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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徐興慶校長 獲聘東吳大學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

文大與博雅盟學園合辦第二外語預修課程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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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自助而後人助做事態度 期許未來持續傳承及培育人才

徐興慶校長：願義務為高中生上一堂「學外語要做什麼」

【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校長徐興慶，獲其
母校東吳大學聘任為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9 月
2 日舉行線上歡迎會，徐興慶感性「說故事」，
細數他在東吳的學思歷程，以及在日本九州大
學、台大、文大等校從事學術研究、任教及成立
研究團隊的點滴，並期許未來能持續傳承及培育
人才。

東吳大學校長潘維大，副校長趙維良、董保
城，以及台灣多位知名的日本研究學者都出席
這場歡迎會。潘校長表示，徐興慶是東吳傑出校
友，去年即邀請他返回母校演講，今年再禮聘他
擔任端木愷校長講座教授，希望能帶動、提升母
校教學及研究能量，協助培育跨領域人才。

徐興慶說，非常榮幸獲得這項殊榮並感謝母校
栽培。

徐興慶表示，當年東吳日文系教學十分嚴格，
如導師鐘芳珍、教會話的尾久幸子、文法的施素
鶯、日本語研究的蔡茂豐、犧牲假期組讀書會的
高橋正巳老師等許多恩師，如今憶起當年課堂學
習，嚴格的訓練都還會讓他「皮皮剉」，卻也因
此奠定他扎實的日文基礎。

徐興慶說，很多人問他：你好像每次都很有
信心，難道不怕失敗？他則自思，只要是對的事
就會往前衝，也很幸運總會有貴人相助。他有一
個因緣際會，認識建築大師，東京大學隈研吾教
授，隈教授曾經提及 :「沒有根據的信心」的概

念，原來自己的思考正與隈教授的座右銘不某而
和。

徐興慶也表示「自助而後人助！」是他做事
的態度，許多人是看到他的努力而願幫助他，讓
他得以「關關難過關關過」。也因此，時時抱持
感恩的心，思考自己到底能貢獻什麼？例如在台
日關係、東亞學研究方面，還有很多工作尚未完
成，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催生由國家主導的日
本、東亞研究中心，讓下一代有更好的研究資源
與制度。

致詞貴賓政大前教務長于乃明教授除回憶與
徐興慶的「東吳學姊學弟情誼」，也指出東吳日
文迄今已有九千餘名畢業生，說明徐興慶取得日
本九州、關西兩所大學的雙博士，更成為一位大
學校長，「是東吳莫大的榮幸」；與徐興慶共事
達廿年的台大教授甘懷真，則稱讚徐興慶是日本
研究及教育的領導者，也是史學及思想文化史專
家。指出徐興慶對台灣日本研究的貢獻，有目共
睹，上個月榮獲日本外務大臣表彰的個人獎，實
至名歸。

因受新冠疫情影響，歡迎會無法進行實體儀
式，為此，東吳大學特別製作了動畫版的頒發聘
書儀式，徐興慶也致贈自己在台大主編的 35 冊
「日本學研究叢書」給母校圖書館典藏。最後，
東吳日文系教師群錄製了一段「歡迎大學長回娘
家」的影片，讓整個歡迎式更添溫馨、感人。

【文 / 李文瑜】台北市百齡高中、陽明高中與明
倫高中三所學校組成「博雅盟學園」與文化大學
合作再推一步，10 月 5 日文大與博雅盟正式簽
訂「第二外語預修課程專班合作」。未來雙方將
擴大英、日、韓及法文課程交流合作，提供在學
高中學生第二外語的先修課程，高中學生在可優
先選修第二外語先修班，文大可開設學分證明，
有機會抵免大學第二外語課程。

投身日文教育近四十年的中國文化大學徐興
慶校長說，未來他願意免費為高中學生上一堂
「學外語要做什麼？」因為學外語最重要的是要
激起學生學習動機，找到學習的興趣，就能堅持
到最好，因此，他願意以其自身四十年教授日文
的經驗，對高中端學生上這堂課，未來高中端的
學生想進修那一門外語，都可以來聽這一堂課，
保證學生能找到學習的動機。

簽約典禮由文大徐興慶校長、文大國際暨外語

學院師長，與百齡高中張盈霏校長、陽明高中蔡
哲銘校長及明倫高中洪金英校長共同見證簽約。

台北市百齡高中、陽明高中與明倫高中三所學
校組成「博雅盟學園」與文化大學關係深厚，許
多學生多能進入文化大學就讀，像陽明高中今年
就有四十多位畢業學生就讀文化大學。

方元沂教務長說，文化大學語文中心已獲教育

部同意成為師資培訓重點，可望邀請高中老師參
與成為師資培訓種子學員，對未來推動高中第二
外語教育具深遠意義。

成立「第二外語預修課程專班合作」目的，就
是迎接全球化與國際環境的變遷，提升高中學生
全球移動力及競爭力已成為趨勢，因此，未來雙
方簽訂合約後，將針對教學、研究與行政資源之
整合運用及互惠共享機制，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
前教育署「補助大學辦理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預修
大學第二外語課程要點」，合作辦理第二外語課
程專班教學計畫，文大與博雅盟三校正式協議簽
訂專班合作協議書。

未來課程專班可採單校專班或多校合班方式
擇一辦理。招生人數以每班 20 人為限，可配合
全學年參與者為優先；逾人數上限，則先以修習
過該語言或具備該語言基礎能力為篩選標準擇優
錄取。

贈書複本圖書館每冊 20 元 歡迎前往圖書館逛逛

【文 / 李文瑜】為推廣資源分享再利用，圖書館
於圖書館二樓大廳樓梯下借還書櫃台左手邊，設
置「自主書店 + 二手書 + 無人書店」區，該區
為贈書複本圖書館，每冊定價 20 元，採自行投
幣方式，歡迎全校師生多多利用。

位於曉峰紀念館的文大圖書館「自主書店 +
二手書 + 無人書店」，多以工具書為主，為複本
圖書區，每本收款 20 元，採自行投幣方式，款
項將作為圖書館推廣活動基金，也會不定期補充
圖書上架。

歡迎全校師生多多利用該區塊，目前該區塊也
有設置臨時座位區，提供師生臨時休息選購。

自主書店 + 二手書 + 無人書店開張  

【文 /李文瑜】大傳系校友邱佩綺，
10 月 27 日回到母校參與創客中心
舉辦的「皮革製品設計教學工作
坊」教學。她的皮革作品曾在板橋
誠品銷售，用其創意走了一條不與
媒體相關的未來，卻在多年後回到
母校，重溫文大之美。

創客中心今年在疫情稍稍趨緩

後，開出多堂有趣的課程，除延續
熱門的皮革、生活創意美學手工小
物香氛皂等，還有咖啡精品課程，
帶領文大學生了解咖啡之美，多堂
有趣且具文創意義的課程，歡迎報
名參加。

創客中心由於課程活動皆為免
費課程並可帶走成品，不過，工作

坊因材料份數有限，有名額限制，
錄取者將於活動前一周以電話聯繫
通知，不同時段多次聯繫不上會將
名額讓給其他人報名者遞補。錄取
者經電話通知，於活動當日無故未
到，日後其他活動將永不錄取，請
特別注意。

27 日的皮革課程，則是邀請大

傳系校友邱佩綺回母校指導學弟妹
做台灣皮件零錢袋，從打釘、縫紉、
組合、壓出台灣零錢袋上的山脈紋
路，學姊幾乎是一對一指導，讓學
弟妹感受到學姊的親切與專業，並
在皮革零錢袋的製作找到製作文創
小物的成就感。

邱佩綺校友說，從文大畢業很
多年了，那時還沒有這些文創課
程，也好像沒有類似創客中心這種
單位，很羨慕學弟妹有這樣機會學
習，或許很多人都說大傳系畢業會
走媒體，但是他們班同學好像走媒
體圈的同學也不多。她說，大學是
人文與專業並重的養成班，文大給
自己的學習的養分，成就現今的自
己，她很開心有機會回母校上課，
未來有機會也歡迎學弟妹可以到板
橋新埔誠品店與他聊聊。

創客中心邀請校友開設「皮革製品設計教學工作坊」
大傳系校友邱佩綺:大學是豐厚自己人文的基礎 把握黃金時代好好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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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台大校長、也是文
大校友管中閔，10 月 6 日回母校參
觀「歐豪年人物畫特展」，歐豪年
大師親自解說畫作，文大彭誠浩董
事、王淑音副校長陪同參觀。

管中閔校長看到此次展出中有一
幅《武大郎賣燒餅圖》，很是特殊，
詢問「歐大師為何畫武大郎？是否
有其特別含意？」歐豪年大師笑
說，「因為文大的冬天很冷，有天
跟學生上課時，早上趕早八的課，

來不及吃早餐，只好手繪賣燒餅的
武大郎，與同學畫餅充飢。」畫作
搭配幕後創作靈感，更添意趣。

歐豪年教授每一幅水墨畫下的人
物維妙維肖，每一幅都是故事。、
他說，他熱愛古代人與其詩詞風
骨，這一生對得起自己，因為做的
都是他自己想畫的人與物，到現在
還能與現場好朋友念上幾首詩，分
享畫裡的因緣，「這就是歐豪年最
愛做的事」。

管中閔校長是計量經濟學學者、
中央研究院院士、畢業於文大經濟
系，與歐豪年大師相交多年，每一
次畫展，管校長都會親自出席參
觀，這次前來參觀「歐豪年人物畫
特展」並與歐老師𣈱談，相當開心。

歐豪年人物畫作，作品多為歐
大師歷年來畫筆下精彩人物，包括
《鍾馗被酒》、《楚辭山鬼》等歷
史傳說人物栩栩如生，歐豪年大師
這次也特別展出《芳鄰》坐在藤椅

揮扇的神韻，畫作水墨鄉居生活成
趣。

此次特展由中國文化大學歐豪
年美術館主辦，由歐豪年文化基金
會、中國文化大學美術學系協辦。
畫展集結嶺南派大師歐豪年人物畫
超過 50 幅，即日起至 12 月 30 日
將在文化大學曉峰紀念館歐豪年美
術館盛大展出，歡迎前往觀展。

【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高雄市校友會第

十五屆第一次會員大會，2021 年 8 月 21 日 ( 週

六 ) 在高雄市駁二文創藝術特區旁香蕉碼頭便宜

坊舉行，徐興慶校長、李亦君學務長與校友總會

趙國帥理事長、魏裕昌秘書長連袂出席，並有來

自北、中、南、離島的校友會代表與會祝賀。

會中徐校長主持新舊任會長交接，感謝安可

宏會長多年來為高雄市校友會的付出與貢獻，祝

福安會長卸任愉快，並恭賀新任會長黃良華學長

眾望所歸。徐校長稱讚黃學長一直本著愛校之初

心，持續提攜後進，並長期提供贊助，襄助會務

發展及提供助學𣈱學金，激勵高雄地區在校生努力

學習，足堪校友楷模！他也期許在黃良華會長

的領導與號召下，高雄市校友會必然更加發光發

熱，並感謝高雄市校友會長期支持及協助母校校

務發展。

此外，高雄市校友會受校友總會委託主辦

「2021 中國文化大學南區跨縣市校友會聯誼」

活動，聚集來自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屏東

及金門的校友會代表，以及高雄校友會校友與

會。

校友總會趙國帥理事長致詞感謝安可宏會長的

多年奉獻，並致贈感謝狀及贊助金、花籃、紀念

品等，同時祝賀黃良華學長當選新一屆會長，帶

領高雄市校友會持續茁壯，成為全球校友會的模

範，並期許各地校友會持續擴大深化交流。

趙理事長也特別感謝母校徐興慶校長撥冗專程

南下，並高度肯定母校近年來在徐校長卓越領導

下，治校績效優異，而且十分關心校友會運作及

校友服務，因此呼籲全球校友要更加團結支持母

校校務推動及徐校長辦學理念。

會中也邀請李亦君學務長致詞，介紹母校校友

服務，以及各地校友會會長與代表分別致詞介紹

校友會現況，席間交流熱絡，餐會最後所有校友

在魏裕昌秘書長領唱下，大合唱校歌，並合影留

念，場面氣氛溫馨熱烈！

餐會後特別安排大型遊艇飽𣈱高雄港區風景及

導覽駁二文創藝術特區等，參與校友直呼不虛此

行，感謝高雄校友會貼心的安排，以及安可宏會

長、黃良華會長及高雄校友會全體校友的接待，

隆情厚意，校友情誼永誌！並祝福高雄校友會會

運昌隆！

台大校長管中閔回母校參觀「歐豪年人物畫特展」

文大師長出席南區校友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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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豪年大師笑談畫作裡的靈感 管校長羨慕文大有歐豪年博物館

徐興慶校長：感謝各地校友會支持母校校務發展 盼校友情誼永誌

曾擔任國際級許多大型賽事運動裁判長 感恩文大給予舞台
【文 / 李文瑜】曾擔任國際級許多
大型賽事的運動裁判長的文大體育
運動健康學院體育學系教授兼系主
任陳嘉遠，獲 110 年度教育部體育
署獎頒授「體育活動貢獻獎」殊榮。
陳嘉遠教授說，在文大教書近 45
年，專長體操，在職期間辦理很多
體操相關競賽與活動，謝謝文大給
自己這麼大舞台，也謝謝體育署給
自己的殊榮肯定。

陳嘉遠教授現任中國文化大學體
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體育總會第 9 屆副會長及全
國肌力與體適能協會理事長、全國
體操協會副理事長。他畢業於中國
文化大學體育學系，曾是柔道、體
操代表隊選手。

陳教授自 1976 年役畢，歷經中
國文化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
教授，領有 FIG 男子競技體操裁判
證照及中華民國體操協會國家競技
體操教練與裁判證。學科研究領域
有體育學原理、體育政策、體育國
際現勢、運動生物力學等；術科專
長為體操、太極拳、八卦掌等內家

拳。1976年至今共45年教職生涯，
曾於 2016 年榮獲 40 年資深優良教
師獎。

行政經歷方面，1993-2009 年
曾任中國文化大學總務處事務組主
任、理學院國術學系主任、學務處
學務長，自 2003-2022 年擔任中國
文化大學體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校外經歷則有 2015~2017 年擔任
台灣運動生物力學學會第 7 屆理事
長、2016-2020 年擔任全國體育總
會理事、2015-2022 年擔任亞運訓
輔委員、2019-2021 年擔任奧運訓
輔委員、2012-2022 年連 3 任擔任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副會長
及 2018-2022 年擔任中華奧會執行

委員。
陳教授有非常豐富的裁判經歷，

經 9 屆國際裁判講習會通過，多
次擔任國際體操賽會裁判，包含
1985-2020 年多次亞洲錦標賽、東
亞運、亞運、世界盃、世錦賽、奧
運等裁判，也擔任過 2017 世大運
體操競賽總經理。期間曾於 2000
年當選 FIG 最佳裁判；2005-2018
年當選亞洲體操聯盟男子競技體操
技術委員。

陳嘉遠教授說，今年因疫情關係
無緣參加東京奧運會，但仍然是擔
任教育部聘任二十幾年的亞運、奧
運的訓輔委員，持續督導我們的體
操、國術，以及拳擊與籃球隊選手，
付出時間心力去輔導及幫忙協助。
他們的成績在這次東京奧運表現非
常好，也讓陳教授與有榮焉。

陳嘉遠教授非常感謝中國文化大
學給他這麼大的舞台空間，讓他發
揮體育愛好，能夠協助辦理這麼多
活動，能對教育有一點點貢獻，真
的謝謝大家、謝謝母校。

陳嘉遠教授獲教育部體育署體育活動貢獻獎

【文 / 李文瑜】六個文大校
友，畢業於不同科系、不同
年齡層、不同的性格，透過
繪畫在華岡匯聚，秉持著
「人人可畫畫，畫畫惠人
人」的堅持，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8 日在華岡博物館一
樓開展，成為最接地氣的繪
畫作品，讓觀展師生重拾信

心，找到屬於自己繪畫的靈
魂。

這次參展者是由廣告系
楊勝雄老師帶領，許榕㤢、
許惠雯、朱良媛、李宗原共
同展出。參展者許榕𣈱說，或
許很多人都對畫畫有夢想，
但對於繪畫往往沒有信心，
他們都是非科班出身的，卻

因緣際會開始跟著楊勝雄老
師在蠟筆裡的各種搗亂，找
到一圓夢想的快樂，找到跳
脫舒適圈，走闖生疏領域的
勇氣，這是學畫帶來的成
就，更是一種大人的堅持與
勇敢。

楊勝雄老師說，「視覺
思塾」畫展就是希望每一個

人都可以透過繪畫知道自
己，了解自己的能力，藉由
畫作，建立更強大的信心。
藉著視覺創作表現出來，告
訴學生們畫作表現出來的是
展現自己個性，在畫裡找到
屬於自己的能力與勇氣。此
外，「文化大學得天獨厚，
我們擁有畫裡的借景之美，

我經常走在校園裡，覺得很
棒的畫面就素描下來，就
成為生活裡屬於自己的日
記。」

許榕㤢 𣈱說提到，學畫從
起初的自信低落到如今談笑
風生，到現在都可以慢慢地
在作品裡懂得享受創作，接
納並讚賞自己，也從繪畫中
探索出靈魂的深度，一步步
自我療癒和價值提升，「我
們要告訴華岡人的是，只要
有夢想，我們都可以在一張
白色的圖畫紙上，成為主
宰的神，畫出屬於自己的
光」。

大傳系許惠雯則希望將
這份美好，用展覽大聲地告
訴各位「不要害怕在圖畫裡
找尋專屬你的光耀！」

校友《視覺思塾》畫魂展覽 看見原本看不見的美學
楊勝雄教授：藉由私塾畫作 讓繪畫者找到個性 建立更強大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