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來學所教授陳國華：過去與張創辦人的相
處機會不多，稍嫌遺憾但很榮幸今天能和大家
分享，我眼中的創辦人是如何經營淡江校務。
創辦人是位相當重視學術研究的高等教育經營
者，他基於未來化的教育理念，大力支持未來
學所的新專業與新議題的研究開發，並邀請國
際知名未來學學者專家到校舉辦未來學論壇和
研討會等，同時鼓勵增設未來學展示區，他的
支持是本校未來學發展最堅實的後盾。
　我始終記得，在未來學展示區開幕的當天，
創辦人在展板上寫下的事：「關於未來不是預
見而已，還要有辦法把它變成可能。」創辦人
不會因為未來學推動不易便不重視，他反而認
為，最好的未來就是從現在創造出來的，讓淡
江的未來學發展有更多的可能。
　張家宜董事長曾經說過：「創辦人對知識的
渴求近乎貪婪。」他以身作則持續學習，只要
與創辦人逛書店，看見他拿起書的雀躍表情，
便知道他對於汲取知識的渴望，而每當寒暑假
期結束後，同仁辦公桌上都有一疊創辦人指定
書本，藉此鼓勵同仁學習來拓展視野。
　本校設有黑天鵝展示廳，「黑天鵝」的起源
是來自《黑天鵝效應》，其寓意泛指「過去從
未發生過，但其影響會非常劇烈的事件。」這
就是未來學存在的必要，對當下、事前被視作
不可能的事件，進行預測和準備。當創辦人推
薦我閱讀《黑天鵝效應》等相關研究書籍時，
不但讓我收穫頗多也對未來學研究獲得信心。
　一想到創辦人，耳邊都會響起從他的辦公室
傳出爽朗笑聲，我想每個人都可以從他身上找
到學習典範，因為他是位令人景仰的好長官。
　張家宜董事長：現場、線上師生、校友們，
大家好，今天是「張建邦創辦人紀念座談會」
活動的第三天，也是張創辦人逝世4週年當
日，2019年5月24日在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有蓮
廳舉辦「創辦人張建邦博士逝世週年追思演講
會」及覺生紀念圖書館「至誠不息-張創辦人
建邦博士逝世週年紀念展」，當時曾以「具遠
見創新的領導者、尊重專業提倡自由學風、博
學好聞樂於分享、建設軟硬體資源、知情重
義、高EQ」總結張創辦人的6項特質。2020年
校史館落成，拍攝「給未來的你」影片，彰顯
張創辦人研究未來學的遠見。連續三天的活動
令人備感溫馨，往後每年可在校史館內以不同
形式舉行紀念會，相信張創辦人在天之靈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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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看您能不能答對：

1.（　）學生欲重製老師上課之ppt簡報資
料與同學分享，若係重製所有ppt內容，須
徵得該簡報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

2.（　）把別人的英文小說翻譯中文並出
版，應取得原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同意。

3.（　）哥哥買電腦，叫老闆順便灌入盜版
軟體，是違反著作權法的行為。

4.（　）演講內容是語文著作，同學要錄音
前要先徵求演講人的同意！

答案：1.（○）2.（○）3.（○）4.（○）

　2013年出版的《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
的巡禮之年》，破除了文壇盛傳的兩個傳
言。一為與東日本大震災有緊密關聯的說
法。二為是前一部《1Q84》續篇的說法。
此部作品是一位36歲的男性面對深藏內心16
年傷痛的心靈成長小說。因16年恰巧是神戶
大地震（1995年1月17日）與東日本大震災
（2011年3月11日）相隔的年數，此數字符
碼讓未見村上對東日本大震災表達訊息而
感到失望的讀者，重新燃起遐想的希望。
　男主角多崎作，曾與高中同窗赤松慶
（ 男 ） 、 青 海 悅 夫 （ 男 ） 、 白 根 柚 木
（女）及黑埜理惠（女）結為「鐵五角」
（3男2女）。當中只有多崎作一人到東京念
大學。然而，大2年那年，好友紛紛不告而
別，讓多崎作傷心欲絕。36歲這一年，在女
友沙羅的鼓勵之下，多崎作透過拜訪同窗
之旅，撫平了多年的椎心泣血之痛。
　此小說有兩個特色令人激賞。一為置入
著名音樂家法蘭茲・李斯特的「巡禮之
年」音樂集。特別是意旨「田園風景在人
心勾起莫名的哀傷」的Le mal du pays《鄉
愁》，撩起多崎作深藏16年間的傷痛。與音
樂輝映更是此小說可看之處。二為村上小
說的主角大多屬於「團塊世代」，但此小
說主角們皆屬於「團塊世代的孩子輩」。
此隔代的設定，若從文化記號學來仔細審
視的話，將會有新的發現。可發現主角們
都是出生於富裕家庭，即使大學畢業時面
臨到所謂的日本就業冰河期，但每一位的
發展幾乎都是一帆風順、無往不利。縱
此，主角們的心靈卻各個充滿了強烈的疏
離與失落。疏離與失落乃是自《挪威的森
林》(1987年)以來的村上文學特色。
　不過，若能搭配歷史與記憶角度來閱讀
此部場景大多集中於日本近代工業重鎮名
古屋的小說，將會發現個人的疏離與失落
主題之外，兼具刻劃了日本近代產業社會
脈動的軌跡。值得推薦當作閱讀村上春樹
文學入門的一部作品。

智慧財產權Q&A

　聯華電子於日前採購五百件防護衣與
四千個N95口罩，送給新竹縣消防局及轄下
各分隊，期能讓第一線的救護人員安心出
勤。聯電是科學園區唯一擁有消防隊的公
司，與新竹縣市消防單位常有所交流。在
得知消防隊有物資需求後，董事長洪嘉聰
（本校會計系校友）隨即指示採購防護衣
與N95口罩等防疫物資，再由聯電消防隊隊
長親自送到竹縣消防局，讓基層消防人員
於出勤時能受到保護。（資料來源／校友
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校友動態

聯電贈防疫物資與基
層消防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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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 Review

多元閱讀《沒有色彩
的多崎作和他的巡

禮之年》
導讀／日文系教授 曾秋桂

　本校創辦人張建邦博士以其高瞻遠矚的智識投身教育事業並畢生貢獻淡江，在
其辭世四週年之際，覺生紀念圖書館以「給未來的你」為題，於111年5月24至26
日中午，在校史館舉辦張建邦創辦人紀念座談會，安排實體和線上直播，邀請張
家宜董事長、前校長林雲山、前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董事暨前國際事務副校
長戴萬欽、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未來學所教授陳國華共6人，以座談方
式分享張創辦人的故事，除傳承其前瞻思維，也表達追思與敬意之情。本報特摘
錄此場演講重點，以饗讀者。

　前校長林雲山：我和張創辦人相識、共事多
年，在民主社會中，創辦人作為教育家，重視
自由的學術風氣並開闢自由民主的學術空間，
將淡江建立成一所思想與學術環境自由的學
校。個人方面，尊重和包容的心態是他待人處
事之道，對教職員工生關懷有加，也將所有的
同仁都視為自己的親友；對待學生更是大方，
對他們的學習方面十分照顧，他的用心和友愛
深獲同仁、師生的敬重。
　我始終記得，1968年的某天，接到創辦人的
來電後，他攜家帶眷自行開車約七、八個小時
的車程，千里迢迢來到普渡大學，為了請我吃
一頓中國料理，這感激之情實在難以言喻。藉
此，我深刻地相信，只要曾經與他共事的同仁
必定都能夠感受到他對待同仁的用心。
　見微知著，從小事中就可以了解一個人的
為人處事風格；我看著創辦人對待下屬、朋
友都如家人一般，便知道他是個親切、有愛心
的長官，我會永遠記得與他共事和相處的美好
時光。除了對教職員工生的關懷，他也照顧淡
江的退休員工，讓他們在離開校園仍能受到關
心，例如組織退休同仁聯誼會、邀請他們參加
歲末聯歡、春酒活動等，讓退休同事仍能齊聚
一堂，感受淡江大家庭的溫暖。

　張創辦人已逝世四週年，至今仍感受到創辦
人對我們的照顧和愛護，感謝淡江能夠藉此舉
辦紀念座談會，讓我有機會表達對創辦人的敬
仰和感念之情。
　前董事會主任秘書周新民：我在淡江服務50
餘年，均跟隨著張創辦人身邊，在這些時光
裡，看著創辦人秉持著「宇宙內事，皆己分內
事」的精神經營大學校務，將國家、世界的事
情，都視為自己的分內之事，他也以身作則，
鼓勵淡江人走出象牙塔，身體力行來實踐大學
社會責任。創辦人曾任臺北市議會議員、副議
長、議長、交通部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國
安會諮詢委員等要務，把學術思維帶入臺北市
議會、國家安全委員會和總統府，曾獲總統府
頒發二等景星勳章，可見創辦人為國家的用心
與貢獻。
　1989年創辦人擔任交通部部長，在其任內促
成興建北宜高速公路，他想讓故鄉宜蘭產業發
達，推動便捷的交通和創辦蘭陽校園來培育人
才，藉此繁榮宜蘭經貿。2006年6月16日受邀
參加北宜高速公路雪山隧道通車活動，創辦人
比任何人都開心，因為北宜高速公路和蘭陽校
園，是他多年來所孕育的雙胞胎。
　很感謝今天能夠有這個機會，將自己跟隨創
辦人的經歷和所見，分享他對淡江、國家、社
會，甚至世界所做的努力和貢獻，我相當感念
創辦人生前為淡江的付出，也期望他在天之靈
能時常顧念淡江，從創辦人所遭遇的生涯危
機，讓我們後人銘記，隨時保有危機意識，並
做好準備。期許淡江人不忘創辦人的精神，掌
握資訊，以身體力行開創未來，完成身為世界
公民的你對國家和世界應付出的責任和義務。

　董事暨前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在淡江服
務幾十年來，我與張創辦人逾10次一起赴往國
外參與相關會議。自己從創辦人身上學習到許
多的事情，最令我敬佩的，是他淵博的學識和
視野。創辦人曾就讀上海聖約翰大學經濟系、
前進伊利諾大學攻讀農業經濟碩士和教育行政
博士。學成回臺後，為使淡江的圖書館設備完
善，開始著手規劃建置覺生紀念圖書館，為提
供師生完整的學術研究環境，他參訪伊利諾大
學的圖書館、虛心討教圖書館建築設計與空間
規劃，由此可見，創辦人對於辦學的認真和用
心。1988年，創辦人擔任世界自由民主聯盟總
會理事長時，為實踐民主自由而努力，以實務
來實踐學術理論，也因此受到前總統李登輝的
賞識和肯定。
　創辦人關注高等教育辦學發展，藉著參與聯
合國非政府組織年會期間，拜訪馬里蘭大學並
簽訂姐妹校，又前往多所大學參觀，以參考其
辦學方式、校園規劃等。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某次與創辦人赴往捷克布拉格參與公元兩千會
談時，創辦人以未來素養和前瞻觀點進行專題
報告，獲得眾人肯定外，更獲得捷克電視臺播
報。對於能跟隨創辦人身邊，從他的角度學習
洞察世界未來的觀點，感到相當幸運。
　創辦人以三化教育理念積極辦學，主動追蹤
世界知名大學辦學方式、關注聯合國千禧年發
展目標等，將其資訊傳達給淡江各系所同仁，
期許主管和同仁都能擁有國際化視野。很感謝
能藉此機會，分享自身與創辦人一同前往世界
各地參與各種會議和考察心得，創辦人豐富學
識和前瞻國際思維令人敬服。
　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宋雪芳：在淡江服務30
年以來，雖然與張創辦人接觸的時日不多，對
於能親身經歷淡江五波段建設的我，看見創辦
人在辦學盡心盡力，例如軟硬體設備的不吝提

供、待人處事上的人性關懷等，都能看見他
對淡江的用心。此外，創辦人重視學生人格
發展，以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三化教
育理念培養學生的學養內涵。創辦人曾經說
過：「與其把書當成財產，我更看重學生的品
格。」可見創辦人期許學生在具備硬實力之
外，也能具備軟實力和良好的品格，我也將這
句話視為金玉良言，謹記於心。
　在我升任覺生紀念圖書館館長之時，創辦人
鼓勵應多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也因為創辦人
的鼓勵，讓我不停審視自我、在崗位中戰戰兢
兢並追求進步。他的博士論文中提及，應以
「動物園理論」來包容每個人的優缺點，他也
以作為校務經營之道，為淡江塑造不同一般的
文化，他曾經說過：「淡江資訊化雖是全國第
一，但仍不能自滿，因為一日千里，未來的資
訊科技會如同日常中的水電，成為人們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
　最令我驚艷的是，創辦人於1975年籌辦國內
第一本專門探討未來趨勢的《明日世界》，我
現在看這47年前《明日世界》時，書中提及未
來將有露營、電動汽車、電腦教學、太陽能等
需求增長，讓我相當佩服創辦人的前瞻思維，
從《明日世界》中看見創辦人是如何透過知
識，引領著淡江，帶領著我們朝未來邁進。

張建邦創辦人紀念座談會

給未來
的你

．校長葛煥昭：張創辦人以三化教育理念創辦淡江70餘年，至今仍跟隨時代潮流，對他的前瞻
性與未來思維令人敬佩，將在國內努力推廣未來學，如此才不辜負創辦人的用心。
．國際副校長王高成：張創辦人關注高等教育發展，經常分享他所研讀的國際文章和看事情的
角度，在閱讀或參訪的過程中，累積知識運用於生活和大學校務的政務。
．蘭陽副校長林志鴻：張創辦人曾帶我參觀蘭陽校園，並讓我規劃淡江第四波，因有他的前瞻
國際思維，使淡江擁有扎實辦學基礎，應持續推動國際化和在地深耕，讓本校第五波更超越。
．教育學院院長潘慧玲：這系列的三天座談會別具意義，過去雖未能有機會近身接觸張創辦
人，卻從瞭解淡江辦學理念、創辦人著作中，驚艷於創辦人之遠見。
．稽核長張德文：個人於1985年到密西根州立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當時位於East Lansing的MSU
土木系全美排名約20-25名，但當時MSU圖書館尚不如覺生紀念圖書館，淡江的前瞻性由此可
見一斑，非常贊同宋館長所述。
．秘書處趙玉華：我所認識的張創辦人是「真正的教育家」。首先，他認為博士生將來會是各
領域的師資培育者，因此開設專門課程；堅持學子在畢業前應具備三化教育理念，因為擁有教
育的涵養，才能成為真正的教育者；此外，他總禮賢下士，尊重教職員，待之以家人的心與
禮。從身後，後人如何待之與敬之，可見一斑；最重要的是，創辦人的治校理念，一直從教育
出發，不偏正道，始終如一，奠立淡江的基石。

文／張容慈、攝影／李沛育

　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  營造淡江大家庭氛圍

　從知識到視野  1萬5千里旅行訪問

　給未來的你  創造自己的未來 

現場、線上與會者之分享

張建邦創辦人紀念座談會現場集錦

　5月24日張建邦創辦人紀念座談會中談「宇宙內
事皆己分內事」會後合影留念。

　5月25日張建邦創辦人紀念座談會中談「從知識
到視野」會後合影留念。

　5月26日張建邦創辦人紀念座談會中談「給未來
的你」會後合影留念。

　紀念座談會現場，學生
到場參與。

　3場紀念座談會均由董
事會秘書黃文智主持。

　紀念座談會現場，學生
到場參與。

　張創辦人創辦《明日世
界》雜誌看見未來。

會開心大家的參與。
　座談會第一天主題「宇宙內事皆己分內
事」，由前校長林雲山、前董事會主任秘書周
新民分享與張創辦人的相處點滴。林校長與張
創辦人同年紀，是淡江創校以來所聘任的第一
位副校長，也是校內與張創辦人共事最久的一
位同仁，他從情感面著手，說明張創辦人如何
為淡江營造大家庭的工作氛圍。周主秘是張創
辦人擔任校長、議長、交通部長等重要職務時
的重要幕僚；印象最深刻的是，當時張創辦人
每早固定有一份未來7天的行程表，上班帶著
行程表出門，下班又取得一份更新7天的行程
表，除了市議會、校務工作，還身兼4、50個
包括籃協、警察之友等民間組織、團體職務，
直到擔任交通部部長時才卸任兼職。張創辦人
工作繁雜卻不露疲色，開心地參與各種會議、
活動，也常與家人分享工作情形，EQ和體力
各方面良好，這也回應「宇宙內事皆己分內
事」，對創辦人而言，任何事情都是發自內心
樂意的身體力行。
　第二天主題是「從知識到視野」，由董事暨
前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覺生紀念圖書館館
長宋雪芳說明張創辦人之「國際化、資訊化、
未來化」三化教育理念，戴董事提及張創辦人
除推動校務國際化工作之外及早年從事世界自
由民主聯盟的相關工作，帶動教職員生國際觀
概念，例如淡江很早便補助教師出國開會、發
表論文、全國首創大三出國等，從這些可看出
張創辦人的國際觀不限於高等教育，也關注政
經發展。宋館長提到，張創辦人近乎貪婪地汲
取新知、創辦《明日世界》的遠見、規劃建置
覺生紀念圖書館時納入員工意見等。雖然私校
經費爭取不易，但仍重視辦學理念，顯示張創
辦人想將最好的資源留給教職員工生的心意。
　今天主題「給未來的你」，方才教育與未來
設計學系教授陳國華分享張創辦人推動未來學
歷程，敬佩張創辦人將「未來化」納入本校教
育理念之一，以未來導向為校務發展核心。今
天藉這5位與談人的內容，與各位一起緬懷張
創辦人的點滴。過去大家簡介淡江未來化是較
抽象，因此本人擔任校長任內，設計中英文
的「未來學秘笈」，方便各位陳述，也自10年
前起對外演講，均以推廣未來學觀點為主題。
每個人都應給自己一個未來，未來學是了解未
來，運用未來學方法預測未來，最重要是創造
自己的未來。相信張創辦人對今天大家因疫情
而戴口罩並不意外，因為他2007年已閱讀英國
牛津大學物理博士詹姆斯．馬汀(James Martin)
的《21 世紀關鍵倒數》，書中已直指其中一
種疾病「隔離受感染人民，關閉空中交通…爆
發連自然界都沒有的流行病…」。最後，給教
職員生的期許，加強未來學觀點，創造屬於自
己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