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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校園週一起 讚 出來！

吳校長宣誓 營造健康友善的華岡美麗新天地

【文 / 李文瑜】友善校園週 3 月 18 日舉辦
開幕典禮，特別邀請校長蒞臨出席宣誓營造
健康友善之 「無毒校園」 及 「安全校園」 的
觀念。吳萬益校長說，培養好習慣，成為適
合社會上需求的好公民，是教育裡的重要意
義，因此，期盼各單位積極宣傳正確的觀
念，讓更多同學了解這項活動意義，都來遵
守，也吸引一些已有不正確觀念傾向的同
學，加入友善校園的行列，藉由深化紫錐花
運動，營造健康友善 「無毒校園」 及 「安全
校園」 。
今年友善校園週的活動邀請一級長官蒞臨
共同宣誓營造友善校園之決心，包括吳萬益
校長、魏裕昌學務長、施登山總務長、鄧為
丞研發長、李孔智國際長、軍訓室主任及各

處室師長與春暉社等服務性社團及系所學會
及海青班同學們熱情參與，以傳唱紫錐花運
動主題曲《明天會更好》、觀賞活動系列照
片及教育部《戰毒紀》相關宣導短片，揭開
友善校園週的序幕。
本活動由軍訓室及學務處生輔組、衛保
組、諮商中心共同籌劃，進行友善校園週反
毒、反霸凌、反黑、防愛滋、不酗酒、不嚼
檳榔、交通安全、珍惜生命安全、賃居安全
及宿舍防災演練教育等文宣及影音資料陳列
展示，藉由本活動深化紫錐花運動，營造健
康友善之 「無毒校園」 及 「安全校園」 。
吳萬益校長並帶領全場師生做友善校園週
反毒宣示，掀起活動最高潮。學生團體表
演：國樂系＜黃河鼓韻＞、音樂系 Vitali《夏
康舞曲》小提琴演奏、魔術社＜反霸凌脫逃
術＞、吉他社《想讓你知道》、文化慈青社
《讓愛傳出去》手語，場場精彩，獲得友善
如雷掌聲。
軍訓室黃莉蕙教官指出，自 101 年推動紫
錐花運動元年，紫錐花運動成為反毒最佳代
名詞，為營造拒毒反毒純淨校園，且配合落
實教育部函頒 「教育部深化紫錐花運動實施
計畫」 ，以 「建立無毒校園」 、 「倡導社會
反毒風潮」 及 「呼籲各國響應」 三大面向為
目標，推動每月 1 日 「紫錐花運動傳播日」
活動，響應 6 月 26 日 「國際反毒日」 。
軍訓室黃慧萍教官則提到，希望透過該活
動，聯合宣傳各項政策，透過活動積極宣傳
反毒、安全、珍惜生命等觀念，深化到每位
同學心中，讓同學們都有顆 「健康、反毒、
愛人愛己」 陽光的心。

51週全球校友年會 張海燕董事特別頒發獲選的校友會會長證書

期盼會長們持續帶領華岡人 凝聚華岡人的力量 展現文大實力

張海燕董事頒發現任英研所所友會蔡秋來會長當選證書

張海燕董事頒發現任廣告系校友會許世昌會長當選證書

華岡社團 優質表現

華岡國樂社 拿下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第五名

【文 / 許婷娟】華岡國樂社代表中國文化
大學參加 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絲竹室
內樂 B 組，擊敗眾多常勝參賽隊伍勇奪 88.3
分優等第五名，精彩表現獲得優質好成績，
創下近幾年華岡國樂社最佳優質成績。
華岡國樂社指出，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以嘗試將大團合奏曲改編成小團絲竹
曲，妥善配置樂器安排比重，加上團員們同
心協力，以強大參賽陣容輔以密集訓練，終

於拿下好成績。
華岡國樂社指出，今年可以獲得 88.3 分優
等第五名佳績，要感謝帶領華岡國樂的指揮
老師、指導老師、分部老師；商借華岡國樂
社使用樂器的友社、友校；還有協助華岡國
樂運送及裝卸樂器的樂器車司機們。華岡國
樂社說： 「因為有這些老師與朋友的幫忙，
才能獲得好成績為校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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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頒贈岡田泰六先生 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前考試院許水德院長與前內政部廖了以部長聯名推薦

圖書館本學期之推廣課程已開始接受報名，
所有課程及內容皆開放給全校師生參與。各
場名額限制為 30 人，歡迎全校師生踴躍至
教師或學生專區報名。如當天教室尚有空位
亦歡迎現場報名。
上課地點：圖書館二樓電腦教室

4 月 24 日 10:00-1200

Elservier Science Direct(SDOL)
資料庫教育訓練
內容：SDOL 提供 1,800 餘種電子期刊全文
及包含摘要之書目資料，主題涵蓋農業、生
物、生化、基因、分子生物、免疫、微生
物、化學、化學工程、醫學、藥學、製藥、
牙醫術、獸醫、電腦科學、地球與行星科
學、工程、能源、技術、環境科學、材料科
學、數學、物理、天文、管理、會計、心理
學、商學、經濟、經濟計量、財務、社會科
學、藝術與人文等。

4 月 25 日 14:00-15:30

ProQuest ABI/INFORM Complest
國際商學全文期刊資料庫
內容：收錄 2,600 餘種期刊 索摘資料(1971)，及其中近 1,400 種期刊之全文(1987- )，
囊括多種重要學術期刊，如 Kluwer 出版之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MCB 出版之
Personnel Review、 Oxford 出 版 之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Oxford Economic
Papers、及 Wiley 出版之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並包含Business Dissertation（已收錄
10,000 篇美加商學博碩士論文全文，提供更
為 深 入 及 豐 富 的 研 究 資 源 。 Going Global
Career Guides（提供 23 個國家地區之求職指
南，包括國外求職、選擇、評估及預備至國
外 生 活 的 相 關 訊 息 ） 、 Wall Street Journal
（收錄 1984 年 1 月以來報紙之全文，提供
財政、商業及經濟等相關消息）等重要資源。
Education Journals
教育期刊全文資料庫
內 容 ： 包 括 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
ERIC Index 及 CBCA Education等3個資料庫。
1. 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 收 錄 780 餘
種期刊索摘 (1976- )，及其中 600 餘種期
刊之全文(1987-)，囊括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等。
2. ERIC Index：100 多萬筆索摘資料，並提
供連結 EDRS 教育文獻。
3. CBCA Education： 收 錄 加 拿 大 教 育 方 面
270 餘期刊、雜誌、時事通訊等文獻之索
摘 (1998- )，及其中 50 餘刊物之全文。
Digital Dissertation Consortium
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內容：凡聯盟成員所訂購之論文皆收錄於此
系統中，目前上線之論文書目資料及全文資
料，共計 108,214 筆資料。因應國內對於博
士論文之需求並協助國內各學術研究機構能
更便利及以更優惠之價格獲得博士論文之電
子全文資源，故國內圖書館界相關單位共同
成立美加地區數位化博士論文聯盟。只要是
參加聯盟的會員皆可透過網路連線分享彼此
訂購之論文，其運作理念即為建立電子資源
共享模式，一員購置，全員受惠，隨時間推
進，資源數量亦隨之累積。

《文大校訊》為您掌握校園動態。歡迎前往曉峰紀念館資訊中心八樓、圖書館櫃檯索取。

張董事長頒贈名譽博士學位證書予岡田泰六先生

許水德先生推薦談岡田泰六先生之經歷

【文 / 李文瑜】本校於 3 月 13 日頒贈日本
岡田泰六先生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前考試院
院長許水德先生與前內政部部長廖了以先生
聯合推薦，表彰岡田泰六先生於宗教與書道
之成就，以及對國際文化交流之卓越貢獻。
岡田泰六先生也以一幅圖畫，闡述獲贈文大
名譽博士之因緣，獲得現場觀禮師生鼓掌。
前考試院院長許水德先生說，謝謝中國文
化大學頒贈日本岡田泰六先生名譽文學博士
學位，自己曾擔任駐日代表，對於岡田泰六
先生積極致力於國際學術、文化與藝術交流
不遺餘力，2002 年擔任法國國立夏卡爾美術
館友好協會會員、2003 年曾擔任上海大學美
術學院客座教授、2008 年獲巴西聖保羅市頒
贈名譽市民，後又擔任祕魯共和國名譽領事
等宏績卓著。
張鏡湖董事長則提到，頒贈日本岡田泰六
先生名譽博士學位為表彰先生於宗教與書道
之成就，以及對國際文化交流之卓越貢獻，
承前考試院院長許水德先生與前內政部部長
廖了以先生之推薦，並經本校名譽博士學位
審查委員會決議，特頒贈名譽文學博士學
位，以示崇敬。
許水德先生也提到，岡田泰六先生是目前
日本新宗教崇教真光的教主，堅信 「地球原
為一個、世界原為一個、人類原為一個、萬
教又原為一個」 之宗教理念，與中華文化之
大同思想不謀而和，推動和平思想理念不遺
餘力，獲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實至名歸。許
水德院長也提到，東北亞第一位女總統，韓

國朴槿惠總統也曾獲頒贈中國文化大學之名
譽博士學位。
吳萬益校長頌讀頌詞時提到，岡田泰六先
生，1947 年 10 月生於日本東京都澀谷區，
1970 年日本國學院大學文學部，專攻神道考
古學，現為日本新宗教崇教真光的第三代教
主。崇教真光為宣揚此一崇高理念，於 1999
年成立 「光紀念館」 ，展示日本國寶、重要
文化財及重要美術品，以促進地域文化的發
展及推動國際文化交流等活動，並於 2002 年
擔任紀念館館長。
岡田泰六先生為日本現代書法大家，於
「少字數書」 的表現，意境幽遠，獲得極高
評價。歷年於日本國內及各國舉辦書法展，
亦曾於 2011 年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 「張炳
煌 手嶋泰六友好書作展」 ，促進中日文化
交流與合作，著有成效，其作品屢獲獎賞，
2000 年獲頒日本紺綬褒章，先後並獲佛美術
協會賞、日本象書特別大賞、國際交流展文
部科學大臣賞、法國巴黎畢卡索美術館友好
協會獎，及高圓宮賞等，享譽國際，備受矚
目，於書道外，著作 「右卿傳說」 同創佳
績，獲日本文藝大賞及加藤郁乎賞，文采灼
灼，令人讚嘆。
岡田泰六先生致力於國際學術、文化與藝
術之交流不遺餘力，2002 年擔任法國國立夏
卡爾美術館友好協會會員、2003 年曾擔任上
海大學美術學院客座教授、2008 年獲巴西聖
保羅市頒贈名譽市民，後又擔任祕魯共和國
名譽領事等宏績卓著。
●

岡田泰六先生以一幅圖闡述因緣

岡田泰六先生頌詞
岡田泰六(手嶋泰六)先生，1947 年
10 月生於日本東京都澀谷區，1970 年日
本國學院大學文學部(神道考古學專攻)
畢業，現為日本新宗教崇教真光的第三
代教主。崇教真光的信念為 「地球原為
一個、世界原為一個、人類原為一個、
萬教又原為一個」 ，為宣揚此一崇高理
念，於 1999 年成立 「光紀念館」 ，展示
日本國寶、重要文化財及重要美術品，
以促進地域文化的發展及推動國際文化
交流等活動，先生並於 2002 年擔任紀念
館館長。
先生亦為日本現代書法大家，於
「少字數書」 的表現，意境幽遠，獲得
極高評價。歷年於日本國內及各國舉辦
書法展，亦曾於 2011 年假台北國父紀念
館舉辦 「張炳煌 手嶋泰六友好書作
展」 ，促進中日文化交流與合作，著有
成效。先生作品屢獲獎賞，2000 年獲頒
日本紺綬褒章，先後並獲佛美術協會
賞、日本象書特別大賞、國際交流展文
部科學大臣賞、法國巴黎畢卡索美術館
友好協會獎，及高圓宮賞等，享譽國
際，備受矚目。先生於書道外，著作
「右卿傳說」 同創佳績，獲日本文藝大
賞及加藤郁乎賞，文采灼灼，令人讚
嘆。
先生致力於國際學術、文化與藝術
之交流不遺餘力，2002 年擔任法國國立
夏卡爾美術館友好協會會員、2003 年曾
擔任上海大學美術學院客座教授、2008
年獲巴西聖保羅市頒贈名譽市民，後又
擔任祕魯共和國名譽領事等宏績卓著。
為表彰先生於宗教與書道之成就，
以及對國際文化交流之卓越貢獻，茲承
前考試院院長許水德先生與前內政部部
長廖了以先生之推薦，並經本校名譽博
士學位審查委員會決議，特頒贈名譽文
學博士學位，以示崇敬。
●

中國文化大學 敬撰
2013 年 3 月 13 日
出席貴賓合影

《文大校訊》是一份報導教育政策、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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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生

美國作家

寇蒂斯

萬丈高樓平地起。

師長金句

51 週 年 校 慶運動會

吳萬益校長

深耕文化，提升學術地位，創校 60 週年進入世界知名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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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熱血的競賽
最熱血
的競賽 教職
教職員趣味競賽軍訓室奪冠
員趣味競賽軍訓室奪冠

吳校長：期盼師生們強健體魄 培養文武全才的菁英

運動員宣誓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大四的小蘇，前陣子奶奶過世後
我一直在心裡面有很多的疑惑…。我的
奶奶生前做了好多善事，也有虔誠的宗
教信仰，她聽從教義做了好多所謂能累
積福報的事，但她並沒有因此而身體健
康、長命百歲。有一天奶奶感覺到不舒
服，送醫後經過檢查才發現她罹患的是
癌症，接下來的兩個多月裡，狀況急轉
直下，有一天凌晨，我們都還在睡夢中
時，她就這樣默默的離開人世，我都還
來不及反應跟她說最後一句話、見最後
一面…。奶奶她還會記得我嗎？我還有
機會與她相遇嗎？她現在過得好嗎…我
好想知道答案，卻沒有人可以回答我…
老師，我該怎麼辦…。
小蘇

最美的嬌點
最美的
嬌點
華岡親善團手持校旗經過司令台前
華岡親善團手持校
旗經過司令台前
由總務處公共關係室訓練的華岡親善團，手持
校旗優雅經過司令台前，成為最美的 『嬌』 點。
華岡親善團是文化大學最美的親善大使，服務工
作包括協助接待外賓、支援慶典活動等服務工
作，提升本校形象的相關活動。

鑼鼓喧天賀 51 週年校慶

吳校長接受運動員繞場巡禮的敬禮

【文 / 謝玉禪、李文瑜】第 51 週年校慶運動
會於 3 月 16 日在體育館二樓舉行。吳萬益校長
表示，非常高興能夠在這裡舉辦運動大會，藉
此機會感謝教育學院，特別是體育系、運教
系、國術系全體的師生、師長，為這一次活動
籌備付出的努力。同時，期許學校在各方面的
努力有所進步，對外的競爭也越來越領先，期
勉每一位師生同仁身體健康，事事如意。
張鏡湖董事長出席 51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觀
賞各種校慶的擊鼓震撼與舞蹈競賽，體驗學生
的無窮創意與學習成效，期盼以優質的運動設
備，培育優質的華岡人才。
吳萬益校長說，今年是創校 51 周年校慶，由
於建校宗旨為弘揚中華文化，除此之外，創辦
人也非常重視師生健全體魄、文武全才的養
成。過去這 50 年來，在創辦人的精神感召下，
我們對於體育的運動以及師生的健康非常重
視，每一年都會舉辦運動大會，推展各種運
動，讓所有師生同仁身體健康。
吳校長說，秉承 「質樸堅毅」 的校訓， 「承
中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 的辨學方針，以
建立具有國際聲望的大學為目標，綜合 「東方
與西方、人文與科技、藝術與思想、理論與實
際」 等四方面之特色，現在的文大師生相當幸
運，得以享有優質的運動場館設施，透過教育
學院各相關體育系所的教育觀念，多管齊下，
培養具備健康體魄、人文素養、創新思維、專
業能力、國際視野之國家體育中堅人才。
此外，吳校長提到，現代人的運動機會越來
越少，出門就是坐車，希望藉由運動大會，培
養大家的運動習慣，養成運動精神，擁有健康
的身體對於工作效率與求學非常有幫助，希望
各位同仁在忙碌之餘，多多照顧自己身體，多
多運動，讓自己能夠放鬆，身體健康才能走更
長遠的路。
由體育系組成的運動員手持學院校旗隊伍，
依序引領各學院院長及老師們走過大會司令台
前，向吳萬益校長致意，同時宣誓今年的比賽
的運動員，將秉持公正、公平、健康、快樂的
運動家精神，爭取最熱血的表現。

運動大會唱校歌

學務處獲教職員趣味競賽亞軍

教務處獲教職員趣味競賽季軍

最創意的尬舞 舞蹈系拿下冠軍
慶祝 51 週年校慶，提升健康體適能，激發創意及運
動精神，今年選出由各系組隊參加的舞蹈比賽菁英
隊伍，總計有六隊同學獲得優秀表現，冠軍由舞蹈
系勝出，拿下一萬元獎金。亞軍為運動與健康促進
學系、季軍則為舞蹈系，體育系為殿軍，國劇系代

冠軍舞蹈系

表的兩支參賽隊伍分別獲得佳作成績。這六支隊伍
在 51 週年校慶展現舞技，為校慶掀起運動會高潮，
六支隊伍分別以精彩的街舞形式，創意非凡的舞
技，現場掌聲如雷。

殿軍體育系

亞軍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運動員進場

《文大校訊》為您掌握校園動態。歡迎前往曉峰紀念館資訊中心八樓、圖書館櫃檯索取。

季軍舞蹈系

郭彥汝輔導老師

奶奶，你在哪裡??
奶奶，你在哪裡

慶祝 51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推出的
教職員趣味競賽 「滿載而歸」 集結
各行政學術單位教職員運動尖兵，
組成共計八隊競賽隊伍，進行教職
員競賽，經過激烈廝殺比賽，由教
官組成的軍訓室拿下冠軍，亞軍為
學務處，季軍為教務處。負責籌劃
51 週年校慶運動會的體育室為鼓勵
參與的教職員老師，每位參與 「滿
載而歸」 競賽的老師們都可以拿到
一顆水果以茲鼓勵。
教官室獲趣味競賽冠軍

張董事長蒞臨 51 週年運動大會

學生輔導中心【心理診所】
學生諮商中心【心理診所】

佳作兩名均為國劇系

親愛的小蘇你好：
看完你的描述，字字句句都清晰地感覺
到你與奶奶深厚地情感，還有你對奶奶的
孝心與想念。奶奶無預警的匆匆離去，為
小蘇帶來好多的遺憾，本應該要好好道別
的，卻來不及說再見，除了難過之外，也
充滿無限深刻難以抹去的遺憾，好揪心也
好痛心，感覺到你萬分不捨奶奶離去的那
份心情，老師看著看著，不禁也落下淚
水。
小蘇在奶奶離開後，有了重新思索生命
意義的機會，看見奶奶在人生最後幾個月
因病而苦，好心疼奶奶，奶奶是那麼地善
良，理當應該有滿滿的福報，讓她能平安
健康地安享天年，為何她沒有得到應有的
回報?連帶著也讓小蘇對於宗教的教義、
奶奶無私奉獻的意義開始有些不確定。老
師能理解其中蘊含了小蘇不捨奶奶苦痛的
那份心情，只是老師想問問小蘇的是: 「你
覺得奶奶可能會怎麼看待她的人生呢?」
有沒有可能奶奶其實是滿足無憾的離開人
世?因為她用心盡力地，去實踐她為此生
設定的理念以及使命；晚年之際雖然生
病，會不會也因為有家人與小蘇的陪伴而
覺得欣慰而不孤單呢？
我們都未能得知離去的至親們去哪了?
會不會有機會再相見？或者能以什麼樣的
形式再度重逢？他們還會記得此生與我們
深刻的情感嗎？那樣的未知確實讓人感到
格外哀傷，彷彿這一世相遇的深厚情感就
這樣畫上句號…但真的是這樣嗎？雖然我
們無法得知離去的奶奶去了哪裡，但老師
卻能很清楚地感覺到小蘇對奶奶的愛，不
因她的離去而消逝，反而更加深刻。過去
想念奶奶時，可以到她的身旁撒撒嬌、可
以為她準備她喜歡吃的餐點、提醒她天冷
了多加件衣服等等，來表達對他的愛與孝
順；那現在呢？再也沒有辦法了嗎？我
想，不是的。
奶奶雖然離去，但仍然可以表達對她的
想念、對她的孝順，只是需要換個形式而
已；想念她的時候可以在心中對她說說
話，表達你對她的思念；也可以將這些點
點滴滴的思念化成文字，寫下來；還可以
跟隨她的足跡，做做她以前喜歡做的事，
延續奶奶對這世界的付出，去體會奶奶為
何對自己的理念信仰有所堅持？她當時在
做這些事時，是什麼樣的心情、什麼樣的
感受？體會其中的意義，感受著她的感
受。
我不知道奶奶在天之靈，會不會仍然記
得這一輩子她那麼疼愛的你，但我知道奶
奶對小蘇的愛，你都好好收著珍藏著了，
那份愛深深地灌溉在小蘇的心裡，讓你能
帶著滿滿的愛繼續面對人生；奶奶她的這
一輩子也因為有你對她滿滿的愛，而感到
驕傲、無憾了。
小蘇，我覺得你真的真的好勇敢，謝謝
你願意與老師分享你的心情！
~有任何心理困擾或需求，歡迎前來諮商中心~
預約電話：(02)2861-0511 轉 12611 或 12612
親自預約：
直接前往大孝館 2 樓 學生諮商中心 安排會談時間

《文大校訊》是一份報導教育政策、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