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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由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主辦、

中國文化大學承辦的「全國大專校院資訊行政主
管研討會」，9 月 3 日在文大體育館舉行。由於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疫情下的新常態」也成為
今年會議主軸之一，除了研討相關課題，邀請的
資訊廠商也展出多項遠距學習資訊設備，與會的
全國資訊主管也全程配合防疫措施。
  今年全國大專校院資訊行政主管研討會，從
「雲端學習、AI 應用、數位轉型、資訊治理」
等幾個構面，邀請全國各大專校院資訊行政主管
與政府機關資訊長分享經驗，希望透過資訊行政
主管們的溝通交流，協助全國各大專校院資訊業

務訂定前瞻策略，提升學校的競爭優勢。
  文大徐興慶校長指出，為協助各資訊主管了解
各校校長推動資訊校務的計畫與想法，今年特別
安排他以及東華大學趙涵捷校長 ( 左一 )、台北
商業大學張瑞雄校長 ( 左二 )、中國科技大學唐
彥博校長 ( 右一 )、淡江大學葛煥昭校長 ( 右二 )
談「CEO 對校園資訊治理的期望」，希望藉由
對話讓大家掌握校長的心，成就校務資訊的發
展。
  教育部資科司郭伯臣司長指出，希望透過資訊
座談，提升各校雲端學習、AI 運用、數位轉型、
資訊治理等能力；尤其各大專院校即將開學，面

對防疫及雲端學習等課題，希望能找出更妥切的
方向；也希望各大學院校資訊主管能夠於資訊發
經費上提撥固定比例於資安工作。他也期盼藉由
研討會凝聚全國資訊行政單位業務推展共識，加
速各校院在資訊領域、經驗與作法的交流，提升
各校資訊業務的執行效益。
  這場盛會除五校校長對談，並安排七場專題演
講，包括科技之美與藝術人生 - 現代文藝復興在
華岡、2020 大專校院資訊單位組織及經費合理
性調查研究報告、從 AI 到智慧醫療、疫情下的
數位轉型、企業數位轉型策略思維、全校遠距教
學三週：歷程與省思。

【文 / 楊湘鈞】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與台灣綠能

公益發展協會共同發起『陽光海岸、綠益創生』
綠能公益計畫，希望核一二廠除役後在北海岸持
續推動能源轉型，邀請社會大眾透過捐款與出資
推動國境之北的屋頂太陽能公民電廠計畫，並邀
請在地友善企業及文化大學等攜手合作，未來不
僅將成為台灣本島最北的屋頂太陽能公民電廠，
更將成為社區教育基地。
  包括文大在內的參與團體今於 8 月 13 日舉行
啟動記者會。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執行長郭慶霖
表示，若北海岸的環境條件都能發展太陽能電
廠，相信台灣各地都能做到，這個國境之北的公
民電廠，將扮演重要的領頭羊，也是未來北海岸
能源社會教育的重要基地。
  台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理事長，也是陽光伏特
家共同創辦人陳惠萍表示，計畫預計的最大建置
規模為 97.635kWp（共 283 片太陽能板），目

前已有 35 位民眾出資購買 65 片光電板，捐款
金額將近 24 萬元，已經成功跨出第一哩路，希
望能號召更多人參與支持、一起實現這美好的公
民行動。
  皇后鎮森林團隊代表郭冠雄表示，在露營區建
物裝設屋頂光電不僅是代表對於綠能發展的支
持，未來屋頂光電的租金將投入原已進行中的課
輔班運作，擴大社區教育基地，彌補弱勢孩子們
缺乏的教育輔助資源。
  文化大學副校長王淑音表示，文大對於大陽明
山地區有深厚的關心，也關注北海岸地區長期存
在的「能源不正義」問題。文大是第一個榮獲國
家永續發展獎的大學院校，並已與新北市智慧綠
能社區合作社簽約，提供大賢、大莊兩座場館屋
頂，成為台灣第一個建立社區型公民電廠的大
學；在其「共創光明頂」社會責任計畫和「永續
社區與社會創新中心」的努力下，成立了深入社

區的跨域課程，讓不同系的學生合作攜手扎根社
區。
  她表示，文大將以實際行動支持北海岸公民電
廠，除了派駐新聞系影像團隊為此案拍攝紀錄
片，也會投入國樂系音樂團隊協助金山皇后鎮的
課輔班音樂教育，使學生能將其在本校所學回饋
在地。未來在光電設施建置完成後，也會利用跨
域課程的教學團隊，與皇后鎮森林露營區合作，
共同以此能源推廣據點進行長期性的地方能源教
育，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秘書長崔愫欣表示，希望核
電除役後持續在北海岸推動能源新願景。未來也
會與在地合作，每年至當地社區舉辦年度活動，
邀請所有認養光電板的支持者參與，讓公民電廠
支持者「回娘家」，帶著家庭一起到露營區關心
認養的光電板，搭配能源教育活動以及在地文化
體驗課程。

【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月 9 月 13 日舉行
歡迎大一新鮮人的「大學入門」活動，除了已成
文大傳統的笄舞表演以及學生打躬作揖象徵拜
師、師長鞠躬致謝等成年禮，文大校長徐興慶也
勉勵新鮮人要把握後疫情時代的學習契機，並約
定「未來四年不作弊」，希望大家都能於四年後
的畢業典禮兌現承諾。
  文大今年的大學新生入學典禮，也分別邀請傑
出校友福斯國際電視網台灣區前總經理蔡秋安，
以及今年考進文大體育運動健康學院博士班的瑞
莎現身說法。蔡秋安總經理提到，大學四年就是
人生漫長旅程中，最具享受的一段美好青春，無
憂無慮的學習，更能無所畏懼自由選擇你想過的
生活，是一種恩賜。

  瑞莎與今年剛考上體育系大一韻律體操國手丁
亭云同為學姊學妹。她說，是亭云給了她在台灣
重拾韻律體操另一條路的信心與勇氣，是她在台
灣第一個培養的學生，她也是非常努力，已是全
台灣前二十強的優秀國手，希望未來有機會可以
攜手一起擦亮文化大學體育運動健康學院的招
牌。
  文大校長徐興慶致詞表示，今年由於新冠肺炎
疫情延燒，對全球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不同於以
往，2020 級新鮮人的大學生活從第一天開始，
就注定將比歷屆學長姊們面對更多的不安與不確
定。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種種危機終將過去，
在後新冠疫情時代必將充滿各種生機與轉機，也
都將化作未來發展的重要契機。

  徐興慶校長最後還與學生約定「四年不作
弊」，期許大家勇於面對最真實的自己，並期待
四年後大家都能於畢業典禮上可以告訴校長「大
學四年，我充分的學習，我沒有作弊」。商學院
汪進揚院長則提到，商學院各系所相當重視企業
倫理與實務實作，培養學生在企業倫理之上，以
誠信為主軸，並透過各種專題實作、有薪實習，
培養優秀企業菁英。
  文大副校長王淑音則表示，希望在四年後或五
年之後，在這個場地可以再度看到，大家驕傲的
跟全世界的人宣讀，我是華岡人，可以開開心心
的離開文化大學，成為非常光榮的華岡人。

全國大專校院資訊主管齊聚文大 討論疫情時代數位轉型

徐興慶校長勉新鮮人 把握後疫情時代學習契機 約定「四年不作弊」

副校長王淑音：文大以行動支持 共同實現這美好的公民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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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 光 海 岸、 綠 益 創 生 』 屋 頂 陽 光 計 畫 啟 動

▴▴▲徐校長頒發感謝狀予劉廣英教授，感謝分享華岡歲月

【文 / 李文瑜】109 學年度新任學術主管暨新聘
專任教師研習營，9 月 9 日在大恩館十一樓舉
行，徐興慶校長指出，歡迎優秀的師資團隊進駐
中國文化大學，今年面臨少子化浪潮及疫情各項
困境，文大仍開出超過九成三的高招生率，新設
的體育學院旗下三系更創下百分之百的招生率佳
績。

  徐興慶校長說，各位新進教師都是教育界優秀
的翹楚，謝謝願意為文大奉獻心力。他表示，社
科學院國發所周陽山教授，是他極為仰慕的教授
之一，撰寫文章篇篇精闢，今年以邀請他回歸文
大任教，相當具意義。
  徐校長也提到，日文系藤田明良教授在日本相
當知名，非常高興他願意加入文大這個教學團
隊；國樂系盧煥韋老師樂團經驗豐富，在朱宗慶
打擊樂團超過二十年，更有 1500 場演出經驗，
對藝術學院而言，有此一生力軍加入，將使藝術
學院的師資陣容更豐富。
  徐校長說，提高招生是目前文化大學最積極規
劃的方向，近日他將率領招生團隊前往台中「固
本」，就是與高中學校簽訂合作聯盟的關係，並
親自前往這些考上文大較多的高中介紹文化大學
的特色與未來，希望藉由師長的分享與學長姊的
介紹，讓更多高中生願意就讀文大。
  王淑音副校長則表示，歡迎各位新進優秀老師
加入，希望關係長長久久，將其精華奉獻文大，

造福華岡的學生。
  教學資源中心為讓每一位新教教師熟悉校園動
態與教學環境，每年都會在九月開學前舉辦「新
任學術主管暨新聘專任教師研習營」，邀請兩位
獲教學特優教師暢談教學經驗分享。今年邀請特
聘大氣科學系特優講座教授劉廣英院長分享「華
岡來時路」，介紹張其昀創辦人的生平與對教育
的理念，及分享華岡的教學經驗，希望讓新教教
師儘快進入華岡教學大家庭裡。
  今年新進教師包括：社科學院青兒福武佳瀅老
師、社福系陳雅琪老師、勞動系劉曦宸老師、勞
動系袁宇熙老師、經濟系曾至宏老師、化學系周
柏廷老師、應數系劉嘉惠老師、法文系黃士賢老
師、韓文系陳蒿堯老師、韓文系崔世勳老師、日
文系藤田明良老師、建築系鄭人豪老師、都計系
周志龍老師、國樂系盧煥韋老師、大傳系黃詩音
老師、大傳系陳毓麒老師、新聞系陶聖屏老師、
觀光系夏秉楓老師、觀光系林聖偉老師、園生系
羅靜琪老師及國發所周陽山老師。

歡迎 21 位新進老師加入華岡大家庭 徐興慶校長宣布今年招生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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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徐興慶關心境

外學生入境事宜，9 月 9 日率同國際長陳維斌、

國際處東亞組組長林孟蓉等師長，前往桃園機場

關懷、慰勉當天入台的文大境外生，以及相關師

長的辛勞，以顯示文大對境外生以及相關防疫作

業的重視。

  國際處表示，政府於 6 月 17 日起逐步開放境

外生返台學習，直至 8 月 24 日全面開放境外生

入境。因防疫原因，有別於過去入境，此次境外

生入境必須先通過一些行政程序，尤其是新生，

可能要至少一個月，才有辦法跑完所有的行政程

序。

  國際長陳維斌表示，同學搭機的階段更是辛

苦，許多學生在飛機上不吃不喝、不敢上廁所；

下飛機時得拿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全身是汗的通

過層層的檢疫，才能出關；向學校派駐在機場的

同仁報到後，又必須進行 14 天的居家隔離。對

於境外學生而言，這 14 天在異鄉的檢疫隔離期

既漫長也陌生，特別是大一新生們，大多未滿

20歲就必須獨自面對這兩星期初到異鄉的曲折。

  為此，徐興慶校長 9 日偕同國際處相關師長，

前往桃園機場迎接境外新生入境，並向他們說聲

辛苦了。這一天日入境的新生，恰好都是來自日

本各地的文大新生，身兼日本專家的徐興慶校長

也直接用日語直接和學生交談、給予鼓勵，讓幾

經波折的同學們倍感溫馨。

  文大王淑音副校長 8 月 29 日也曾帶同國際處

師長前往桃園機場，了解入境流程與境外生入台

後將面對 14 日隔離檢疫作業，以及如何在隔離

期間調適心理狀況。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9 月 11 日與台中
市立人高中、弘文高中簽訂策略聯盟。由於立人
高中為文大徐興慶校長高中母校，徐校長偕同高
中同班同學、現為青年高中賴建成校長一同出席
母校與文大策略聯盟典禮，並分享對母校培育之
情，期盼透過策略聯盟，讓母校高中的學弟妹可
以享受大學端的教育資源。
  徐興慶校長說，文大每年規劃六百萬的國際移
動力獎學金，輔以教育部的學海飛颺計畫獎學金
申請，年獎學金破千萬，只要學生願意出國，校
方就願意每年提供超過兩萬元留學、遊學補助。

未來，只要簽策略聯盟的高中學校，文大都可提
供教師駐校服務，協助高中端學生個人申請技
巧、大學面試秘訣，以及因應 108 新課綱，文大
舉辦各項大學體驗營，提供高中策略學校學生優
先錄取體驗活動。
  徐校長感謝母校培育之情，指引自己一路走向
興趣教學之路。他身為大學校長，也是教授，更
是立人高中的資深大學長，願意當高中生的指引
導師，將大學端豐厚的資源，分享給學弟妹，讓
學弟妹享有更好的學習資源，歡迎立人學弟妹來
文大找校長。
  徐校長說，目前就讀文大的立人校友就有 90
位，今年新生報到就有 29 位，人數相當多，未
來希望在策略聯盟合作基礎下，大手牽小手，進
行師生、教學、研究及行政資源等多元管道的交
流，期盼能創造互利、共贏的契機。
  立人高中劉瑞鐘校長指出，徐校長是立人傑出
校友，秉持立人以你為榮的教育態度，每位學長
姊都願意把最好的回饋給學弟妹，謝謝徐校長以
立人校友，並以文化大學校長與立人高中簽策略
聯盟，將最好的大學資源，願意分享高中端，大

手牽小手，豐厚教育價值與意義。
  弘文高中張輝政校長說，希望大學能提供教師
來高中授課，目前希望有一些語言教學的課程，
包括英文基礎教學等這些社團課，很高興有機會
與文大合作，文大創校歷史悠久，非常知名，希
望透過國際志工、社團交流等共同合作機會，分
享資源，相信是最好的合作方式。
  徐興慶校長提到，弘文高中目前累計在學有
64 人，108 學年度新生就有 17 人，若合計含立
人高中 90 多位，將近 150 多位，未來希望與更
多台中區的高中學校簽署策略聯盟，新課綱即將
上路，大學端舉辦各項體驗營助益新課綱的高中
學生，未來文大願意補助交通費、授課鐘點費
等，鼓勵大學端的教授來高中授課，雙方分享教
育資源。
  徐校長提到，文化大學最可貴的資產在於累計
至今已培育超過 27 萬名校友，光是大學校長就
有 27 位，目前還在職的縣市首長有三個，還有
全球大、小企業董事長、總經理則不知凡幾，這
些都是未來文大學生的人脈存摺。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8 月 19 日與台中
市青年高級中學簽訂策略聯盟，未來文大與青年
高中將進行師生、教學、研究及行政資源等多元
管道的交流，期盼能創造互利、共贏的契機。
  該簽約典禮由文大徐興慶校長、青年高中董事
長蔡侑展、賴建成校長共同簽署策略聯盟合約
書。徐興慶校長表示，文化大學相當重視這次簽
約典禮，同時列席見證簽約典禮的還有王淑音副
校長、方元沂教務長、藝術學院樊慰慈院長。
  徐興慶校長說，青年高中素以培養優秀的藝術
人才，文大的藝術學院則是國內最早設立的藝術
人才培育搖籃，青年高中學生每年約有數十位成

為文化大學的學生，雙方往來相當頻繁。未來雙
方簽署策略聯盟後，可望帶動更多的師生互訪與
交流，也能安排藝術學院師資前往該校駐點授
課，創造雙贏新局。
  青年高中董事長蔡侑展提到，文化大學創校悠
久，更是培育許多優秀的傑出校友，很高興有機
會與學校簽署策略聯盟，青年高中每年都有數十
位學生都會選擇報考文大，謝謝文大師生的照
顧，未來希望提升交流力道，讓青年高中更多學
生有機會就讀文大。
  青年高中賴建成校長指出，徐興慶校長是高中
同學，兩人情誼甚深，除謝謝高中同學鼎力協助

安排簽署策略聯盟，更謝謝文化大學這幾年對青
年高中學生的照顧，學生反饋意見都對文大印象
非常好。
  賴建成校長提到，青年高中在 106 學年度在全
國五百多所高中職中，獲教育部頒發體育績優學
校，是私校中第一所獲肯定的學校。107 學年度
唯一獲評鑑優等的高中、108 學年度獲教育部頒
發藝術教育貢獻獎，也是台灣唯一私立學校獲此
殊榮的高中，學校一直在努力，未來若有更好的
資源對接優質大學端，我們是相當樂見其成，更
希望雙方互利創造雙贏新局。

回饋母校培育之恩 徐興慶校長赴台中立人高中簽署策略聯盟

文大與台中市青年高中簽署策略聯盟 雙方資源互享創造培育專才新局
徐興慶校長、王淑音副校長親赴桃園機場 為境外生加油打氣

每年國際移動力獎學金超過千萬 雙方資源互享創造培育專才新局

【文 / 李文瑜】面對少子化浪潮，中國文化大學

積極迎戰，將外語學院改制為「國際暨外語學

院」，並新成立第十三個「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以因應未來趨勢。文大 7 月 27 日舉行兩院掛牌

典禮，徐興慶校長致詞表示，改制外語學院及成

立新學院是文大重要里程碑，在全球化浪潮及樂

活體育運動的時代趨勢下，文大將持續擴大專才

與通才的培養力度，成為全台灣優秀的人才培育

搖籃。

  新成立的體育運動健康學院，包括體育學系運

動教練碩、博士班、體育學系、技擊運動暨國術

學系及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未來將鎖定專業體

育訓練培育。甫獲日本政府頒授旭日小勳章、為

文大體育發展貢獻良多的文大董事彭誠浩致詞表

示，他期盼成立體育學院很久了，感佩徐興慶校

長有此遠見，文大成立體育學院後，將為培育台

灣體育人才再創新巔峰。

  首任體育運動健康學院院長為蘇俊賢教授。他

指出，成立體育運動健康學院是因應時代趨勢，

更是文大創校最重要的里程碑，未來將吸納國內

體育菁英前來就讀，也將因應健康促進全球化潮

流，為國家培養運動與健康促進管理高級專業人

才，及提供運動健康促進產業人力資源，不僅是

趨勢，更是未來體育運動健康學院新亮點。

  國際暨外語學院首任院長為國內知名語文專家

趙美聲教授，共有日本語文學系、韓國語文學系

所組、俄國語文學系、英國語文學系、法國語文

學系等七個系所組及語文教學中心，並將注入原

商學院全球商務學位學程。

  徐興慶校長說，未來國際暨外語學院將全方位

推動跨系模組教學，例如語文加商學、語文加觀

光等模組課程，該學院課程模組設計引領全台灣

外語人才培育之先，將是文大的一大亮點。未來

該學院的學生不僅可投入學術語文研究之路，更

能結合商學院課程，開啟新的學習視野，鼓勵學

生投入考取商學證照及語文證照，無縫接軌職場

更有利。

改制「國際暨外語學院」暨新成立「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逆襲少子化浪潮 積極培養文大在商業外語及體育跨域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