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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為表彰朴在圭先
生在政治、外交、學術多方面之
卓越成就，且對推動韓國與本校
交流合作之貢獻，今年獲李在方
大使與林尊賢大使之推薦，經本
校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審查
通過，於3月1日頒授名譽政治學
博士學位，以示崇敬。張董事長
致詞時提到，本校與韓國高等教
育關係極為深厚，韓國姐妹校是
國內最多的大學，雙方往來密
切，很高興頒授慶南大學朴在圭
先生名譽政治學博士學位。
李天任校長致頌詞時提到，慶

南大學朴在圭校長領導下，成為
韓國著名私立大學，尤其與 19個
國家 65 所優秀院校進行學術交
流，國際化績效卓越。1997年與

本校簽訂學
術 交 流 協
議，學術交
流 積 極 頻
繁，友誼深
厚。

台灣前
駐韓代表李
在方提到，

慶南大學朴在圭校長及文大張鏡
湖董事長及銘傳大學李銓校長，
是推動台韓教育交流的最佳推
手，更樂見中國文化大學頒授朴
在圭校長名譽政治學博士學位，
透過此一盛會，雙方將共同努力
推動台韓交流及深耕中華文化。
李在方代表說，自己旅居韓國

20年，觀察與見證韓國經濟的崛

起與文化之發展，而中國文化大
學對台韓教育交流貢獻非常大，
張其昀創辦人不但首創韓文系，
張創辦人哲嗣張鏡湖董事長接棒
深耕台韓教育，至今已與韓國 31
所大學締結姊妹學校，與韓國姊
妹學校間互有交換學生、承認學
分之協定，師生往來相當頻繁，
因此，文大韓文系培養了通曉韓
國語文及事務之專才，才使得現
今台韓關係更加蓬勃發展。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趙百相提

到，每年三月一日是文化大學的
生日，三月一日也是韓國獨立運
動的紀念日，韓國政府相當重視
此一紀念日，今年有幸參與見證
中國文化大學頒授慶南大學朴在
圭先生名譽政治學博士學位典

禮，內心覺
得相當有意
義，目前在
台灣擔任代
表 近 一 年
餘，深知中
國文化大學
張董事長長
期致力推動

台韓高教交流，當年雖面對 1992
台韓斷交，但私下民間各方面交
流幾乎都是透過文大張董事長與
朴在圭校長安排往來，推動各項
非民間交流活動，讓台韓間交流
不致中斷，非常感謝張董事長與
朴在圭校長長期對台韓交流之貢
獻與努力。

校外Windows認證更便利
專屬新的認證簡單一指搞定

【文/李渼詩】今年資訊中心同步簡化認
證 Windows 前設定 VPN 認證的繁瑣步驟，
特別建置全新的認證服務，免除全校師生
校外認證的繁複手續，簡單三步驟，校外
任一部電腦進行 KMS 認證，搞定認證程
序。首先，登入KMS校外認證系(Kmsvpn.
pccu.edu.tw)，輸入本校專區帳號密碼並輸
入驗證碼，登入完成後，電腦畫面記住千
萬不要關，下一步請執行本校專屬《校園
認證一鍵通》，認證完成後再關閉認證頁
面，即可完成認證。

新的Windows認證系統簡單四步驟。第一
步驟，敬請各位師生登入KMS校外認證系
統，輸入（Kmsvpn.pccu.edu.tw）。第二步
驟，再輸入本校專區帳號密碼並輸入驗證
碼，就是登入驗證碼完成後，電腦螢幕畫
面記住不要關掉，避免連線斷訊，謹記此
一步驟最重要，畫面千萬不要關。第三步
驟就是，執行本校專屬《校園認證一鍵
通》，認證完成後再關閉認證頁面！

各位師生，如仍有使用上問題，文化大
學資訊中心隨時為大家服務，解惑各項操
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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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界華岡校友聯誼會 2月 8日成立
張董事長出席成立典禮與校友們敘舊感恩創辦人辦校情

創校53年，本校以發揚中華文化為宗旨，堅守辦
學理念，今年 2月本校連續三度獲教育部教學卓越
計畫經費補助，去年12月獲得行政院頒發103年度
國家永續發展獎，是永續教育類第一所獲獎的大學
校院。今年以 「卓越文化，永續華岡」 為題，掀開

53周年校慶序幕，3月 1日各類大型慶祝活動於春
暖花開陽明山校本部盛大演出。百名校友蒞臨華
岡，並於曉園前，向張故創辦人致敬，感謝張創辦
人堅守辦學理念，春風化雨，讓每一個文大人走出
華岡，均能以華岡為榮。

創校53週年 迎接卓越文化 永續華岡

本校頒授慶南大學朴在圭先生名譽政治學博士學位
表彰朴在圭先生在政治 外交 學術多方面之卓越成就

張董事長頒授博士學位證書予朴在圭校長

李校長與朴在圭校長合影

【文/李渼詩】 「外交界華岡校友聯誼會」
於 2月 8日正式成立，該成立大會總計邀請 10
餘位終其一生為中華民國外交工作盡心盡力的
校友，現場更有許多學長姐忠於職守派駐外
國，無法親自到場，但紛紛致電表達關心之
意。該聯誼會召集人林享能學長以及夫人黃貴
美學姊，黃貴美學姊說， 「正因為經歷過當年
的艱辛以及母校對他們的提拔與栽培，這一路
走來與母校的感情是無法割捨的」 。張董事
長、李天任校長則親自出席盛會，凝聚校友深
厚情誼。

「外交界華岡校友聯誼會」 成立餐會特別邀
請林柏杉國際長、魏裕昌學務長、外語學院李
細梅院長蒞臨指導。張董事長特別分享許多當
年學校刻苦經營的小故事，喚醒現場許多校友
對母校的深厚情誼，這些想起當年的故事，都
讓校友們記憶深刻，林享能學長與黃貴美學姐

多次提到張創辦人對校友們的栽培是無私的。
林享能學長提到，當年考進文大研究所還沒

畢業，順利考取外交官進外交部，如今，轉眼
回憶起來已經是五十年，文化大學對我來說，
幫助非常的大。大學是讀政治大學外交系，正

因創辦人充滿著教育的理想，提供就讀文大研
究所學生獎學金一個月八百塊，當時，國立大
學的獎學金才四百塊，八百塊在當時來說跟小
學老師待遇差不多，身為農家子弟，創辦人對
教育的一念之心，至今仍感懷在心。
林享能學長回憶說， 「報考文大研究所那一

年是民國 51年 8月 17日，10月初開學，那時
候華岡還只有大成館，還在興建中，當時校園
路小小的，只有卡車進得去。當年第一屆的研
究生則是借用陽明山國防研究院，也就是現在
的中山堂在裡面上課，在那麼優美的環境安靜
的讀書，獨一無二，更是得天獨厚，我一輩子
都忘不了，那一年，我在文化大學國防研究院
唸書的日子。」
他提到，曾任前教育部長，也是創辦人張曉

峰先生，對於辦學充滿著崇高的理想，最令我
敬佩的就是張創辦人以延續中華道統為己任的
努力。開辦學校系所無所不包，凡是與中華文
化有關的系所，文化大學都是第一屆設立，這
對延續中華文化影響深遠。
現場許多學長姐分享學校的小故事，這些一

路走來的足跡，讓年輕一代的校友持續為母校
譜寫出一個又一個嶄新的故事。

邵宗海院長率團與澳門理工商談境外碩士在職專班事宜

【文/李文瑜】社會科學院邵宗海院長也宣
布社科學院正式於澳門成立 「政府治理」 碩
士在職專班，於澳門理工大學成立該境外專
班課程，開啟台澳交流新里程碑，造福台澳
兩地有志向學的學生，更是本校首度在澳門
設立頒授本校碩士學位的學位學程，意義非
凡，更是送給文化大學 53 周年生日最棒禮
物，未來邵院長期盼各學院重要系所均能將
招生觸角延伸海外大學，開啟台灣學生國際
新視野，更讓境外學生了解文大之美。
社會科學院邵宗海院長說，本校社科學院

與澳門理工學院確定於今年九月於澳門理工
學院正式開設 「政府治理」 碩士在職專班課
程，本課程是本校首度在澳門設立頒授本校
碩士學位的學位學程。
邵宗海院長提到，爾後澳門研究中心陸續

接待許多來自澳門的學生團體，學生們多表
示非常有意願來報考在職專班，例如澳門科
技大學來訪時即有黃芃兒等四位同學即表示
非常有興趣來考台灣學位的碩士班。本院經
濟所碩士生也是本校經濟系畢業生的李達豐

也表示若是早點能在澳門開課，他會考慮回
澳門報考，可一邊工作一邊就讀，使得境外
碩士專班獲得澳門同學的正面回應。

2013年 12月，教育部承認包括澳門理工學
院在內的四所澳門大學學歷， 「政府治理」
碩士在職專班的開設便水到渠成。邵宗海院
長強調，經過不斷與澳門理工學院聯繫、溝
通、企劃並得到校方正式支持，終於在 2014
年 11月底正式得到教育部的核准設置，即將
2015年9月開班。
邵院長提到，回顧籌備的過程，雖曾有過

學歷承認的問題而暫時停擺，但此課程是文
大首度前往澳門開辦海外學程，意義非凡，
等於將學術之路開至澳門，為台澳有意投入
台澳研究的學生爭取更多學習的機會。
邵院長認為，正因該門課程順利開設，經

驗十足，未來將積極本校商學院觀光系、社
科學院社福系在澳門理工學院開設 「休閒管
理」 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福利」 碩士在職
專班等，期盼文大能和澳門進行更多的交
流，造福台澳兩地有志向學的學生。

首設澳門境外碩專班 社會科學院開啟里程碑
今年九月正式成立 政府治理 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邵宗海院長(左圖左二)積極與港澳華岡人建立關係，期盼鼓勵各地華岡人可以知道母校動態
左圖為香港校友會劉木蘭會長(右二)、靳宗玫教務長(左一)、商學院吳青松院長(右一)合影

台灣前駐韓
李在方代表

駐台北韓國代表處
趙百相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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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創校 5353週年慶祝暨聯誼餐會週年慶祝暨聯誼餐會 33月月 11日日
中午在體育館二樓舉行，首先祝賀表演中午在體育館二樓舉行，首先祝賀表演
團，為本校國術系，學生們以祥獅獻瑞團，為本校國術系，學生們以祥獅獻瑞
為題，送給文大生日卓越精彩的生日表為題，送給文大生日卓越精彩的生日表
演禮物，舞蹈系的舞動華岡迎春喜，則演禮物，舞蹈系的舞動華岡迎春喜，則

為現場觀眾帶來春天的喜氣與溫暖。為現場觀眾帶來春天的喜氣與溫暖。
今年慶祝暨聯誼餐會，特別表揚校友今年慶祝暨聯誼餐會，特別表揚校友

捐贈興學基金，由李天任校長親自頒發捐贈興學基金，由李天任校長親自頒發
陳正輝校友捐贈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獎陳正輝校友捐贈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獎
學金新台幣學金新台幣 100100 萬元琉璃獎一座、萬元琉璃獎一座、

G2001G2001科正公司捐贈體育室檢適能檢測科正公司捐贈體育室檢適能檢測
儀器價值新台幣儀器價值新台幣 108108萬元琉璃獎一座、萬元琉璃獎一座、
張正暘先生連續張正暘先生連續 2626 年捐贈美術系系務年捐贈美術系系務
發展基金達新台幣發展基金達新台幣 240240 萬元琉璃獎一萬元琉璃獎一
座。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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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各位在星期假日蒞臨參加本校53周

年校慶盛典，和我們一起慶祝中國文化大學的

生日。慶生代表對一段生命的回顧與展望，學

校的校慶也是一樣，每年3月的第一天對中國

文化大學的全體師生而言就是一個這麼特別的

日子，在此百花齊放、春風又綠華岡的時節，

我們不禁緬懷本校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的高瞻遠

矚與創校之艱辛；以及張董事長鏡湖博士接續

薪火、傳承使命，帶領中國文化大學轉虧為

盈，屹立茁壯那段辛苦的歷程。

萬丈雄心平地起，千縷豪情岡上播。回想53

年前本校第一棟校舍大成館的破土到落成，彷

彿一顆希望的種子，從泥土裡發芽、迎向陽

光。如今華岡學園已植樹成林、規模宏巨，育

才無數，我們擁有63個系所、19棟校舍、專兼

任教職員2千餘人、學生2萬6千名，校友26

萬人、兩岸及國際姊妹校263所。文大在創辦

人、董事長的宏觀與睿智、及歷任先進一步一

腳印的努力，點點滴滴才累積成今日之現況。

創辦人最重要的訓勉是 「質樸堅毅」
創辦人生於1901年，逝世於1985年，享年

84歲，他的一生與國家的命運相繫，他的成就

完全是為了國家而締造的，這樣一位無我、利

他的全神教思想家及教育家，離我們匆匆已屆

30年。創辦人曾自述 「人生七十才開始，希望
愛我的人成全我的志願。」 ，創辦中國文化大
學是創辦人的志業之一，文大靠著這麼多尊敬

創辦人、愛他、護念著他的志願的前輩，出錢

出力創建延續，創辦人的偉大由此可見。而他

留給我們最重要的訓勉是校訓 「質樸堅毅」 。
張創辦人認為 「質樸堅毅校風之培養主要是
靠天時地利人和三種力量培養。」 其在 「滿園

秋色」 文中提及所謂天時，即指華岡群峰環
繞、氣象萬千，尤其秋冬之際風雨多變，飽經

磨練，足以養成堅強人格。地利，即指高樓俯

瞰太平洋、淡水河波光與關渡平原，有振衣千

仞崗、濯足萬里流之勝慨。人和，即指重視五

育發展培養人格特質。

創辦人深信大學教育應以五育並重為理想。

本校有幸坐擁天時地利，因此依據創辦人創校

理念與教育目標，經過決策共識以 「秉承創校
理念，涵詠中華文化，培養現代人才之綜合大

學。」 為本校定位；以 「傳揚中華文化，促進
跨領域創新，與時俱進，邁向國際。」 為本校
願景，以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推動跨領域學

習，培養學生的基本素養與人格特質，期待學

生具備五大核心能力：

1.道德思辨與循規負責的能力

2.專業與實務應用的能力

3.身心管理與抗壓的能力

4.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5.文化與藝術欣賞能力

使同學們成為不落人後的現代人、專業人、

健康人、國際人及文化人，更是個質樸堅毅的

華岡人。

邁向卓越文化 追求永續華岡
「卓越文化、永續華岡」 是本校53周年校慶

的主題，這樣的揭示其來有自。今年2月本校

連續三度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雖

然無論就學校排名、學術表現、教師教學品質

及學生學習等方面本校皆有顯著的成長，而

「卓越文化」 是我們追求的終極目標，我們將
持續以此自我期勉；去年12月本校獲得行政院

頒發103年度國家永續發展獎，是永續教育類

第一所獲獎的大學校院。永續發展的精神在於

追求社會、經濟與環境三方面的均衡發展，不

僅能夠滿足目前的需求，亦不危及後代子孫之

需要，是一種不短視近利、不自私的情懷。本

校鄰近陽明山國家公園，結合本校的地理位置

之優勢、環境資源之多樣及各學院之專業學

識，讓文大師生得以在國家永續發展上有很好

的發揮空間，進而追求 「永續華岡」 。
堅持學校辦學的理念

華岡的永續在於面臨社會、經濟、環境變遷

下，我們必須仍有持續開發，滿足目前實際需

求，且不會影響未來福祉的能力。唯有具備這

樣的能力才能讓中國文化大學逐步邁向卓越。

時代瞬息萬變，資訊流通快速，能掌握變

化、因應變化者才不會被淘汰。我們要有創新

思維，建構永續學習的環境，透過 「學習型組
織」 的建構與運作，教學經驗傳承與交流；我
們將掌握校務發展的持續性、計畫性及變革的

步調，使校務穩健進步與發展，並與姊妹校保

持積極務實的友好關係；更希望同仁們應保持

高度的敏感性，積極主動任事，以因應未來的

工作環境變化。我們靈活運用策略與方法，但

仍將堅持學校辦學的理念，堅定本校教育的目

標，而不隨波逐流，我們要將學校的優質文化

傳統永續傳承下去，如此才能面對全球教育市

場嚴峻的考驗，繼續實踐本校作育英才的理

想。

未來我們雖有挑戰，但是我們不畏懼，華岡

的永續、文化的卓越有賴董事長領導、全體教

職員的智慧與團結、校友的愛護與提攜、姊妹

校的支持與交流，及各界的關愛與指導，這些

都是促成本校穩健前進的力量。

緬懷創辦人
高瞻遠矚與創校之艱辛

現在 我們衷心感謝為華岡付出的校友、師生與同仁

未來 我們堅持學校辦學理念 迎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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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華岡人向張創辦人致敬

【文/李文瑜】3月1日9時準時於曉
園致敬，向張故創辦人墓園致敬，9時
20分後於曉園旁的健康步道舉行校友
櫻花植樹典禮，接受本校名譽政治學
博士學位的韓國慶南大學校長朴在圭
先生相當高興以校友身份在文大種下
櫻花，傳承質樸堅毅校訓之精神。
今年以采櫻文化為名，由校友總

會、職發組、總務處及森保系共同舉
行，育種櫻花近百株，在 3月 1日校慶
當日，由本校第一代校友林享能學
長、黃貴美學長代表，現任校友總會
榮譽董事彭誠浩學長、校友總會唐彥
博理事長、香港校友會劉木蘭會長、
上海校友會莊震霆會長、加拿大校友
會傅淑真會長等近四十位校友們參與
植櫻活動，意義非凡。
劉木蘭會長提到，記得當年在校念

書時，室友們都會拿著枕頭套採橘，
那些故事與那些年彷彿都還在眼前，
現在參與植櫻活動，更希望學弟妹記
得文化之美，本校希望透過傳承陽明
櫻花之美，創下百人種櫻之創舉，讓

更多的校友們珍藏文化，珍藏那些年
在華岡的精彩日子。
各學院院長與學術行政主管同時參

與櫻花樹植，校友們與姐妹校的朋
友，為2015校慶生日寫下精彩一頁。

采櫻文化 傳承文化之美采櫻文化 傳承文化之美
校友 學院院長 行政主管共同種植櫻花樹

文／李天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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