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RT 校慶擺攤推廣英文 APP 百花池畔 High 翻天　
主持人 Joseph Lin 與學生熱情互動  讚聲華岡學生英文優

師生齊聚打開雙手 同祝文大 55 歲生日快樂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創校 55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3 月
1 日在體育館八樓柏英廳舉行，
數百位校友、貴賓及師生齊聚歡
慶。李天任校長致詞說，今年因
為氣候的關係，遲來的花季正好
和我們一起迎接校慶，共同懷古、
敘今、展望未來。李校長並要大
家「打開」雙手大合照，象徵師
生同慶文大 55 歲生日快樂！ 

李校長表示，文大創建於民國
51 年，創辦人張其昀博士以復興
中華文化、培養五育人才為辦學
理念與目標，披荊斬棘，創校維
艱。其願望能夠實現，屹立於華
岡 55 載，要感謝的人很多，包括
華僑賢達出錢出力，大師先進貢
獻智慧，方使文大綿延、華岡永
續。

李校長說，尤其已故菲律賓僑
領莊萬里先生當年首先捐出 200
萬元鉅款，奠定創辦人在華岡建

基的信心和力量。本校大成館萬
里樓及大莊館的命名，就是飲水
思源，向已故創校恩人莊萬里先
生表達最深的敬意與謝意。如今
莊萬里先生的兒女承襲其父與文
大的因緣，對本校仍關懷有加，
其公子莊長江先生日前特地趨車
遊訪文大，緬懷莊先生的大度無
私。

李校長也指出，本校張創辦人
的一生功業及華岡辦學的經過，
前理學院院長劉廣英教授去年 11
月出版的新作「俯仰 - 中華民國
政略家張其昀」有詳盡的撰述，
足供我們研讀與追思。

李校長說，本校擁有全國最多
元的學系組，具備多元學習的優
勢，除了雙主修或輔系等選擇外，
目前開設許多跨領域課程，並希
望全校系組都能參與跨域專長的
學程，提供學生更多選修機會，
創造融合當前社會發展所需的跨

領域學問，目標在發揮科際整合
優勢，培育「π」型人才。

李校長期許大家一起開創未
來，才有未來，相信文大能在篳
路藍縷中創辦，在風雨中茁壯成
長，更有能力面對未來沈著應變，
追求卓越。文大的持續發展有賴
董事長領導、董事會的支持，也
感謝全體教職員生的努力與團
結、校友的愛護與提攜、姊妹校
的合作與交流，及各界的關愛與
指導，這些都是促成本校創新與
進步不可或缺的力量。

他表示，我們有信心中國文化
大學秉持著創辦人建校的理念，
在董事長的領導與各界賢達的鞭
策與期許下，必定能在多變的年
代穩定的走出自己的道路，而且
可以越走越遠、越走越好。

日本創價大學田代理事長也致
詞祝福文大生日快樂指出，創價
大學與文大淵源深厚，每年都在

台灣舉辦池田大作研討會，分享
池田先生理念；池田先生與張鏡
湖董事長關係如兄弟深厚情誼，
每年校慶都一定會派人出席文化
大學的生日慶祝會，為兩校的友
誼持續加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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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ICRT 廣受歡迎的主持人
Joseph Lin，3 月 1 日將整個廣播主持台搬到
中國文化大學，慶祝文大生日快樂！他全程用
英文與文大學生熱情互動、對談，甚至英文傳
情，讓百花池現場 High 翻天。

Joseph Lin 受訪表示，應學務處舉辦 55 週
年校慶園遊會，特別蒞臨參與擺攤鼓勵學生多
聽多說英文，增強個人實力，並祝福文化大學
55 歲生日快樂，呼籲想要學好英文的學生可
以下載 ICRT APP 或多多聽廣播，保證跟他
一樣溜英文。

Joseph Lin 說，ICRT 是一個走在戶外的媒

體，樂於與年輕人接觸，連節目 CALL-OUT
也是一種與學生的互動。這些日子來，他多次
參與大學各大慶典活動，希望能找回 ICRT 早
年設立的初衷，因為 ICRT 成立於 80 年代與
90 年代，就是與大學接觸，與學生互動，培
養學生聽廣播學英文的興趣。

Joseph Lin 說，基於擴大學生收聽族群需
要，更希望推廣聽眾手機下載APP，讓學生知
道 ICRT 因應時代趨勢而有不同的收聽方式，
鼓勵學生多多聽英文，培養說英文的習慣。

他說，這次有機會來到文化大學相當高興，
尤其不少學生英文表達能力很強，用英文行銷

自己能力很棒，讓他看到不一樣的大學生表
現，相當高興。

全商系三年級李灌晏相當具親和力，獲主持
人青睞。李灌晏說，他平常就在收聽 ICRT 節
目，這次有機會與廣播主持人對話相當開心。

全商系三年級楊文琪說，沒想到在校園就能
與廣播主持人對話、能看到節目主持人，希望
這種廣播型態能多多前來學校；大傳系許惠盈
則提到，ICRT 以一比一廣播電台的型態設置
攤位，是很棒的體驗，提供我們學習機會體會
真實錄音情形，讓自己有更身歷其境的英文演
說感覺。

　【文／李文瑜】使命必達，積
極認真。今年行政特優人員為法
學院陳昭吟秘書、秘書處游令宜
秘書及人事室組員曾文萱，由李
天任校長頒發獎章。
　游令宜自 88 年到校擔任校長室
秘書，工作表現優異、效率高，
並能圓滿達成各項任務；陳昭吟
秘書擔任法學院秘書 15 年來，對
於校、院交辦事項均能依時間規

定前圓滿達成使命，並有具體績
效；人事室組員曾文萱秉持人事
以服務為目的之精神，精研人事
法令規章，辦事仔細，任職人事
室期間擔任新聘人員報到、人事
資料管理、各項統計資料等業務，
與全校教職員工均有所接觸，且
平日以熱忱服務的態度，任勞任
怨，以禮相待同仁，深獲同仁好
評。

陳昭吟秘書、游令宜秘書及曾文萱組員

行政績優

化學系林立錦主任  青春投注文大校園　

華岡教學三十載

  今年服務滿三十年的老師總計
有 10 位，每一位老師對文大從全
然陌生，到熟悉每位學生、師生
與每個教學環境，無不將自己的
青春投入在文大校園中，也對於
文大懷著滿滿的感謝。

　剛到文化大學報到時，就聽到

前輩和學生說“華岡風大雨大，

但華岡人是熱情的”。三十年的

光陰，感受到了華崗的風雨和寒

冷，不知吹壞了多少雨傘，換過

了多少厚重的衣物；但也感受到

了華岡人的溫暖，校內行政人員

熱 心 的 協

助，各院系

老師友善的

招呼，專車

上同儕的相

互照顧，學

生們貼心的

感謝卡，校

友偶遇的問

候與閒聊，這些華岡人的熱情，

早就把華崗的風雨和寒冷，化成

雨後的彩虹，讓三十年教學的生

涯更加美好。謝謝大家，也祝福

所有的華岡人萬事如意。

　55 週年校慶，本校教職員老

師及百位校友齊聚曉園，向張

創辦人致敬，感念一代教育家

為中國文化大學的奉獻。致敬

典禮由張海燕董事擔任主祭者，

帶領李天任校長與行政學術主

管及校友們向張創辦人鞠躬。

　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字曉峰，

是著名的地理學家、教育家。

他出身於書香門第，自幼便在

父兄的薰陶下勤奮向學。張其

昀先生在學術上的貢獻很大，

尤其是在地理學研究更是成就

非凡。

　張其昀博士不僅是一位地理

學家，也是一位教育思想家，

一生生活規律、嚴謹，勤於著

述讀書。在世時常以校為家，

為學生、校務盡心盡力。

曉園致敬 齊向張創辦人行禮
感念一代教育家為中國文化大學的奉獻

創價大學田代理事長帶著池田大作先生
的祝福，出席本校 55 週年校慶大會，
與李校長相見歡。



　【文／李文瑜】卓越文化，永續華岡。今年
獲頒優秀學術表現的老師共有 224 位，在校慶
大會上由七位老師代表領獎、本校張海燕董事
頒授獎章。學術研究成果獎是指凡經發表的研
究論文、著作、e 化課程教材、創作、專利或
研究計畫、建教合作等，依本校學術研究成果
獎勵辦法申請獎勵，每件核給獎勵金 3 千元至
9 萬元。

　 論 文 刊 登 於 A&HCI、SCI、SSCI、EI、
TSSCI、THCI、CSSCI、SCOPUS 等 學 術
性期刊，可獲研究論文獎，每篇頒給獎狀暨獎
金，受獎教師共 131 位，其中 13 篇有 1 位、
7 篇有 1 位、6 篇有 4 位、5 篇有 6 位、4 篇
有 2 位、3 篇有 9 位、2 篇有 31 位、1 篇有
77 位。
　專書獎受獎教師共 15 位，藝術及設計創作

獎受獎教師共 7 位，學年度體育成就獎受獎教
師 4 位。連續 3 學年（102、103、104 學年
度）獲得「科技部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者」頒給
獎狀、受獎教師共 58 位。指導本校學生執行
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之研究報告，經科技部
審定成績優良且有創意者：頒給獎狀暨獎金，
受獎教師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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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學術表現  224 位老師獲獎學術研究成果獎

　【文／李文瑜】文大 55 週年慶校慶獻禮，
由創團超過十年、台灣唯一的華岡巴洛克樂團
端出美聲饗宴，讓現場數百師生校友於體育
館柏英廳親身感受國家音樂廳等級的頂級音樂
會。音樂系洪千貴老師說，感謝文化大學持續
灌注經費投入巴洛克音樂課程，以理論導入實
務，培育學生以原樣古樂器演奏巴洛克音樂。
　文大藝術學院陳藍谷院長帶領的「台灣巴洛
克樂團」，是全台灣唯一全部使用巴洛克原樣
樂器演奏巴洛克音樂的樂團，忠實原味呈現巴
洛克音樂時代纖細又純淨的音樂活力。多年來
已經在國內外演出多場、聞名全球，未來期盼
能永續發展台灣唯一以古樂器演奏巴洛克音樂
的樂團。
　洪千貴老師說，巴洛克的音樂具崇高時代意
義，是基於法王路易十四對藝術的熱愛，對

十八世紀初歐洲的音樂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
當時他積極網羅各國才華洋溢的音樂家，在凡
爾賽宮中共同創作、彼此觀摩激盪，奠定未來
巴洛克音樂發展的基石；隨後此一音樂氛圍影
響歐洲鄰國，富麗、華美風采的音樂形式和內
容從此誕生，創造一個巴洛克時代的音樂地
位。
　她提到，近三十年來，歐洲興起「巴洛克古
樂」復興運動，帶動全球的研究者與演奏家開
始致力振興巴洛克古典音樂，為古典音樂環境
注入清新的泉源。並且，當今歐洲樂壇樂迷對
於使用現代樂器演奏巴洛克音樂，已逐漸失去
新鮮感、厭膩了音樂的僵化，也讓崇尚原汁原
味的巴洛克古樂器演奏與巴洛克時代的樂曲相
輔相成，帶來清新又富麗的音樂之風，再度躍
居主流地位，蔚為風尚。

華岡巴洛克樂團 柏英廳獻美聲禮讚校慶
全台唯一全部原樣古樂器演出 呈現巴洛克音樂純淨活力

　【文／李文瑜】文化大學華岡
登山社創社社長吳夏雄攝影展，
3 月 1 日 55 校慶在菲華樓盛大開
幕。吳夏雄學長說，今年已 70 歲
了，還有機會與學弟妹們分享台
灣及國際間大山大海之美、非常
難得，也讓自己有機會重返母校、
體會母校之美。
　李校長也前來參觀吳夏雄攝影
展。他說，吳夏雄學長把拍照與
登山合而為一，將高山之美化為
一張張作品，提供給大家欣賞，
彷彿親自陪同他攀山越嶺般的真
實，謝謝吳夏雄學長至今仍把華
岡登山社當作驕傲，讓華岡登山
社持續活躍。
　攝影展致詞貴賓方元沂學務長
指出，吳夏雄學長會爬山又能拍
照，這是相當耗體力的興趣，學
長卻能將其當作終身的樂趣，相
當佩服他的毅力與能力。他當年
在華岡也熱中參與社團活動，深
深感覺每一場團隊活動都能帶給
自己不同的人生體會，至今影響
仍鉅。
　來自台南佳里、畢業於建築

系、現任建築師的吳夏雄學長，
於 1963 年創立中國文化大學華岡
登山社，工作志趣均與登山相關，
不僅攀登國內大山，也數次參與
海外國際活動攀登世界高山，或
為理想的實踐，或是工作的考察，
每一張作品都是他攀山越嶺的心
力之作。
　他從大學時代就開始登山並推
展登山活動，迄今已有三十多年
的經歷。吳夏雄認為，爬上了最
高點，就是對山的征服。但無論
你是誰，登頂之後，終究得下山，
而雄偉的山岳，卻永遠屹立在那
裡。誠然，登山需要技術、體力
與毅力，因此你挑戰的對象不是
山，而是從前安逸的自己。「想
一想，當站在最高點往四處展望，
天地遼闊，感覺到的正是人類的
渺小，此時面對大自然應更為謙
卑，」吳學長說，這是他對攀山
的體會，更是對大自然的崇敬。
　吳夏雄攝影展在菲華樓展期至 3
月 15 日，每日早上九點至下午四
時三十分。

登山社創社社長攝影展 祝賀母校生日快樂
李校長：吳夏雄學長結合拍照與登山 觀賞作品彷彿親自攀山越嶺

　【文／李文瑜】為提升教學品
質，鼓勵教學成效，文大每年表
彰特優教師，今年有七位老師獲
獲選為全校特優教師及獎勵金 12
萬元。李天任校長除親自頒授獎
章，並肯定老師以春風化雨溫暖
華岡，指他們認真教學、研究、
輔導與服務具卓著貢獻，實為師
生表率。
　今年獲特優教師（右圖左二起）
包括：理學院應數系林豐澤教授、
農學院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許立
達副教授、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

陳為仁教授、商學院財務金融學
系洪瑞成教授、環境設計學院景
觀系張琪如副教授、教育學院教
育系郭妙雪副教授及推廣教育部
資訊管理學系王舒民副教授。
　特優教老師們以身作則，在學
術上精益求精，秉持有教無類精
神，積極輔導學生，期盼建立學
生自主理念，點燃學生終生學習
的火苗，在教學創意上，兼容古
今教學傳統方式及協同學習等，
增強學生交換相異的經驗知識，
提升學生學習意願。

春風化雨溫暖華岡 認真教學貢獻卓著

教學特優教師

　【文／李文瑜】為鼓勵優秀資
深教師投入通識教育，提升通識
教師教學績效及提高通識教育教
學品質，每年表彰傑出通識教育
教師，頒發 2 萬元獎勵金，並由
校長頒授傑出通識教師獎章。
　獲獎老師（右圖左二起）包括：
文學院哲學系吳豐維副教授、文
學院史學系倪仲俊助理教授、新
聞暨傳播學院資訊傳播學系柯舜
智副教授、教育學院教育學系陳

寶山教授及藝術學院美術學系劉
小玲副教授。
　今年獲獎五位老師，其通識課
程教學方法創新，以生動活潑的
角度來思考通識哲學，足能激發
學生學習動機；同時培養學生對
知識、價值與生命進行反省、批
判、探索與統整的能力，兼具溫
婉良善人格，促進學生自主思考
判斷及行動之能力，足為推動通
識教育表率。

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通識課程創新教學  激發學生學習動機

音樂系王典老師為校慶獻唱

創社社長吳夏雄與現任社長莊嘉仁 ( 左 ) 同台祝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