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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國際排名 首進亞洲 450 大、台灣前 30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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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根據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11 月 2 日 公 布
2022 亞洲大學排名，文化大學首度獲選被列入

401 到 450 名區間！這是文大有史以來第一次排
名進入亞洲 500 大，同時也在所有上榜的 46 所
台灣公私立大學中，與其他幾所大學並列第 30
名。

徐興慶校長 11 月 3 日在行政會議上，特別感
謝各學院院長、硏發處及所有同仁，終讓文大的國
際排名有了初步成果，期待未來再接再勵，讓文
大的全球排名再上層樓。

根據 QS 公布的 2022 亞洲大學排名， 2022
排名有 687 所亞洲地區的大學上榜，包括中國
（126 所）、印度（118 所）、日本（108 所）、
南韓（88 所）、巴基斯坦（47 所）、台灣（46

所）、馬來西亞（36 所）、印尼（33 所）、泰
國（23所）、菲律賓（15所）、越南（11所）、
香港（9所）、斯里蘭卡（6所）、新加坡（3所）、
汶萊（2 所）、澳門（2 所）及蒙古（1 所）。

其中，新加坡國立大學連續第4年榮登榜首，
台灣共有 46 所大學院校上榜，台灣大學排名第
19，在台灣各大學院校中排名最前。

文化大學則是首度獲選，並被列入 401-450
名次區間。這是文大首次排名進入 QS 排名的亞
洲 500大，同時也在所有進榜的台灣的大學中，
與幾所學校排名同列進前 30 名。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院，11 月 10 日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際與
社會科學院，簽訂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與 MOU，
未來將共同合作，以國際學術為合作基礎，啟動
兩校優勢，透過研討會、師生互訪合作等方式，
培養新世代研究人才。

兩校分別由文大校長徐興慶、台師大國際與
社會科學院院長江柏煒代表簽約。江柏煒教授指
出，很早就希望與文化大學建立學術合作關係，

這次終於成功簽約，也希望未來的合作交流更為
密切。

文大徐興慶校長說，非常開心與台師大簽訂學
術合作，這是很重要的里程碑。文大自 1962 創
校以來，持續發展中國學、日本學、韓國學，東
亞研究能量深厚，並基於此基礎於 2019 年成立
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未來將以整合跨領域
研究人才，促進東亞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及
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

徐興慶校長表示，文大東亞院成立以來，積極
與各國重要的東亞學術研究機構簽署 MOU，以
整合、運用資源，跳脫傳統人文研究的分門別類
型態及一國史限制，採以跨校、跨國、跨領域的
新思維，目前已與日本、韓國、大陸及越南十餘
個單位簽約，期待透過共同合作研究，建構多元
文化交流與研究之宏觀視野，以達成「結合人文
與社會科學對話」、「整合跨領域人才」、「培
育新世代研究人才」的願景。

文大今天同時也邀請江柏煒院長，以「從金門
到世界—一個東亞泣化的新視野」為題，對文大
行政暨學術主管發表專題講說。專攻海外僑鄉研
究、社會文化史的江院長，例舉多個金門先輩以
及金門會館、福建會館在東亞、東南亞等地的奮
鬥史，及說明他們在各國的深厚影響力，例如影
食文化、宗教儀式等。

「金門不是小島，是一個跨境之域，也是一個
複雜的區域社會文化載體，」江柏煒院長建議，
在台灣推動新南向之時，應善用金門會館、福建
會館的力量，相信必能事半功倍。

【文 / 李文瑜】友邦聖露西亞大使
羅倫先生（Edwin Laurent）、海
地大使潘恩先生 (Roudy Stanley 
Penn)，10 月 29 日受邀至文化大
學，以當地特有文化以及環境永續
經營議題演講，全場超過 150 名師
生出席。友邦使團強調願意與文化
大學進行深度合作的意願，希望文
化大學的師生未來有機會前往聖露
西亞與海地移地教學。 

該場演講由大傳系、政治系、曉
峰學苑、教務處綜合業務組、教務
處、學務處、國際處和公共事務室
合作辦理，演講主題以當地特有克
里奧語言（Creole）與文化切入，
強調文化保存的重要性。在演講

中，兩位大使分別就當地特有風景
與產業發展，向師生介紹兩個美麗
的加勒比海島國風光，並歡迎文大

師生未來有機會可以到聖露西亞與
海地進行移地學習。

曉峰學苑執行長，文大方元沂教

務長說，很高興能跨單位合作邀請
到兩位大使到訪，學校正努力推廣
聯合國環境永續發展（SDGs）目
標，曉峰學苑學生所製作的專題也
需要符合十七項永續目標，希望能
透過課程改良，將 SDGs 概念推廣
到全校。

大傳系王翔郁主任指出，近年來
學界的國際交流集中在歐、美、日、
韓與東南亞國家，對與友邦的交流
相對較少，以致於台灣的學子對友
邦都不太了解，文化大學可以藉此
機會整合資源成立友邦學術交流中
心，推展與友邦的合作。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11 月
17 日在日本駐台代表泉裕泰官邸，接受日政本
政府頒令和三年「外務大臣表彰」。徐興慶校長
表示，「這項榮譽屬於眾人所有，未來將持續為
提升台日關係、深化日本研究，奉獻綿薄之力。」

兩年前獲頒日本旭日章小綬章獎的文化大學
彭誠浩董事，今天也應邀出席表彰典禮，他肯定
徐興慶校長努力治學表現，以及對培育知日人才
做出的貢獻。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表示，日本外務大臣表彰，

是由外務大臣表揚對於增進日本友好親善關係具
有貢獻的個人及團體。台灣今年除了徐興慶校長
獲個人表彰，在台規模最大的日僑團體之一「居
留問題研究會」也獲得團體表彰。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指出，徐興慶校長自 1992
年獲得日本九州大學博士學位後，一直以來對於
強化並推動日本研究貢獻極大。台灣的日語教育
原本就很盛行，徐興慶校長則是更進一步強力推
動廣泛的整體研究。

徐校長擔任台灣大學日文系教授期間，設立日

本研究中心，擔任首任中心主任，發表專書著作；
2018 年擔任中國文化大學校長，除設立日本研
究中心，並成立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多次
舉辦大型研討會，長年致力台灣與東亞各國的日
本研究，對培育台灣之知日派人士貢獻卓著，此
次獲外務大臣表彰個人獎項實至名歸。

徐興慶校長致詞時表示，此次能夠獲獎是因
為在這個領域的推動有了成果，但這並非他一人
的力量可以達成，而是有很多前輩和同事、學術
界的專家學者以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日本國際
交流基金會等機構的支援，才能夠共同完成的工
作，獲此獎項對於長期致力於台灣日本研究發展
的人而言，是一項很大的鼓勵。 

徐興慶校長指出，未來將會繼續傳播台灣才能
做到的日本研究，並與各國大學的研究人員和研
究中心進行橫向合作，除了要與「東亞日本研究
協議會」充分合作，也會與環太平洋地區「國際
日本學研究」的學術團體合作。這次的獲獎，給
了我們很大的鼓勵，將盡最大的努力，繼續與專
家合作，建立一個培養下一代日本研究人員的穩
定系統。

台師大、文大簽訂 MOU 攜手推動東亞學研究

友邦聖露西亞大使羅倫、海地大使潘恩受邀至文大演講

長年致力台、日學術研究  貢獻斐然

分享兩國自然風情 期盼未來師生有機會前往移地教學

獲日本外務大臣表彰 徐興慶校長：繼續奉獻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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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湘鈞】2021 校友返校節 11 月 6 日在體
育館柏英廳舉行，海外校友透過直播連線與母校
校友空中相會，合唱校歌與了解學校動態發展。
徐興慶校長致詞指出，看到近百位校友回到母校
過節，心中備感溫馨，與各位校友分享母校的光
榮，今年文化大學首度在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
構，擠進亞洲前 450 大，台灣的排名則進入前
30 大，超過許多國立大學，是文大有史以來第
一次排名進入亞洲 450 大，明年六十周年校慶，
歡迎全球校友會共同祝賀母校生日快樂。

徐興慶校長說，看到各位校友又回到母校過
節，心中無比地開心。今年因為疫情的影響，無
法再現去年超過八百位校友齊聚一堂、在體育
館一口氣席開八十餘桌的盛大場面，多少有些遺
憾；但大家熱情不減，再次印證了華岡人情誼非
常緊密，以及愛校的熱切。

徐興慶校長說，去年此時，恰逢創辦人張其昀
博士 120 歲冥誕，自己也以「凝聚校友向心力」

為號召，希望海內外校友都能回到母校看看，
緬懷及感恩當年創辦人創校的蓽路藍縷的艱辛歷
程，六十載的歲月，過去在張鏡湖故董事長以及
歷任校長以及全體師生的共同努力與奉獻之下，
文化大學已成為國際知名的綜合大學。

徐興慶校長說，這一年來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再
次影響了我們的生活，也打亂了學校的教學與發
展步調，讓面臨少子化困境的高教事業更是雪上
加霜。雖然如此，仍要向各位校友報告，文大師
生表現依然傑出、在永續發展及社會責任方面，
持續有亮麗的成績表現。

徐興慶校長說，尤其前兩日傳來大好的消息，
文化大學在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公布 2022 亞洲大學排名，文化
大學首度進入亞洲前 450 大，台灣的排名則進入
前 30 大，已經超過許多國立大學，這更是文大
有史以來第一次排名進入亞洲 450 大，感謝全校
師生的努力，終獲此美好成果，藉此機會與各位

校友分享喜悅。
徐校長說，母校即將邁向一甲子，為讓大家

感受文大成長茁壯及永續發展的責任之重。放眼
當前全球各大學所努力的面向，除了師生表現、
學術排名，更著重在各領域發光發熱校友的影響
力，期盼能發揮相乘效果，讓大學與校友更緊密
的與社會連結，並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

明年 3 月，母校將擴大舉辦 60 周年校慶相關
慶祝活動，我們有一系列的規畫，兼具慶祝及紀
念意義，在在需要各位校友的鼎力支持。

華岡記憶與情誼永續長存。期盼 28 萬華岡人
能秉於愛校護校的精神，共襄盛舉，並與大家相
約明年 3 月校慶再次聚首華岡，讓你我共同重拾
這段人生中最為熱血澎湃的青春回憶！

文大校友總會理事長趙國帥說，祝賀文大整體
治校佳績，為文大開創優秀成績，在QS排名裡，
擠進前 450 大，這在私校上非常不容易，成績已
經超過國立大學，身為校友，我深感為榮，同時，
更恭賀徐興慶校長，以長年致力台灣與東亞各國
的日本研究、績效顯著在日本「外務大臣表彰」
獎項殊榮上，獲得個人表彰。

趙國帥說，母校在歷任校長努力下，奠定國
際化腳步，更將校友網絡串聯成國際校友網，特
別邀請全球五大洲，十五個校友會會長共同來見
證母校辦學的成果，並期許校友能夠齊心協助母
校向國際一流學府邁進，明年是母校六十周年校
慶，誠摯邀請全校校友們，明年共同齊心祝賀母
校六十周年校慶快樂。

2021 校友返校節 海外校友直播連線與母校分享校友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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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興慶校長報告好消息：文大擠進 QS 亞洲排名前 450 大 文大「金契蘭結—中日名家書畫文化交流展」免費展至1月中

【文 / 李文瑜】集結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
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清華大學文物館籌備處、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近百件珍稀書畫藏品的
「金契蘭結—中日名家書畫文化交流展」，11/6
開幕。總策展人文大徐興慶校長說，應珍視台灣
及文大成為多元文化薈萃寶地的可貴；文大結合
三參展單位「金契蘭結」展出中日知名書畫，也
象徵參展單位間堅固的情誼。

「金契蘭結」取意《世說新語．賢媛》：「山
公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金」字取自
易經「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寓意友朋間情同
意合，象徵兩岸與日本深厚的文化歷史淵源，更
代表著文大與聯展單位的美好交誼。

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董事長何國慶、國立歷
史博物館長廖新田、國立清大林聖芬副校長、楊
儒賓教授、東吳大學副校長董保城等藝文學術界
貴賓，以及文大校友總會名譽理事長李天任、理
事長趙國帥、文大董事張海燕等均出席開幕式。
這項展覽展期至明年1月14日，歡迎免費參觀。

趙國帥理事長表示，文大創校近 60 年，矢志
成為中華文化之搖籃，身為校友與有榮焉；文大
博物館館藏豐厚，是文化傳播搖籃，謝謝文大始
終秉持發揚中華文化精神，培育優秀的美感教
育。

徐興慶校長感謝楊儒賓教授精選清大文物館
40 件展件，包括曾收入日本戰前所編《世界名
畫》的伊孚九《山水圖之二》、黎庶昌紀念離日
前紅葉館宴的《七律兩首楷書中堂》等標誌性作

品成為此次展覽的最大宗與頂樑柱之一。
林聖芬副校長說，這項展覽極具東方文化內

涵，集結中日書畫作品，日本的書畫作品多受中
華文化影響，非常有意義，佩服文大徐興慶校長
的熱情堅持，清大此次獲邀參展，與有榮焉；楊
儒賓教授也表示此次四館合作、緣成美事，殊
屬不易，這是一次主題明顯，內容完整的精彩特
展。

廖新田館長說，希望藉此次近百件流轉傳世
的書畫精品展覽，引領大家回首自明末以來中、
日、台三方文人與藝術家的交流情誼與藝文風
采。

華岡博物館劉梅琴館長表示，此次展出作品，
反映出代表中日儒家精神與文人翰墨，一方面強
化大學博物館「始於德育，終於美育」之理想，
並藉著各方「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君子之交，
增進中日文化「金契蘭結」之友誼，共同彰顯代
表東方人文主義的儒家精神，以為未來世界之光
芒。

契若金蘭 齊心華岡：珍視台灣及文大成為多元文化薈萃寶地的可貴 

【文 / 楊湘鈞】文大環設學院都計
系（市政系）第二屆黃良華學長，
概諾捐贈總額五百萬元的獎學金，
協助都計系永續發展，每年頒發學
業優異、出國交換或參與國際活
動、規劃設計競賽得獎的學弟妹，
以鼓勵同學們努力向學。今年度首
先捐贈二百萬元。

今年校友返校節，都計系同步舉
辦系友返校日。黃學長上午在創人
紀念暨感恩音樂會接受母校表揚，
感謝他捐贈文大獎學金。隨後黃學
長接受母系邀約，與都計系獲得獎
學金的學弟妹餐敘。

黃良華學長以「助人為快樂之
本」開場並勉勵學弟妹，期許受獎

學弟妹們在畢業後投身都市計畫與
不動產開發管理領域中，除為母系
爭光、日後也要記得回饋母系，形
成一個「善的循環」。

他也對來自高雄市的同學表示，
畢業時記得聯絡他，可以幫忙安排
適當的工作；也邀約北部同學南下
定居，「學長都會一視同仁地照

顧」；對於規劃前往大陸地區交換
學習的碩士班同學，黃良華學長表
示，除了獎學金之外，還可以聯絡
當地台商協會，給予同學們生活上
的關照。

餐敘中，黃良華學長也並不斷提
醒母系師長，如果需要更多協助，
儘管開口！關懷愛護學弟妹之心，
溢於言表。

黃學長低調、謙和，頗有古代
俠客扶傾濟弱風範，原無意揭露捐
贈獎學金乙事，認為做善事不必留
名，令人感佩！也讓身為黃學長的
都計系學弟妹覺得幸福極了！

鼓勵學弟妹努力向學 都計系黃良華學長慨捐五百萬元成立獎學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