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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60 週年校慶主題
標語徵選活動」3月 3日完成徵選，
第一名作者及作品 「文化傳薪火 
華岡耀 60」、第二名「鳳鳴甲子 
華岡熠熠」及第三名為「振衣華岡 
博學陽明」，謝謝參與的華岡人，

在迎接一甲子的世代，文化大學將
會做得更好。

該活動評選由本校師長及校
友、學生代表等組成評選委員會，
共同評選出前三名作品，並致贈
第一名禮券 6000 元、第二名禮券

3000 元、第三名禮券 1000 元，以
及文大紀念杯各 1 個。

該活動是為擴大歡慶創校 60
週年，展現華岡蓬勃新氣象，將舉
辦結合「感恩溫馨與展翼創新」、
「人文關懷與數位科技」、「永續

發展與社會公益」等主題或特色的
多元慶祝活動，以促進校園師生互
動及凝聚校友向心力。

【文/李文瑜】110年大專院校優秀青年經過「資

料審核」及「面試」兩階段遴選，共評選出 13
位積極進取、品學兼優足為青年學生楷模者，預
計 5 月 29 日薪傳頒獎典禮上公開表揚。

文大今年獲選者為：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
四年級陳正威、大眾傳播學系四年B班石芳柔、
社會福利學系四年 B 班黃仁弘、中國戲劇學系
四年級陳邦妮、新聞學系四年 B 班張心妮、新
聞學系四年 B 班翁唯真、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
學系四年級謝汶辰、體育學系四年A班楊雅晴、
大眾傳播學系四年 B 班黃若婷、大眾傳播學系
四年 B 班黃郁庭、國際貿易學系四年 A 班顏維
廷、新聞學系四年 B 班張志浩及戲劇學系四年
級徐采臨。 

大專優秀青年當選條件嚴謹，需兼具品學
兼優特質，還必須擔任社團幹部且推展活動具成
效，或熱心公益、社會服務具優良事蹟，辦理愛
國愛校活動，或是學術研究具專精成效者，足為
各校學生楷模。

當選大專優秀青年，對同學是一種榮譽，
更是對他們大學的社團以及學業生活的一種肯
定，他們代表的是雖是一般的學生，但是因為在
學業上用心，成就更為傑出；更在社團上付出與
努力，為他們的大學生涯寫下一頁的精彩與感
動，文化大學致力於培養具備軟實力及硬實力之
大專優秀青年，影響社會、改變世界、創造華岡
人的無限可能。

【文 / 楊湘鈞】愛書人有福了！中國文化大學圖
書館出版部，即日起至 24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在文大城區部大夏館（台北市建國南路 2 段
231 號）舉辦清倉大拍賣，共有百餘種、上萬本
圖書，以銅板價回饋大眾，歡迎民眾前往賞書購
書。

愛書人有福了！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出版
部，即日起至 24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在
文大城區部大夏館（台北市建國南路 2 段 231
號）舉辦清倉大拍賣，共有百餘種、上萬本圖書，
以銅板價回饋大眾，歡迎民眾前往賞書購書。

文大表示，這批圖書除了一些大學用書，
更有一些精裝書畫集，例如國父紀念館與東京富
士美術館合作展覽的「東京富士美術館珍藏西洋
名畫展」，全採精裝，原價 1500 元只要兩枚 50
元銅板即可購得；另外，像是明朝宋應星所著、
有「中國古代一部綜合科學技術著作」稱號的
「天工開物」，原價 660 元，也只要兩個 50 元
銅板。

與徐悲鴻、柳子谷並稱畫壇「金陵三傑」

的清末民初花鳥畫家張書旂，他的畫一畫難求，
現在銅板價 40 元就可以擁有他的畫集；日本名
畫家三浦真一的「日本繪畫史」，網拍賣一本
500 元，在這裡一樣以 40 元就可以買到。

文大圖書館出版部表示，其他如「西周青
銅彝器彙考」、「梅光迪先生家書集」等，也都
值得愛書人細細品味與收藏。

在大學用書部分，則有包括「中國文學導
讀」、「科技發展與人物」、「自然科學發展」、
「環境與生態」、「西洋政治思想史」、「宗教
與人生哲學的詮釋問題」、「世界文明史」等各
領域的圖書，則是八折優惠價，歡迎各大學師生
以及民眾前來賞購。

第一名：「文化傳薪火 華岡耀 60」

兼具品學兼優特質 社團表現尤為傑出

愛書人照過來！文大圖書館出版部萬本圖書 銅板價清倉拍賣

「60 週年校慶主題標語徵選活動」名單出爐 

大專院校優秀青年軟硬實力兼具 每一位都是精采非凡

響應政府產業創新政策 期盼建立CSR與USR產學合作模範

校友總會限量首發校慶紀念卡 打造全球校友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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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國際
產學聯盟 3 月 2 日與經濟部產業
園區企業詠麗生技簽訂「LAB101 
CSR X USR 教育公益計畫」，
未來雙方將多面向把企業資源、區
域經濟發展、產業園區生態系，融
入產學合作的企業與大學社會責任
理念與教育方針。徐興慶校長說，
詠麗生技是國內自創品牌的知名企
業，文化大學非常歡迎並感謝參與
教育公益，未來期盼建立 CSR 與
USR 產學合作模範。

中國文化大學自 2019 年起與
歐盟歐洲文化之都國際產學創新合
作計畫，由徐興慶校長率領的國際
產學聯盟借鑒國際成功經驗，發展
大學教育模式創新，與企業結合厚

植產學合作，響應政府產業創新政
策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培育具承擔社會責任的大學實踐力
及創新創業精神之臺灣優質人才與
產學能量提昇。

徐興慶校長表示，中國文化大
學校務發展所推動之國際產學發展
與創新實踐教育係秉持響應行政院
科技部「國際產學聯盟」及 「人
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教育部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經濟
部「學研協助產業園區輔導創新計
畫」、國發會「地方創生」等相關
政策方針辦理。詠麗生技為文化大
學協助經濟部產業園區輔導創新計
畫，為台灣最大規模的新北產業園
區之企業。

詠麗生技趙莉惠董事長說，
2020 年參與「陽明山學」邁向人文
創新與社會實踐的「山舞陽明」國
際文創市集，與文大共同推動友善
環境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後。認同文
大創新而穩健的辦學模式，帶領學
生推動並服務在地創生外，培育對
產業及社會有正向影響力的人才。
適逢文大六十周年，很高興能夠締
結產學聯盟參與推動 CSR 及 USR
教育公益。

王淑音副校長說，本校自
2018 年開始，正式將大學社會責
任計畫納入本校之高教深耕計畫，
並成立「USR 辦公室」，突破以往
大學教育理念僅重在專業知識的傳
遞，大學社會責任理念除了傳統大

學教育外，於大學治理、教學承諾、
社會參與及環境永續等各面向都需
要將社區的經濟與發展融入大學教
育的社會責任理念與教育方針。

顏敏仁研發長說，文大國際
產學的發展，連結國際並深化實質
交流辦學內涵，產官學聯盟成員多
項合作計畫皆持續具體落實產業創
新實踐和社會關懷以發揮正向影響
力。目前文大也是經濟部及僑委會
所認可委任的產業園區企業輔導大
學以及全球僑臺商產學合作大學聯
盟成員。相信文大 13 個學院的多
元專業與師生研發能量，可以擔任
國際產官學合作的好夥伴。

【文 / 李文瑜】文大校友總會為歡慶母校生日，
與艾斯移動 Mobii! 綠色城市生活優惠平台合
作，首發限量「59 周年校慶紀念卡」與「專屬
服務平台」，並於校慶當日將首批紀念卡，分送

給獲選 2021 年傑出校友。
該合作案內容是預計在明年 60 週年校慶時

正式提供給全球校友使用，包括電信、支付、食、
衣、住、行、遊、購、育、樂、點數回饋等各種
折扣，以及全球特約店家優惠、校友專屬線上商
城、校友社群、校友人才網、校友企業福利網等
創新服務與內容，這也是該廠商艾斯移動定製的
新會員服務平台服務，文化大學的校友們可獨享
之優惠。

徐興慶校長說，文大培育許多優秀人才，
至今已超過二十八萬名校友，傑出校友活躍於業
界也遍布全球，為凝聚校友情，積極透過各種管
道與合作方式，鏈結在學學生與校友們，聯手打
造創新韌世代。

文大校友總會為使校友總會廣大服務歷屆
校友，整合全球校友資訊，該公司以「全球會員

卡＋全球優惠平台」概念，協助文化大學建立全
球校友資源網絡，提供校友權益與各式加值服
務，強化校友們彼此的連結，並對母校現況與發
展有更深的了解及更多的參與，獲得校友總會的
認同肯定。艾斯移動以永續及全球連結的理念，
不但跨產業還跨國實現各項優惠權益的整合，未
來校友會平台功能及服務將不斷增加，打造台灣
最智能的會員管理平台。

艾斯移動深耕全球跨境交通服務平台
（Global Mobility as a Service, GMaaS），
已整合城市生活中跨運具的交通服務，以及多元
便捷的乘車付款方式，包括實體交通卡、NFC
交通卡、信用卡支付、到 QR-code 乘車碼、生
物識別等應用，透過便利的智慧交通服務帶動城
市發展，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文大攜手經濟部產業園區 推動社會教育公益

歡慶母校 59 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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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做為全台第一所獲
經濟部認可登錄成為創新組織的大
學，文化大學教務長方元沂表示，
2021 年起，重要的發展方向和培
育目標之一，就是把聯合國 17 項
永續發展目標 SDGs 融入教務，鍛
鍊學子以創新腦解決社會議題的能
力，並內化成學習態度與人生價值
的 DNA。

「培養有社會創新力的學子、

追求永續健全的發展，始終是學校
一致的共識。」方元沂說，明年文
大即將迎接創校六十周年，團隊都
有共識，面對高校的嚴峻競爭，歷
史悠久的文大必須展現積極正向、
創新起飛的企圖心。對齊社會創
新，培養能跟上環境變化的「韌世
代」中堅份子，將是核心任務。

打造「韌世代」，文化大學絕
對是天時地利。全球 28 萬校友，

對求學時代「上山練功」也很有記
憶點，時而彩虹高掛、時而強風大
雨，早就養出不怕風雨的耐受力。
進入職場更能展現不會見風就倒的
韌性，很耐挫、願意拚。

方元沂教務長強調，「韌世代
的培養更要灌注對社會創新、永續
共好的價值。」多年來文大專注校
務創新，讓學生跨域學習，把正式
課程連結 SDGs，引導學生關心國

家社會、善於思考、勇敢解決難題，
一步步裝備自己。

「曉峰學苑」就是起始點，網
羅各系優秀同學加入，透過跨領域
專題實作、深入不同產業參訪並擴
大國際視野。另外也發展微學分課
程，藉由大學社會責任 USR 的志
工服務，點燃關懷人群、參與地方
創生的熱情。

【文 / 李文瑜】一場疫情讓全球明白，誰能發揮
創新力洞察力，透過互助合作與資源整合替社會
問題找到解方，誰就愈接近這時代真正需要的
「菁英」。文化大學方元沂教務長就提到，這幾
年積極培養曉峰苑生菁英群，就是讓學生畢業後
面對各種挑戰，都有迎風而解的實力與耐力。
他分析，未來社會需要的就是這類菁英，其共通
特質就是擁有「改善社會」的強大內驅力、跨域

整合的計畫力和執行力。文化大學做為全台第一
所加入經濟部社會創新組織的大學，而文化大學
的「曉峰學苑」，就是在實踐新思維下的菁英培
育計畫。

他解釋，未來每一群組都有導師團，在老
師的引導下，經過四年打磨的苑生，視野、創意
和行動力三位一體，對於以創新型式改善社會現
況充滿熱情，躍躍欲試，在各領域都能成為不可
取代的中堅分子。

方元沂教務長說，曉峰學苑今年已進入第
十年，每年三月透過全校海選，遴選出五十名，
至少要班上前三名才有機會拿到門票。對於曉峰
苑生，學校有完整的培育計畫，當苑生進入第二
年的專題製作期以後，就必須提企畫案或微型研
發案，運用自己累積的跨域知識觀察國內外環

境，提出關鍵議題，找出可能的解決方案。
「我們會對齊聯合國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鼓勵苑生不僅聚焦台灣，也把視野放大到國際，
思考在消除貧窮饑餓、改善教育品質、就業與經
濟成長、減少不平等…等 17 項改變世界的號召
裡，自己的興趣和熱情在哪個主題上。」

方元沂強調，這幾年已開始讓苑生進入社
會創新組織，參與開發行銷宣傳。今年苑生表現
尤為傑出，大傳系「智愛的家鄉」拍攝台東金峰
鄉故事、音樂系的「女力 power 從你我做起！
促進性別平權與提升女性地位計畫」，跨域表現
都獲計畫主持單位高度肯定。經過這樣的鍛鍊，
更能站上制高點看世界，涵養出解決問題的心
法，畢業後說不定就是開發新創事業的起點。

【文 / 楊湘鈞】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申請
立案完成，並已於 2 月 26 日獲得台北市政府來
函發給立案證書，正式成為人民團體。後續赴法
院申辦登記為社團法人。

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申請立案完
成，並已於 110 年 2 月 26 日獲得台北市政府來
函發給立案證書，正式成為人民團體。後續赴法
院申辦登記為社團法人。

本屆會員大會順利選出 15 名理事 : 陳碧
涵、利政南、闕河仁、趙郁玲、劉安立、陳旺聖、

林永孟、高許定、闕壯銘、張徽貞、陳威霖、
吳孟憲、李先蓉、張樹人、林正洲及 5 名監事 : 
李曉蕾、韋焰、楊羽萱、曾瑞媛、黃懷濬。

常務理事、正、副理事長及監事長選舉選
出 5 名常務理事 : 陳碧涵、劉安立、闕河仁、
利政南、高許定；理事長：陳碧涵；副理事長：
劉安立、高許定；監事長：韋焰。

理監事會議同意聘任黃春興博士為首任執
行長；理事長邀聘余明翰與羅丹琪為副執行長，
楊家誠為財務長。

該會於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多項
重要決議，其中兩項包括配合校友總會共同推動
母校創校 60 周年校慶活動；提供母校畢業生就
業増能等需求之機會與服務。

會長陳碧涵表示將依創會宗旨推動會務，
積極聯繫臺北校友企業，返校提供在校生職涯諮
詢、專業講座及輔導就業等服務。同時歡迎設
籍臺北市的校友們踴躍參加校友會，一齊共襄盛
舉，回饋母校，提攜後進！

【文 / 李文瑜】提昇學生對
國際文化的認識，促進學
生對僑生以及僑生聯誼會
的交流，吸引更多的學生
蒞臨國際學生周展，了解
國際文化，從中學習互相
包容及尊重各國的文化特
色，並且提升學生的世界
感，促進國際化以及多元
文化交流。徐興慶校長致
詞時提到，文化大學是一
個多元的系所，國際學生
眾多，謝謝大家在疫情其
間，仍選擇在文化大學就
讀，這裡是大家的大家庭，
凡是有任何需要都可以跟
老師們反映。

今年主題以世界的拼
圖為題，就是像一張世界
的地圖，是將大家拼湊在

一起的，今年展出共計有
有個國家，包括港澳、韓
國、印尼、越南、馬來西
亞、蒙古），各國服裝體
驗區可以拍照留念。

主持人為馬來西亞學

生沅妤、國浩說，現場有
大多數的朋友都來自世界
各地，各自帶著不同的經
歷文化背景、生活習慣等
等，離鄉背井，來到這裡
留學，然而國際處、僑聯

會就像大家在台灣的家一
樣，把大家拼在一起，就
像一張世界的地圖，讓大
家在大學的生活，添加更
多的色彩。

徐興慶校長說，本校

都會舉辦國際文化週，今
年有六個國家的僑生以及
境外生來參與，同時我們
還有原住民的同學加入這
次的活動，藉由這樣一個
活動

希望在這一週裡面大
家有空到這個廣場來，彼
此認識所謂異國的文化，
這個文化是很多元的，除
了服裝、料理、各國的一
些文物之外。

徐校長說，覺得最重
要的就是讓各位同學能夠
去認識別的國家的留學生，
成為朋友，然後也讓我們
台灣的同學，能夠跟大家
一起交流，分享這個國際
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內
涵。

專注社會創新 文大打造堅韌有愛韌世代

文大曉峰苑生 對齊全球指標打磨創新力與實踐力

台北市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 獲北市府核發立案證書

世界的拼圖國際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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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碧涵會長推動畢業生就業輔導服務

徐興慶校長：文化大學是一個多元系所 國際學生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