severely
for negligence last
month.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同時，宋雪芳感佩創辦人高瞻遠矚，在當時
就提出「知識爆炸」、「高等教育的核心在世
界的理解」等理念外，進而思考如何透過知識
學習來面對世界變局，以「明日世界譯叢」、
「淡江講座」與前瞻趨勢閱讀分享、創辦《明
日世界》雜誌等出版實踐，都開啟淡江師生在
全球視野與科技知識的學習，並成為淡江大學
治校的重要傳承。因此，2018年本校創辦人張
建邦博士暨張姜文錙伉儷捐款3億所成立的專
戶基金孳息，提供本校設置熊貓講座之用，將
邀請國際大師蒞校擔任講座學者，迄今已邀請
17位國際知名大師級學者蒞校演講，以持續刺
激淡江國際學術風氣，
累積學術新能量。
1973年張創辦人榮獲
美國艾森豪獎學金，以
臺灣青年領袖之姿赴美
深度交流參訪183天，
在美期間，張創辦人透
過書信持續關心校內事
務，這裡將展出張創辦
大學即知識區將展 人珍貴的親筆手稿，可
出本校重要出版品。 以看出信件內容皆談及
（攝影／林薏婷）
張創辦人的三化教育理
念、赴美考察交流的心得報告。
二樓空間為張創辦人建邦博士紀念館
二樓為張創辦人建邦博士紀念館，張創辦人
對國家社會有諸多貢獻，曾於1969年至1989年
擔任臺北市議會副議長、議長，而後出任交通
部部長、總統府資政等政府要職，以讀書人
胸襟經世濟民，及高瞻遠矚的智識投身教育事
業，培育高教人才不遺餘力，規劃「創辦人事
略」、「以淡江為基地的高教實踐」、「親
愛的家人」、「校園大家長」、「隆情五虎
崗」、「從知識到視野」主題，以影片、照
片、年表記事、文字作品、各階段重要文物等
內容，完整呈現張創辦人的卓著貢獻。
二樓展廳中央將播放張創辦人紀錄片外，並
有張創辦人各階段重要的照片、文物，如議會
時期所使用的議事槌、曾獲得總統勳章殊榮，
並展示張創辦人的著作，以多元角度記錄創辦
人的生平記事。在原書房處展出「從知識到視
野」主題，該牆面以「世界大地圖」呈現張創
辦人接受艾森豪獎學金出訪美國183天的一萬
五千里路程和交流地點，該圖源自於張創辦人
所著之《我與艾森豪獎金》一書，他記錄著當
時美國的社會、教育、都市行政、交通等內
容。在這趟知識之旅中，張創辦人拜訪重要的
人士並帶回許多寶貴的經驗，除了教育之外，
更擴增於社會發展、政治經濟、都市發展等領
域的最新視野。宋雪芳表達，因此以「前瞻、
情懷、洞見與學習力」作為規劃重點。
「從知識到視野」除了回顧張創辦人在美國
(A) criticism (B) censored (C) criticize (D)
censured
【答案及解析】
1.【答案】(B)，本題測驗字義。空格後方提
到，只要帳戶呈現正平衡，錢就能穩定地存於
銀行中。可知該儲蓄服務無須費用及存款最小
限額minimum，即選項(B)。
2. 【答案】(A)，本題測驗片語 (A) snap sth. up
表示「搶購」。題意為「音樂會的票開始出售
後，二小時內就被搶購一空」。

出訪時所經歷的知識衝擊外，也藉此表達張創
辦人長期關注高等教育的發展，張創辦人吸收
新知，勤於將所知轉變為演講與著述，並將新
知趨勢、教育哲學、理念引介到高等教育的經
營實務，在淡江大學中呈現出張創辦人在社會
實踐的影響力。而二樓西洋式陽臺曾是接待外
賓的重要場所，可視為是本校國際化的重要發
展里程碑，將200多份膠卷底片回溯建檔，讓

二樓張創辦人建邦博士紀念館一隅可看見淡
水校園景色。（攝影／游晞彤）
一張張的老照片，道出一則則的淡江故事。
歷經一年籌備 校史館即將啟用
宋雪芳表示，校史館暨張建邦創辦人紀念館
自去年開始籌備，與建築系副教授黃瑞茂、董
事會秘書黃文智、秘書處專員馮文星、典藏閱
覽組組長石秋霞等人共同研議討論下，歷經至
少30次的正式會議、同仁閱讀大量校史文獻資
料進行整理，這期間不斷的模擬、儘可能在有
限的空間內呈現最完整的淡江大學校史面貌，
也讓校內師生、校友了解和緬懷張創辦人的卓
著成就。宋雪芳希望，藉由此校史館暨張建邦
創辦人紀念館的興建完成，讓觀展者深入了解
校史典藏的內容與歷史淵源，該館將於70週年
校慶慶祝活動中登場，於11月7日下午4時舉行
啟用典禮，歡迎校內師生前往參加。

籌備期間，在這203會議室歷經至少30 次正
式會議，討論瀛苑的改建。（攝影／林薏婷）

該館周邊環境也整修成文學步道，連接至覺
軒花園，讓觀者前往參觀。（攝影／林薏婷）
3. 【答案】(C)，本題測驗時態。根據語意空
格應填（C），close a deal表示「成交，做成
生意」; a pink slip解僱通知書。題意為「因
為該名員工無法與一家大公司做成了一筆交
易，他接到解僱的通知」。
4. 【答案】(C)，本題測驗過去式。題意為
「上週公司承諾顧客在收到訂單的二十四小
時內會送出訂貨」。
5. 【答案】(D)，criticize及censure動詞表示
「批評，批判；指責」，本題必須使用被動
式。
編輯／林薏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