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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與上海復旦大學簽訂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
張董事長親率文大參訪團在上海復旦大學完成簽約

【文 / 李文瑜】本校與上海復
旦大學11月 20日在上海復旦大
學正式簽訂姐妹校，由張鏡湖董
事長、吳萬益校長與上海復旦大
學楊玉良校長共同完成簽約協議
書。張鏡湖董事長說，文大是台
灣高校裡與大陸高校交流最積極
的學校，師生學術互訪交流頻
繁，而上海復旦大學是中國大陸
最著名的大學之一，名列首批
211 工程、首批 985 工程名單，
未來兩校簽約後，將積極建立合
作的關係，增強師生間互訪交流
機會。

吳萬益校長說，促進兩校間學
術交流與合作，將鼓勵兩校師生
針對學術研究加強各種互訪機
會，雙方並聯合舉辦大型國際學
術會議提升兩校學術國際地位，
此外，為拉近兩校關係，未來將
優先處理兩校師生間訪問或進修
協定，為雙方合作平台開啟新里
程碑。

吳萬益校長強調，目前本校與
大陸高校完成簽約總計有59所姐
妹校，每一年蒞臨文大學習的大
陸學生超過百位，不包含每年的
寒暑假短期交流的陸生團，若加

計每年寒暑假學生駐留文大學習
人數已破千人次。近一年來本校
各系所積極推動移地學習制度，
鼓勵教授帶領學生移師至歐、
美、亞洲等大學，其中包含大陸
的姐妹高校，已有超過30多團老
師率領學生至大陸高校移地學
習，獲得極高迴響。

未來與大陸上海復旦大學簽訂
合作關係後，將積極朝緊密合作
關係推進，推進兩校姐妹情誼。

復旦大學楊玉良校長相當肯定
兩校簽訂協議合作關係。楊玉良
校長說，復旦大學創建於 1905

年，是中國人自主創辦的第一所
高等學校。位於中國上海市，名
列首批211工程、首批985工程
名單。現在的復旦大學由原復旦
大學和上海醫科大學於2000年合
併而成。復旦大學目前已發展成
一所國際著名的綜合性、研究型
高校，並朝著建設世界一流大學
的宏偉目標前進。學校學科門類
齊全，涵蓋哲學、經濟學、法
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理
學、工學、醫學和管理學等十大
學科門類。

墨西哥 CETYS 大學正式與本校簽訂姐妹校關係
本校第一所在墨西哥簽訂的姐妹校 兩國教育交流的里程碑

【文 / 李文瑜】本校與墨西哥
CETYS 大學11月9日簽訂姐妹校
合作關係。張鏡湖董事長、吳萬
益校長與本校一級行政首長均出
席見證簽約典禮。張董事長說，
墨西哥的經濟成長率在全球排名
前五名，該國的經濟成長數字令
人驚豔，目前墨西哥CETYS 大學
是本校在中南美洲首所完成簽約
的大學，這是一場優質的學術交
流典範，未來希望可以增強兩校
的合作關係，不但可以在文大校
園裡看見墨西哥CETYS大學的學
生，而本校學生也可前往當地留
學，拉近兩校緊密合作關係。

Dr. Fernando León García 校長
一開始就用中文說 「您好！」 拉
近兩校的合作關係。他說，墨西
哥 CETYS 大學成立於 1961 年，
與文大創校五十週年接近，而墨
西哥CETYS 大學首創成立時，同
樣是由墨西哥企業界集資成立，
目前則是創辦人的第二代接班擔
任董事長負責經營校務事宜，是
墨西哥著名的大學，本校已正式

與美國高教評鑑協會（MSCHE）
認證，教育經營成效良好，很高
興有機會與文化大學簽訂姐妹校
關係，這是一個很好的里程碑。

Dr. Fernando León García 校長
提到，這次是與墨西哥州長參訪
團隊來台灣尋找各種合作機會，

合作機會包含透過經貿與教育等
關係，希望可以在台灣尋求合作
夥伴，目前已參觀過台灣的鴻海
集團富士康總部等台灣知名企
業，這次還有機會與文化大學建
立姐妹校關係相當難得。

張董事長說，墨西哥 CETYS

大學是本校在中南美洲第一所姐
妹校，目前墨西哥在全球經濟成
長率排名第五，這真是令人意想
不到，未來透過簽訂姐妹校校合
作關係後，有機會可以前往墨西
哥參訪，了解經濟成長率維持全
球第五名的背後原因。他強調，
墨西哥政府是相信教育對於經濟
成長有一定的助益，因為教育
好，經濟才會正面發展，這是值
得台灣政府學習的。

吳 萬 益 校 長 說 ， 與 Dr.
Fernando León García校長認識的
緣份來自於出席河南大學百年校
慶的活動典禮上，原以為他是亞
洲人中國臉孔，卻不會講中文，
雙方接觸後，才得知他的父親是
廣東人，與亞洲因緣很深，目前
是墨西哥亞裔唯一在墨西哥擔任
大學的校長，個人成就非凡。吳
校長說，本校有11個研究所，均
有開設全英語課程提供外籍生英
文修課，非常誠摯歡迎墨西哥
CETYS 大學的學生來這邊求學。

張鏡湖董事長（左圖中）、吳萬益校長（左圖右）與上海復旦大學楊玉良校長共同完成簽約協議書。

本校張鏡湖董事長（中）、吳萬益校長（右）與墨西哥CETYS 大學Dr. Fernando
León García校長簽訂姐妹校合作關係

電機系師生聯隊頻頻拿下優異成績
電腦軟體競賽乙組第三名 TDK盃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與製作競賽第四名

【文 / 李文瑜】電機系學生蔡昕澔、江沛
峰、張日謙3位同學在電機系翁志祁副教授指
導下，於10月20日組隊參加 「教育部101 年
度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 獲得乙組第
三名，為校爭光。10月22日，電機系王明浩
助理教授率領張宇傑同學等人參加於中州科
技大學所舉辦 「教育部第16屆TDK盃全國大
專院校創思與製作競賽-機器人救災大作戰」
遙控組競賽，獲得第四名佳績，雙喜臨門，
展現華岡電機學術與實用開發的創意實力。

一年一度由教育部舉行的 「101 年度全國大
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 ，本校由翁志祁副教
授擔任指導與三位獲獎同學以優秀創意實
力，力抗國內眾多好手，拿下好成績，並於
11月24日在國立中山大學接受頒獎。翁志祁
副教授強調，未來將積極鼓勵優秀同學參加
校外競賽，並讓獲獎的同學擔任 「種子小老
師」 ，負責協助培訓新血，電機系系友會更
編列獎學金獎勵 「種子小老師」 ，傳承競賽
經驗，光耀文大電機系。

翁志祁副教授說，電機系同學連續多年均
在 「教育部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 獲
得不錯名次，今年電機系同學遭逢對手更
強，包括勁旅台大今年就派出3支隊伍參賽，
其中有兩隊包辦此次競賽之前兩名，加上來
自於其他各校的好手眾多，本校電機系能夠
在強敵環伺
之下得到第
三名，實為
不易，也為
這次競賽，
寫下輝煌成
績。

電機系王
明浩助理教
授亦率領張
宇傑同學等
人參加於中
州科技大學
所 舉 辦 的
「教育部第

16 屆 TDK
盃全國大專
院校創思與
製作競賽-
機器人救災

大作戰」 遙控組競賽，亦獲得第四名佳績，
可謂雙喜臨門。

電機系主任李克怡教授表示，此次蔡昕澔
同學與張宇傑同學都是第二次參賽，累積不
少比賽經驗，希望未來能再接再厲，持續為
本校電機系爭光。除此之外，電機系明年將
參加 「IEET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這次所
獲得之獎項，將可顯示本系之教學已獲得肯
定，對於通過IEET認證將有很大的助益。

系友王明
浩老師則表
示，對於初
次帶隊參加
比賽即能有
如 此 好 表
現，感到十
分地高興，
王明浩老師
也以系友的
身份，期許
系上師生們
能有更多好
的表現，使
本校電機系
能呈現高度
的學術競爭
力，為華岡
爭光。

屬於文化學生的App
文化Echo 迴響專屬文大人的聲音
【文 / 謝玉襌】專屬文大學生的APP，由

文 大 學 生 與 學 生 會 聯 手 建 立 的 「 文 化
Echo」 ，將提供各種講座、活動訊息、通
知、社團宣傳等活動，讓學生可以透過臉書
的管道，充份掌握訊息流通，目前由文化大
學第九屆學生會運用學生所學的專業，耗費
多時研究開發手機App，藉由此手機應用程
式，文大所有的師生可以方便、清楚地了解
學生會的動向！

「文化Echo」 的手機App整合多個學生組
織，讓各項活動資訊可以用迅速更新及佈
達。藉由此APP，讓學生社團得以即時性的
傳遞訊息，讓使用者可以更方便的選取自己
想要看的資訊來瞭解，用這樣展開性且方便
的平台，造福全體師生。

「文化Echo」 設計多款Logo，包括Logo -
8co，由 Echo(回聲)作發想，再加入聲紋、幾
何元素設計而成，簡約設計創造出乾淨清新
的圖樣。

「文化Echo」 整合各種學生組織，希望使
文化全體師生可以利用智慧型手機有效、立
即的接收到各類訊息唷！在學生組織宣傳管
道上，可以即時做資訊的傳遞，使用者得以
更方便的選取自己想了解的資訊，以行動裝
置即時佈達的力量，迅速瞭解更多活動資
訊。

【文 / 李文瑜】一年一度的華岡建築國際
工作坊正式展開，今年華岡建築國際工作坊
邀請國際著名的澳洲建築師團隊，也是2008
北京奧運游泳館 「水立方」 的設計單位，
PTW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與中國文化大學建築
及都市設計系師生共同合作，以 「Blue Gate」
為題，針對台北港特定區的未來發展願景，
提出一個台北港灣都市的新門戶意象！兩位
資深建築師Mark Butler和 Lily Le在環設學院
楊重信院長、建築系邱英浩主任等帶領下，
特別前往拜訪吳萬益校長，並針對華岡建築
國際工作坊的進行，及其未來繼續合作發展
的可能性，進行廣泛討論交換意見。

第二屆華岡建築國際工作坊的活動，首先
是由PTW兩位資深建築師Mark Butler 和 Lily
Le的演講揭開序幕。Mark Butler 首先介紹雪
梨此一港灣城市的發展歷史，和PTW歷年來
所營造的各式海港城市案例，並完整介紹
「水立方」 一案從概念發想到實際建築的發

展過程，分享給建築系師生。
本屆華岡建築國際工作坊是由楊重信院

長、邱英浩系主任主持，並由建築系黃奕
智、黃光廷、宋苾璇、黃浩峰、邱智永、王
志仁等教師，配合PTW的外籍建築師們，共
同帶領學生從事台北港新都市地標的設計。

工作坊最特別的地方，是首度利用Facebook
此一網路媒體，作為除去課堂之外的一個設
計討論交流的平台。特別是與加拿大蒙特婁
大學建築系合作，結合設計課題目： 「基隆
港務大樓設計」 ，讓兩所大學建築系師生，
得以透過網路平台來共同討論彼此的設計想
法，分別為台北與基隆兩個海灣城市，提出

城市地標的新願景。今年工作坊預計進行到
明年1月10日，爾後將綜合本屆工作坊的成
果，以實體藝廊和網路空間的方式，對外公
開展覽。

蔡昕澔（右一）﹑張日謙（左二）﹑江沛峰（右二）同學與指導老師翁志祁（左）
領取 「教育部101年度全國大專電腦軟體設計競賽」 乙組第三名獎狀

「教育部第16屆TDK盃機器人競賽」 遙控組
第四名

第二屆華岡建築國際工作坊開跑
資深建築師Mark Butler和Lily Le蒞臨拜訪吳萬益校長

資深建築師Mark Butler(右四)和Lily Le(左四)在環設學院楊重信院長(左三)、建築系邱英浩主任(右三)等帶領下，
前往拜訪吳萬益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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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鏡湖董事長在寧波名勝古蹟天一閣內留影

【文 / 李文瑜】張鏡湖董事長與
文大參訪團一行特別參觀上海復旦
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並獲該中
心致贈《中國歷史地圖集》一書，
由於該中心為復旦大學的歷史地理
研究重鎮，轄有中國歷史地理研究
所、歷史地理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
學創新基地、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
究中心，此次參訪為未來兩校師生
的建立良好的學術交流互動基礎。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設四個專業委員會，包括環境變遷
專業委員會、邊疆史地專業委員
會、歷史人口專業委員會、歷史地
理資訊專業委員會。該研究中心繼
承歷史地理研究所的優良學術傳

統，崇尚嚴謹紮實的學風，是培育
相關人才的教育重鎮。

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同時承擔大陸
官方的重要科研工作。現已完成及
正在承擔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專案

12 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專案 8
項，其他國家重點專案11項，國
家教委、上海市及省部級科研專案
32項，並出版相關研究專輯，均是
中國大陸相關研究的重要史料參考

資料，其中心的研究人員共計出版
專著140多部，編輯出版了《歷史
地理研究》2 輯（復旦大學出版
社），《歷史地理》集刊 20 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專書著作。

參訪寧波大學 聶秋華校長盛情款待
寧波大學學生擔任一日導遊 與貴賓們一訪寧波名勝天一閣

【文/李文瑜】張董事長與文大
參訪團一行貴賓11月21日特別參
觀拜訪本校在大陸第一所姐妹高校
寧波大學，該校與文大關係深遠綿
厚，日前本校慶祝五十週年校慶典
禮時，寧波大學聶秋華校長與校辦
主任張真柱特別帶著學校師生們的
祝福親臨文大，祝賀本校五十週年
盛典。今年在寧波大學，文大參訪
團獲得聶秋華校長的全程接待，並
安排曾來過文大學習的交換生擔任
親善大使導遊，帶領張董事長及文
大參訪團貴賓參觀寧波名勝古蹟，
也是全中國大陸現存最古老的私家
藏書樓天一閣，讓張董事長與一行
貴賓感受寧波大學的盛情款待。

寧波大學是本校與大陸高校最早
完成姐妹校協議簽訂的大學，每年
均有師生互訪往來，而本校張鏡湖
董事長為寧波人，對寧波思鄉甚
深，此次參訪在寧波大學學生的引
領參觀當地的名勝古蹟，讓張董事
長心裡甚為感動。張董事長旅程中
多次提到，兒堤時的記憶，寧波市
已是人才輩出的大省份，緊隨著中
國大陸的快速繁榮建設，寧波更成
為大陸重
點發展省
份。

本校與
寧波大學
往來甚為
密切，更
多次在台
灣接待寧
波大學的
師 生 團
隊，來台
的寧波大
學交換生
人數也穩

定成長，今年張董事長特別率文大
參訪團前往浙江大學為本校創辦人
孔學今義全球英文版發行記者會出
席典禮時，特別指定拜訪參觀寧波
大學，並與寧波大學座談，細數超
過十年的姐妹校情誼。

寧波大學聶秋華校長提到，多次
前往台灣都獲得張董事長的鼎力協
助，那份情誼是很難得，很高興張
董事長率領文大一行參訪團蒞臨寧
波大學，讓寧波大學有機會盡地主
之誼，未來兩校將朝更緊密的合作
關係推進。

聶秋華校長則特別安排曾經來中
國文化大學擔任交換生的寧波大學
學生，擔任一日親善導遊，帶領張
董事長與貴賓們參訪寧波的名勝古
蹟－天一閣。目前天一閣是中國大
陸現存最古老的私家藏書樓，藏書
五萬三千餘卷，也是亞洲現存最古
老的圖書館和世界上現存最早的三
座民間藏書樓之一，位於浙江省寧
波市月湖西側的天一街，明代嘉靖
四十年（1561年），由當時的兵部
右侍郎范欽主持建造，收藏大量珍
貴的圖書典籍，藏書7萬餘卷，但

到 了 近
代，由於
吏 治 腐
敗、盜竊
和自然損
毀，書籍
僅 存 1.3
萬餘卷，
目前天一
閣已成為
寧波城市
形象的象
徵。

張董事長獲上海復旦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致贈《中國歷史地圖集》一書

寧波大學曾在文大的交換生與張董事長合影

【文 / 郭瓊俐】陝西省教育廳參訪團
11月26日前來本校參訪，張鏡湖董事長
與吳萬益校長親自接待，雙方就高等教
育與推廣教育的交流，進行廣泛的意見
交換與深入探討，參訪團成員之一、本
校姐妹校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校長徐德龍
表示，除了互派交換學生之外，他也希
望中國文化大學可以派學者到西安建築
科大進行講座授課或學術交流，同時邀
請張鏡湖董事長到人文薈萃的西安一
訪。

陝西省教育廳參訪團成員包括西安建
築科技大學校長徐德龍、陝西省教育廳
副廳長李謙、陝西省教育廳港澳台辦公
室主任李鳴等七位貴賓，一行人先參觀
本校校史室、博物館與歐豪年美術中
心，接著與張鏡湖董事長、吳萬益校

長、李孔智國際長、楊中立組長、畢玉
成編審等本校師長進行座談交流，中午
並與吳校長等人共進午宴。

徐德龍校長表示，他在校史室看到本
校創辦人張其昀博士當年考察大西北的
照片，也得知張創辦人住過西安、蘭
州，對張創辦人十分景仰，而張創辦人
創立中國文化大學的辦學宗旨 「承東西
之道統 集中外之精華」 ，與西安建築
科大的創校理念十分接近，希望兩校可
以進行更深入更密切的交流。徐校長也
當面邀請張鏡湖董事長到西安，他說，
西安是文明古都，文化深厚，百姓對詩
詞文學與文化都有濃厚的興趣，與文大
的人文內涵應該十分契合。張鏡湖董事
長欣然表示，西安的確是個古都，有漂
亮的市景與很多老建築，十分值得一

訪。
吳萬益校長指出，本校和陜西、河南

等地的高教往來交流需要加強，目前我
們與 西安建築科大的姐妹校軌道已慢
慢穩定，可以進一步合作，希望在陝西
省教育廳李謙副廳長的支持下，與陝西
的其他學校更進一步交流；文大除了科
系完備、系組資源充沛外，推廣教育是
全台灣大學中做的最好的，本校目前與
大陸的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華東
師範大學和南京大學都有合作推廣教育
的課程與業務，希望在峽西也有合作的
大學。

徐德龍校長回應，西安建築科大已開
始為大陸的企業開設經理專班，辦理的
頗為成功，希望在繼續教育這個領域
上，可以與文大推廣部合作。

【文 / 李文瑜】中央民族大學
11月 29日前來本校參訪，張鏡湖
董事長與吳萬益校長親自接待，雙
方交流熱絡。中央民族大學刀波副
校長強調，文化大學是中央民族大
學在台灣交流次數、人數最多的學
校，今年就有23位學生在文大，
每年的交流也相當頻繁積極，每次
交換生回到學校後，都會稱讚文大
的師生團隊照顧有加，學習成效良
好，希望未來能夠邀請文大師生前
往中央民族大學交流學習。

張董事長說，文大這幾年相當重
視大陸高校的交流發展，已有近六
十所大陸高校姐妹校，每年的交換
生也很多。吳萬益校長則提到，中
央民族大學與本校交流頻繁，目前
在本校的中央民族大學交換生表現
良好，有些學生在各系所班級排名
第一，學習認真度值得台灣學生學
習。

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刀波說，未
來希望兩校學術合作更為積極外，
更希望來台的交換生名額可以多增
一些，讓兩岸學生在大學教育平台
上，交流頻繁。

中央民族大學參訪團成員包括中
央民族大學副校長刀波、中央民族
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
院院長孫英、中央民族大學衛保處
處長羅云、中央民族大學學生處處

長烏小花、中央民族大學國際合作
處外事辦公室主任金燕玉。

刀波副校長表示，兩校間的情誼
很好之外，彼此的合作非常良好，
中央民族大學有意願來當交換生的
學生眾多，每年的選拔競爭也有非
常激烈。每次遇到曾經來台灣的交
換生，詢問其在台的學習狀況。交

換生都會提到，台灣的大學豐富的
教學資源令人欣羨，而生活與學習
方面也都獲得文大師生面面俱到的
照顧，未來希望雙方之間可以再協
調來台的學習交流人數。

吳萬益校長稱讚說，大陸的學生
比台灣學生更為用功，這是眾多老
師們所稱讚的，實際展現出來就是

直接反映在課業成績中，大陸學生
幾乎都是名列前茅，有些更是班級
穩居第一名，這是值得台灣學生學
習的態度，透過兩岸交流學習，的
確能激勵台生的學習精神。吳校長
提到，希望未來能夠安排一些交換
生到中央民族大學去學習，體驗雙
方文化不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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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民族大學刀波副校長率團參訪
張董事長、吳校長親自接待 稱讚陸生學習態度認真

西安建築科大徐德龍校長(左圖右)與張董事長相談甚歡，會後與吳校長(左)合影

中央民族大學刀波副校長(左圖左)致贈文大禮物後與本校老師(右圖)合影

寧波大學聶秋華校長(左二)盛情款待本校參訪團，左一為寧波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賀建時

徐德龍校長親筆書寫《文化透紫 化旦書紅》親筆書法致贈文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