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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學新生必知學習新技巧
全人學習護照 五育均衡發展 通過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 接軌職場無縫隙

第十九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
中國文化大學 董事長 張鏡湖

此次會議共分四組，第一組是“新城鎮
化建設政策研究”。在國際上城和鎮是有
分別的，城是城市；鎮是鄉鎮。中國的城
市人口自 1950 年代的 10%持續增加到現在
的52%，僅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略有下降。根
據國際貨幣銀行的研究大約都市化每增加
1%，GDP可以增加1.5%。以中國為例工業
人口每人收入大約是農民的七倍，服務業
是農民的四倍。世界先進國家城市化都已
達70-80%，因此中國還有許多年可因城市
化而帶動部分國民所得的增加。

第 二 個 題 目 是 “ 生 態 文 明 與 環 境 治
理”，近三十年中國種植了許多森林，森
林覆蓋率從四十年前的10%增加到20%，有
助於生態環境的改善。但中國缺乏石油和
天然氣，煤礦占能源的比例雖然從 1990 年
的76%降到66%，但消耗量仍占世界50%之
多。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遙遙領先其他
國家，這是中國環境治理的一大問題。

第三個個題目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之
實踐途徑”，去年十一月中國在北京召開
“開羅會議討論會”，中國社會科學院二
年前出版了“中華民國國史”三十六冊。
從完整的歷史史實來討論兩岸關係才是正
確的方向。

第 四 個 題 目 是 “ 中 華 文 化 與 企 業 倫
理”，中國文化以儒家為主，但也包含了
道家和佛教的思想，道並行而不悖，因此
沒有西方國家自中古以來不斷的宗教戰
爭。最近烏克蘭和中東的戰爭即為例證。

中國在世界各地設有七百多個〝孔子學
院〞和〝孔子教室〞。中國文化大學的創
辦人張其昀先生所著〝孔學今義〞一書，
於 2009 年由北京大學出簡體字版，浙江大
學去年出英文版，儒家思想的包容性是中
國自秦漢以後大一統的重要原因。

我希望每一年會議能有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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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第十九屆中
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11日在
本校體育館八樓舉行，邀請來
自兩岸知名學者共同發表論
文，以四大主題析論兩岸城鎮
化、生態文明與環境治理、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暨中華文化與
企業倫理的各項新課題，出席
貴賓包括財團法人促進中國現
代化學術研究基金會梅可望董
事長、海協會孫亞夫副會長、
前海基會江丙坤董事長、本校
張鏡湖董事長與來自兩岸學者
出席盛會。海協會孫亞夫副會
長強調，該學術研討會截至今
年總計召開高達十九次，統計
前後邀請一千多位學者專家發
表論文，彙集論文字數超過一
百萬字，是一個對兩岸交流與
學術發展貢獻極大的兩岸交流
平台。

第十九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
討會共分四大主題，包括 「新
城鎮化建設政策研究」 、 「生
態文明與環境治理」 、 「兩岸
關係和平發展之實踐途徑」 、
「中華文化與企業倫理」 。梅

可望董事長說，真是想不到中
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能夠舉行
到第十九屆，發表論文超過百

萬字以上，由於中國人要發展
穩定，就一定追求現代化，要
趕上世界、更要超越世界，今
天有機會在台灣舉辦第十九屆
研討會內心非常高興，期望海
峽兩岸不管是中國或台灣永遠
都是最現代化的國家。

海協會孫亞夫副會長說，向
第十九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
會提供協助的中國文化大學致
上最深的感恩，1992 年以來
海協會與促進中國現代化學術
研究基金會積極本著推動兩岸
交流與合作探討中國發展現代
化過程，年年舉辦中國現代化
研討會，邀請兩岸專家學者來

討論大陸與台灣在現代化過程
中的問題與解決之道，截至今
年總計召開高達十九次，統計
前後邀請一千多位學者專家發
表論文，彙集論文超過一百萬
字，這是一個水平極高，影響
極大的兩岸交流平台，為兩岸
關係改善與發展做出莫大貢
獻，謹代表海協會向促進中國
現代化基金會創辦人與現任董
事長做出努力表示敬意，海協
會與該基金會希望未來能夠繼
續努力，在今後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過程做出新的努力與發揮
新作為。

第十九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體育館舉行
張董事長親臨致詞 析論中國現代化四大主題

第十九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在體育館舉行會後，貴賓合影。

【文/郭郁晴】開學囉！面對繽紛的大學生活，文大社團
學長姐們積極推出各種幹部訓練營，透過幹部訓練，以 「責
任、溝通、團結、信任、抗壓、熱情、思考、效率」 等八大
能力的學習，鼓勵每一位在華岡社團的同學都能以一名 「騎
士」 身份，紮根社團，勇敢傳承社團精彩，這些，未來將由
大學新鮮人接棒，此刻，華岡新生們別忘了上網查查華岡有
哪些精彩社團？未來，這四年，千萬別缺席在社團經驗裡！

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輔導本校系學會暨社團聯合幹部訓練
研習營合計於暑假期間，辦理五場訓練活動，第一組藝術學
院及農學院系學會暨康樂性社團及全校性畢業生服務委員會

籌畫，於103年8月25日在大成館興中堂舉行開幕典禮，活
動為期三天，於8月25日至27日展開一系列幹部訓練課程，
用以凝聚社團幹部間的向心力及增進其辦活動之創新能力，
還有最重要的時間管理等，以利其在未來一年協助社會長經
營社團，達社團永續經營之目的。

該活動主題 「童在1啟-騎士訓練營」 是利用格林童話故事
做為營隊包裝，各社團的幹部是獵人的角色，透過營隊中要
帶給各社團幹部學員們 「責任、溝通、團結、信任、抗壓、
熱情、思考、效率」 等八大能力的學習，最後成為一名騎士
邁向社團光明未來之路。

課外組陳宗顯組長在致詞時
表示，社團聯合幹部訓練營是
由歷屆的會長與社長利用在社
團負責人研習營所學到的知識
和團隊溝通技巧，透過幹訓中
的課程將所有的經驗傳承給下
一屆幹部，期望各社團的菁英
分子可以把握三天的時間好好
學習，拓展人脈，回去社團裡
可以發揮所學，讓各社團更蓬
勃發展。

活動總召土資系學會會長林
秉軍表示， 「想分享所有的觸
動和感動，讓人了解有些壓力
和責任雖然只有社會長自己要
承擔，社會長的肩膀一定比別
人要背得更重，但是如果有幹
部的支持，相信我們會走得更
長更遠」 。

梅可望董事長：國家要穩定發展就
要邁向現代化

江丙坤董事長：學術研討會提升兩
岸交流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孫亞夫副會長：這是一場水平極高影
響極大的兩岸學術交流平台

實施時間：99學年度第2學期起實施 102學年度起列為大學部入學新生畢業門檻

(1) 中華文化學習：包括認識中華文化、倫理與道德或職涯發展等各項
講座活動，培養學生人文素養，認識中華文化傳統之美。

(2) 課外服務學習：鼓勵學生參加校園公共服務學習、社團與社區服務
學習、志工服務活動及其他服務學習活動，培養道德感與責任心。

(3) 外語學習：鼓勵學生參加各項外語學習活動與外語能力檢定考試，
包含英語、日語、法語、韓語及德語等，提升外語溝通能力。

(4) 資訊應用學習：鼓勵學生參與各項創新思維活動、資訊應用講座及
研習等各項專業能力學習活動，加強學生資訊應用學習能力，提升
學生專業競爭力。

(5) 健康促進學習：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各項健康促進體驗活動、健康促
進研習課程、健康促進講座與體育競賽，培養同學身心靈健康及健
全體魄。

(6) 國際視野學習：辦理國際移地學習、國際學術交流、舉辦遊留學講
座、國際視野講座等，拓展學生國際視野與加強國際競爭力。

(7) 團隊學習：鼓勵學生參與社團、班級經營及團隊合作研習等各項活
動，培養學生團隊精神與團隊合作能力。

(8) 藝文學習：鼓勵學生在修業期間在校內或校外前往欣賞各院系所舉
辦之畢業展演、畢業發表等，亦可參加藝術學院、華岡博物館、圖
書館等單位主辦之音樂、戲劇、舞蹈、美術之展演，以提升學生藝
文素養。。

全人學習護照 (五育均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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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學習護照，已自102學年度起列為大學部入學新生畢
業門檻，其中英文畢業門檻規定就是每位學生在畢業前一定要參加正
式的英檢考試，如多益、托福及全民英檢等，並交其參加考試的成績
證明繳至教務處教務組，這些都是新生必知的學習之路。

學習護照，同學均可透過參加活動認證學分，共分德育簽證、智育
簽證、體育簽證、群育簽證及美育簽證。

此外，英文畢業門檻是以強化學生整體學習成效與專業能力，提升
畢業生之升學與就業競爭優勢，大學部學生除修畢應修科目及學分數
（依必修科目表）外，需符合以下修業規定始得畢業。

依據 「中國文化大學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與 「中國文
化大學碩博士班研究生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100學年度
起大學部入學之學生須通過托福測驗iBT47分(含)以上、多益測驗450
分(含)以上或全民英檢中級初試通過，始得畢業；碩博士生須通過各研
究所規定之英文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始得畢業；如未達英檢標準，則
須參加 「校內英檢會考」 或修習 「密集英語課程」 且成績通過，始得
畢業。

根據以上規定，自100學年度起入學新生曾參加校外英文語文能力檢
定而成績未達校畢英檢門檻標準者，也可選擇參加本校舉辦 「校內英
檢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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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趙松喬博士為本校創辦人張其昀博士在浙江大學史地
系的得意門生，浙大畢業後，趙松喬以兩年時間，完成美國克拉克大學
博士學位，回國後，隨即展開其一生在中國地理學上的教學與研究生
涯，而在人生的最後十餘年，他又致力於推動中國地理學的國際交流學
術活動，對中國地理學的貢獻良多，尤其是乾旱和半乾旱地區的研究，
更是蜚聲國際。

趙松喬博士總計出版中英文專著25部，中英文學術論文200餘篇，譯
著4部，合計500餘萬字，可謂著作等身，學術研究成果極為豐碩，而他
的英文著作《中國自然地理》（Physical geography of China）和《中國
地理》（Geography of China: Environment, Resource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也是西方國家有關中國地理學的主要教科書和參考書。
1989年經本校董事長張鏡湖博士的推薦，趙松喬成為第一位受邀訪問台
灣的大陸傑出學者，至今正好屆滿25周年。當天在本校大孝館召開第19
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暨趙松喬博士訪台文化交流25年紀念，邀請兩
岸學者參與，這特別要感念本校張董事長當年開風氣之先，邀請趙松喬
來台訪問。回想25年前兩岸學術交流，由中國文化大學邀請趙松喬博士
來訪開其端，此時此地，我們在中國文化大學召開兩岸學術研討會，本
校也出版趙松喬傳記，其意義特別深遠。

1995年趙松喬走完其人生的旅程，其留下的身影有如一座中國地理學
的大山，令人望高山而仰止。趙博士的女兒趙旭澐女士以兩年多時間，
整理父親的書稿遺物，同時訪問父親的故舊門生，為追尋父親留下的遺
痕，趙女士從中國大陸、臺灣到美國，足跡遍履父親生前走過的山川，

最終寫下了這本傳記。本書不僅是兒女思念父親的行狀之作，而且是以
大篇幅紀錄其父親的師承和學術淵源，並從學術成就和國際交流等層
面，記載一位不平凡的學者—趙松喬，對中國地理學的貢獻，平實記錄
一位質樸的學者，以堅毅的決心克服接二連三的困頓環境，最後雲開霧
散，並在學術上開花結果，實踐傳主以科學服務人類的初衷。

【文/李文瑜】為協助文大新鮮人，了解學校
並提供各項在學資訊，學生事務處於103年8月
23日舉辦 「103學年度新生暨家長座談會--新
生賃居說明會」 ，依學院分為上午、下午兩梯
次舉行。課外活動組特別邀集各系學會會長及
社團幹部組成 「大學入門-新生輔導員」 新生服
務學習隊，共計60隊約200名服務員參與，同
時為方便遠道新生及家長順利抵達學校參與活
動，特租用22輛專車於台北火車站來回接送，
活動內容包含校園生活與學習資源說明、賃居
說明會、Q&A以及各學系介紹，共計有新生及
家長近2500人參加，反應熱烈，活動極為順利
圓滿。

李天任校長亦親臨現場致詞，李校長首先歡
迎所有蒞校的新生與家長，校長表示，每位新
生都是家長們的寶，因為信任文化大學而將子
弟交付給學校，我們的責任非常重大，身為校
長，肩負著 5000 多名新生對我們的期望與信
任，進入學校後，我們會盡全力幫助他們走出
青澀歲月，了解往後讀書不再是為了考試，而
是為了自己、為了理想，還要找到自己未來的
人生，同時也勉勵在場新鮮人不要怕輸在起跑
線上，而是要贏在終點線上。

找回來自華找回來自華岡的你岡的你
系所友會經營與分享工作坊 善用科技 建立完整校友資料庫

【文/學務處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由學務
處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主辦，中國文化大學
校友總會協辦之系所友會交流分享工作坊，特
別邀請校友總會及近兩年來經營成效顯著之系
所友會,與校內各系所師長進行分享，透過不同
主題的分享與討論，如:校友組織運作等，讓各
系所瞭解如何經營校友組織及活絡與校友間之
情誼，健全各系所友會的組織，使校友組織網
絡更為緊密。

華岡校友目前已超過23萬人，可謂校友滿天
下，如此龐大的校友數量正是我們文化大學一
項十分重要的資產，因此如何與這些校友們保
持良好且互動的關係，更顯重要。校友總會目
前在國內及世界各地已建立校友會網絡：包括
海外校友分會36個，國內各縣市地方分會19
個，以及校內各系所的系所友會66個，可謂旗
海飄飄，處處華岡人。

為提供各系所友會交流、互動的園地，母校
學務處特別於6月13日辦理 「系所友會分享交
流工作坊」 ，邀請各系所友會會長、系所主
任、師長、助教等，一同與會座談，共有37個
系所參加， 44位來賓與會。特別邀請校友總
會林柏杉秘書長，及經營成效顯著之日文系系
所友會方献洲會長（現任日文系系主任）、動
物科學系系友會羅玲玲副會長（現任動科系系
主任）及海洋系系所友會何邦碩會長，現身說
法與各位與會來賓暢談如何經營系所友會組織
的寶貴經驗。

團結華岡人 彰顯辦學成就

李天任校長致辭時，提到目前本校畢業生人
數超過23萬，與全台灣人口數比較，每百人中
就有一位是文化大學的畢業生，如果加上畢業
生家長、兄弟姐妺、子女、同事，與文大有關
的網絡是非常龐大的，校友會的經營與聯繫將
彰顯學校的辦學成就，因此校友會組織的完整
性是非常重要的。

由於每個系所的發展不相同，氛圍也不相
同，因此發展出不同型態的校友組織形態，
如：因地域的關聯性而組成的地方校友會、海
外校友會，以及專業而保持聯繫的，如羅浮
群、華岡合唱團，唯有系所友會是同時擁有專
業與關聯性及明確學長學弟關係的組織。因
此，系所友會的經營將是影響校友會成功與否
的最關鍵的因素，期勉大家共同努力為校友會
的推展盡一分心力。

透過網路社群 建立校友聯繫網絡

校友總會林柏杉秘書長以 「中國文化大學校
友會發展現況與展望」 為分享主題，分享校友
總會的經營歷程。

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自民國96年10月正式
成立，並依人民團體法向內政部申請立案為全
國性人民團體，在學校與各屆校友的重視下，
自100年起特別在李天任校長擔任校友總會理
事長期間，校友會積極成立各地區校友分會擴
展全球校友會網絡績效顯著，每年異地舉辦全
球校友年會，參與者日漸踴躍奠下良好運作的
基礎，現任唐彥博理事長更帶領校友總會朝向
永續經營的方向前進。

校友總會看似獨立的法人組織，實為本校校
友服務的一環。其主要任務以聯繫校友感情、

砥礪校友學術研究、促進校友事業合作、協助
母校發展、發揚質樸堅毅精神，增進社會公益
為宗旨。林秘書長特別提到，馬來西亞校友會
是唯一向當地政府立案的校友組織，海外青年
技術訓練班、僑生自母校畢業後，即回到馬來
西亞發展事業，因校友間的交流頻繁且模式成
熟，因此當母校提出成立馬來西亞校友會的構
想時，立即獲得當地校友的最大支持。現在，
馬來西亞校友會已成為當地華岡人與母校交流
的重要園地，相當值得各校友會組織學習。

校友總會也每年定期舉辦校友共識營、工作
坊，培訓系所友會幹部，並透過《華岡人》校
友會訊報導系所發展及校友動態，與系所友會
是合作夥伴關係，林秘書長同時也與在場來賓
分享如何利用網路社群(FB)或網路通訊群組
(LINE、We Chat)與校友密切聯繫的成功經驗，
建議各系所設置專屬系所友會的網路社群，以
最小的成本達到建立校友聯繫網絡的最大效
益。

善用科技 建立完整校友資料庫

日文系系所友會方献洲會長以 「日文系系所
友會經營模式」 為分享主題，暢談日文系系所
友會在運作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他提到，大家
在聯繫校友過程中都曾面臨的問題，就是郵寄
紙本資料給校友，常常需要花費很多的郵資成
本，卻常常因為校友更改地址慘遭退件，不但
無法成功聯繫到本人，更浪費了許多的郵資。

有鑑於此，日文系便積極透過電腦資料庫建
立校友通訊錄，除可隨時更新校友通訊資料，
改變以往郵寄紙本資料給校友的習慣，並改用
email方式寄送，省去不少郵寄成本，效果反而
比以往更好。此外，日文系所友會也建立專屬
的 facebook，供畢業系友線上聯繫感情使用，
即使因為科系特色校友可能散居國外，也不會
因此失去聯繫，反而可透過社群網絡隨時上網
瞭解校友們的動態，以此經驗提供給在場的來
賓參考。

動科系從心服務 薪傳華岡情

動物科學系羅玲玲主任當日與在場來賓分享
「動物科學系系友會經營模式」 ，妙語如珠引

發全場笑聲不斷。羅主任以 「一場血淚史」 來
描述系所友會經營的過程，談到系所友會經營
的難處，引起在座來賓的共鳴。

李天任校長頒發感謝函予動科系系友會羅玲玲主任

羅主任提到，系所友會早期的經營往往流於
形式，只有掛名的會長卻沒有其他幹部，系所
友會的行政會務其實相關繁重，卻只有會長的
秘書包辦，因此無法落實系所友會功能；再
者，經費不足也是一大問題，每當聚會就向校

友募款也造成校友們的壓力，導致校友不願意
再參加相關活動，實在可惜。

動科系固定於每年夏天在中南部召開理監事
會、系友餐會過程中“拾＂回許多失散的校友。
也透過每年校友返校節在11月召開系友大會，
採取1年在校外、1年在校內的方式，每年邀請
畢業30年的校友及40年的校友返校參加，特別
針對畢業30年的校友頒贈錦旗乙面，畢業40年
獎牌乙座，吸引校友參加。

羅主任說： 「系所友會的服務就是要做到大
家都感動！ 1千多位系友我不指望每年都來，
每年只要來 10-20 個人就好。你在做他們在
看，也許前幾年他們是以潛水的方式在觀望，
但後來就會被感動而加入。」 這樣的阿Q精神
嬴得在場來賓的熱烈掌聲。

結合產業界 傳承華岡海洋

海洋系系所友會何邦碩會長在分享 「推動華
岡海洋會務活動經驗」 提到，華岡學會海洋學
會／研究會在民國76年停辦後，91年奉關世傑
所長指示在胡興華學長號召下，籌劃同學會復
辦事宜，94年正式成立並推選李昭興學長擔任
首屆會長，99年推選何邦碩學長擔任第二屆會
長迄今。

李天任校長頒發感謝函予海洋系友會會長何邦碩

依據生科與地質兩系史，100年第二屆理監
事聯繫系友後取得共識，從此生科系、地質系
便被認列為海洋系的延續，並在這兩系成立
「紀念關世傑／王洸／靳叔彥教授薪傳獎學

金」 ，利用地球科學論壇頒獎，達到薪火傳承
的目的。

系所友會更進一步發動系友在母校義務講授
專業課程擔任職場導師。並協助生科與地質系
與產業界建教合作及暑期實習，結合產官學各
界系友資源進行研究工作與活動辦理，如系所
友登龜山島地質、生態考察、參訪大潭發電廠
及出磺坑油氣田、工研院綠能所、生醫所及清
大生命科學院，嘉惠在校學弟妺們，同時也維
繫與學長姐們的情誼。

緊繫華岡情誼 齊心攜手向前行

李天任校長有感而發，回想起文化大學蓽路
藍縷的辦學過程，當年的創辦人從不把資源、
經費做為辦學的優先考量，才能有今日文化大
學的規模，我們也應該秉持這樣的精神，凡事
先做再說，校友聯繫的工作刻不容緩，及早做
回饋愈大、回報愈多，期勉在座的同仁、校友
共同參與，將校友會業務往前推展。

歡迎準華岡新鮮人報到！
賃居說明會 2500名家長新鮮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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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董事長親自推薦
留下的身影有如一座中國地理學的大山 令人望高山而仰止
編者按：1989年經本校董事長張鏡湖博士的推薦，趙松喬成為第一位受邀訪問台灣的大

陸傑出學者，至今正好屆滿25周年。為紀念地理學家趙松喬博士訪問台灣學術交流25

周年，本校特別出版《質樸堅毅—地理學家趙松喬》，以資紀念。

恭喜你即將進入大學，成為本校的新鮮人，
展開人生的另一段精采里程- 追尋理想，攀向
生命的高峰。在知識經濟的時代，知識的富足
是每一個人終身追求的目標，而進入大學正是
擺脫以往專為應付考試而讀書的一個關鍵點！
從此不論專業知識的汲取，還是養成全方位人
才的各種能力，我們都要學著做自己的主人，
為自己而求知、學習。
本校位於陽明山華岡，鄰近國家公園，雲山

環抱，花木蔥蘢，俯瞰台北盆地，淡水河谷，
遠眺台灣海峽，景色壯麗，氣象萬千，堪稱全
國最美的校園。在中國宮殿式的巍峨建築中，
我們的師長們在不同學術領域，都有傑出的研
究與教學成果，在持續經營鳥語花香，風光明
媚的精緻 「綠校園」 理念下，校方更堅持以
「三館齊下，e 路領先」 的理念，提供學子們
最好的圖書館、體育館、博物館，規劃引進各
類資訊科技，提供師生們最優美精緻的教學與
研究環境。
期許每一位華岡學子，在學期間都能充分運

用學校的各項優質教學資源，努力向學，都能
被培育為 「全方位」 的人才。謹代表全體師生
歡迎你，期盼你的到來，成為華岡的一份子;
也樂見又一位華岡的生力軍，即將展開一段
身、心、靈兼顧的知識與成長之旅！也預期善
於珍惜資源與環境的你，正準備為自己的前
程，把握機會，全力以赴；許自己一個健康富
足的未來，成為文質彬彬，平正通達，有修養
有風格的華岡人。

許自己一個健康富足的未來

張董事長（右三）、趙松喬女兒趙旭澐（右二）、文學院王吉林教授（左四）及靳宗
玫教務長（右一）與出版部同仁一起合影。

文/校長 李天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