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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方怡婷】 「感恩校長關愛泰北華文
教育，尤其長達五年安排志工到敝校服務並
提供教育經費補助，您的非凡愛心是激勵我
們獻身華教，辛勤耕耘最為寶貴的精神動
力。」
泰北迴馬村恩泉小學楊奮學校長與全體師

生親筆寫下對文化大學的感恩，感謝每一年
派志工團前往泰北服務，對泰北華文教育意
義影響甚遠。

2015 泰北國際志工團 3 月 11 日於大恩川堂
舉辦成果展，以 「綻愛」 為名，展出泰北國
際志工團的影片、照片，呈現服務內容。

2015 泰北國際志工團由學務處課外組簡尹
庭老師擔任領隊，率領國際志工共 13 位團
員，自104年1月22日起以 「綻愛計畫」 為主
題，前往泰北清萊地區透過主題學習營隊，
開啟學習意願，讓泰北的學生感受台灣的熱
情與專業，並以平民志工外交的方式，成功
打響台灣中國文化大學國際志工服務隊的好
名聲。
學務處課外組致力推展社團服務學習及國

際化，今年志工團再次來到泰北。簡尹庭老

師說，這是第五次到泰北清萊地區，此地物
資較為匱乏，但充滿人情和熱情。在此次服
務期間，學員認真學習的態度，讓參與的志
工團員們心中的感動久久無法散去。
泰北國際志工團帶著自台灣募集的物資與

熱誠，由以滿星疊大同中學為起點，進行四
天的學習營隊。課程包含生涯規劃、樂樂棒
球、健康教育、認識台灣、大地遊戲、運動
會以及精心設計的創意科學課程；經過了四
天的相處，團員們以晚會寫下下完美的結
局，寄望學員們能用功讀書、奮力向上。
簡尹庭老師說，由於今年行程規畫及考

量，志工團於迴馬恩泉小學的服務有六天的
行程，為期四天的課輔暨健教課程，有華文
導讀、英文歌唱、數學演練，健教課程由戲
劇方式演出，讓小朋友們印象深刻；後兩天
的學習營期間，課程包含認識台灣、創意
DIY、大富翁、摺紙與剪紙藝術、原住民手作

等，最後與回馬恩泉小學的同學一起舉辦了
聯歡晚會，除了我們的旗舞、大合舞、手語
歌等表演之外，回馬恩泉小學全體師生也唱
跳數首曲目，引起熱烈的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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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本校與日本創價大學 1995
年簽訂姐妹校，今年適逢兩校締結姊妹校 20
週年的佳節，日本創價大學為祝賀中國文化大
學 53週年校慶與續約締結姐妹校情誼，由日
本創價大學神立孝一副校長率團蒞臨文大，並
於 3月 2日 「第九屆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研究國
際論壇」 研討會上，與本校李天任校長正式簽
訂學術交流協議書與交換合約書，雙方展望下
一個 20年、40年友誼之情，能持續綻放友誼
的馨香。
日本創價大學訪問團為日本創價大學神立孝

一副校長、日本創價學會國際室吉鄉研滋室長
等貴賓 3月 1日即抵台參觀，並在台灣創價學
會林釗理事長陪同下共同前往曉園致敬，參加
本校慶祝大會與聯誼餐會等一系列慶祝活動，
受到本校張鏡湖董事長、李天任校長熱烈歡
迎。
神立副校長指出，文大不僅辦學成效卓著，

更培育出眾多在各領域貢獻社會的人才，很高

興能與文大締約再續姐妹校情誼，期許兩校未
來能更加深化交流，開創嶄新歷史。
神立副校長一行貴賓也在林彩梅前校長帶領

下參觀該校華岡博物館、圖書館、校史室等設
施。在校史室中，林彩梅前校長向神立副校長
一行細數文大創校 53年以來的發展歷程、創
辦人張其昀博士的辦學理念、畢生對於教育事
業及對國家發展的卓越貢獻。
此外，神立孝一副校長、林釗理事長也應邀

擔任中國文化大學 53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嘉
賓，與獲頒文大名譽政治學博士的韓國慶南大
學校長朴在圭，及韓國駐台代表趙百相、我國
前駐韓代表李在方，一同切下慶賀文大校慶的
蛋糕，並舉杯祝福文大生日快樂、校運昌隆。
張鏡湖董事長則以 「世界的宗教」 為題於 3

月 2日舉辦專題演講。他分析，人類歷史中，
共有四千二百次的戰爭，而絕大多數都是由宗
教衝突所引起。未來，如何能揚棄宗教的仇
視，實為人類所應共同努力的目標。

台日學術交流 綻放友誼馨香
文大與日本創價大學 3月 2日續締姐妹校情誼

人類文明的發展是由宗教、哲學而科學，但
三者各有其功能。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說： 「有科學而無宗教是瞎子，有宗教而無科
學是跛子」 。哲學使人由理性肯定人生，宗教
使人由信仰建立希望。世界各大文明都有具宗
教的淵源與內涵。

亨丁頓（Samuel Huntington）在一九九六年
著 「文明的衝突」 一書中警告西方必須瞭解其
他文化的獨特性。即使人類對宗教的熱誠在減
退，但其的對文化所造成鴻溝依舊有重大的影
響。

中國
佛教起源於印度，教義容忍，並未與印度教

有衝突，佛教傳入中國後發展為 「大乘佛
教」 ，是入世的有救世的熱情和普渡眾生的慈
悲。至兩晉時，天台宗和華嚴宗等禪宗攝取老
莊思想。宋朝以後儒釋道漸趨一致，宋明理學
乃儒學與禪學之混合產品。中國的宗教精神，
有完備的道德體系，佛教與儒學經韓國傳至日
本。日本禪宗大師鈴木大拙曾說： 「日本人生
而奉行儒家思想，死而為佛教信佛」 。

中國歷史上沒有像西方不容忍的宗教戰爭，
所以自漢朝以後就有大一統的局面，而歐洲因
宗教之岐異，無法統一。

猶太教
西方宗教源自巴勒斯坦（Palestine）的西伯

來主義（Hebraism），相信世界祇有一個無所
不能、無所不在的上帝。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
是猶太教所衍生的人格神宗教。但後來阿刺伯
人卻強烈的反猶太（閃族），在586A.D.以色
列人被亞述人和巴比倫滅亡，於是以色列人流
浪世界各地。但有些西方民族對猶太人的岐視
也 很 深 。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時 ， 希 特 勒
（Adolph Hitler）殺死世界三分之一的猶太
人。但猶太人成就非凡，例如愛因斯坦、歐本
海默（J. R. Oppenheimer）、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托洛斯基（Leon Trotsky）都是猶
太人。

一九七七年，在西方國家的支持下，恢復了
以色列國，現有人口八百餘萬。但近四十餘年
常與回教國家有衝突。

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創於第七世紀，教主穆罕默德

（Mohammed）死後分裂為遜尼（Sunni）與
什葉（Shia）兩派，現在前者約占 90%的信
徒，後者約10%以伊朗為主。

在第八世紀阿拔斯王朝（750-1258A.D.）
時，醫學、數學、建築、美術都極為發達，與
隋唐盛世時為東西世界文化兩盞明燈。八世紀
時回教世界擴張至西班牙。

十一世紀，北歐農產歉收。歐洲教廷乃以
「從 邪 惡 的 異 族 手 上 奪 取 聖 陵 耶 路 撒 冷

（Jerusalem）」 為名，掠取東方的財富。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法國、德

國、荷蘭占領了許多南亞、東南亞和非洲國家
的領土。其中多有伊斯蘭教的信徒。後來雖然

恢復主權，但十五年前，美國又發動伊拉克戰
爭，且派兵至阿富汗，使回教國家對西方，尤
其美國的仇恨加深。

最近回教徒在歐洲法國巴黎和丹麥哥本哈根
（Copenhagen）發生暴力事件，多位非回教徒
被 Islamic State 的 信 徒 所 殺 死 ， 黎 比 亞
（Libya）回教信徒又斬首多位基督教信徒。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4 年 10 月向 Islamic State
宣 戰 ， 但 美 國 媒 體 New York Times 和
Washington Post社論都反對，美國軍方亦未贊
同。

基督教
基督教是由三源匯流而成：一為猶太之宗

教，二為希臘之哲學，三為羅馬之政治。羅馬
教會堅持排他主義，不能容忍任何異教徒。十
一世紀教會不再隸屬於國家，教會的權勢超過
國家，十七世紀基督教分為天主教與新教
（Protestant）兩大陣營。

十八世紀法國大革命實為反對宗教的哲學革
命。歷史學家認為孔子學說傳入法國為其基本
力量。文學家伏爾泰（Voltaire）認為儒家尚
理性。義大利人但丁（Alighiri Dante）描述羅
馬詩人維吉爾遊歷地獄，淨界和天堂，以此揭
露當時社會的黑暗。於是宗教衰敗，代之而起
的是工業、國家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東歐和俄羅斯的東正教則承繼第四世紀拜
占庭的傳統，亦即教會隸屬於政府，為極端國
家的傳統。

結論
在人類歷史中，共有四千二百次的戰爭，而

絕大多數都是由宗教衝突所引起。如何能揚棄
宗教的仇視，實為人類所應共同努力的目標。

世界的宗教

旭日東昇，山林間，鳥兒初啼，高飛天
際，迎接早晨的到來，當大家仍沉浸於美夢
之時，我和交通隊的隊友們，早已身著反光
背心，頭頂赤紅隊帽，手握指揮棒及無線電
對講機，走出位在地下室的隊部，各自前往
今日的作地點，準備展開一場汗水交織的戰
鬥。

『嗶－嗶！』清脆嘹亮的哨音迴盪在校園
裡，傳入你我耳中，行駛中的車輛不禁一輛
一輛有序地排靠在右方，停了下來，等待前
方交通隊員們的再次放行指令，每天一貫的
動作、指令，總是能在校園中看到他們的身
影，無論是熾熱火紅、艷陽高照的夏天；或
是寒風刺骨、低溫壟罩的冬天；亦或是狂風
暴雨、雷雨交加的雨天，都能看見那些盡心
盡責的交通隊員們，從早到晚、不曾中斷，
辛勤的指揮著交通，維護校園中行駛車輛的
交通及行人的安全。倘若遇到校園裡有舉行
大型活動，隊上總也會出動增援，支援校園
裡所有車輛的停車問題，並輔助外賓盡早找
到停車位，以利活動進行的順暢。

總有老師或學生認為交通隊的工作是很輕

鬆的，只要站在指定的位置指揮交通，不讓
交通大亂，隨意找個人頂替都能輕鬆勝任的
工作，其實不然，就如同學校的天氣一樣，
總是千變萬化、變化萬千，不知道哪時候會
突然有暴雨發生；學校的交通也是一樣，不
知道公車會不會因為有不守規矩的人隨意停
車而卡在美食街動彈不得；不知道天主堂那
邊是否有小意外、小車禍而導致交通不便；
不知道哪時會有不熟校園環境、隨意亂闖的
遊客、計程車，將車輛停靠在曉峰館前拒
馬，擋住公車的行駛等等，也時常有特殊情
況發生，這些都是必須由我們交通隊員隨時
待命，以作好緊急處理，盡快回復交通的。

我們不是神人，我們只是普通的學生，只
是個希望獻上自己微薄之力，在維護學校交
通便捷之上的學生，當看到有老師、同學在
我們勞碌之時，隨口說出的一句感謝之意亦
或是熱情的打招呼，我們也都溫暖在心頭，
將這份感恩之心藏存在彼此的心裡，轉換成
工作時的熱情，更加服務好校園裡的交通。
我們不是特別的，我們是為維護校園交通而
存在的文化大學交通服務隊。

【文／林怡馨】畢業門檻之一的
課外服務學習今年新增《個人志工
服務學習》新選項。除了校園公共
服務學習（一）外，同學仍須完成
校園公共服務學習（二）、專業課
程服務學習、課外社團服務學習，
任選一項服務，完成18小時即可。
欲申請個人志工服務學習的同學

可至服務學習網站下載 「個人平日
志工服務學習申請表」 ，後直接撥
打電話予機構承辦人，接洽同學可
以服務的日期並寫入申請表，列印
出一式二份之申請表，於第一次服
務當天請機構蓋章，一份予機構留
存，一份自存。
同學完成 18小時之服務時數後，

請務必至大恩 2 樓課外組繳交資
料，資料內容須含有機構已蓋章的
個人服務學習申請表、至少 6 張之
成果照片並以文字註明內容、填妥
問卷及反思日誌以及機構發給的服
務時數證明單，另以隨身碟將其儲
存為電子檔，將紙本資料及電子檔
一起交回大恩館 2 樓學務處課外
組，即可認證通過服務學習二。

學務處課外組強調，課外服務學習為畢業
門檻之一，必須完成始得畢業，請同學踴躍
參與，順利通過，才能完成畢業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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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獻上我們小小的力量，以維護華岡師
生的交通便捷與安全為前提，不畏華岡強風
與暴雨，時間一到，您們就可以看到身穿黃
背心的我們，我們是以身為交通隊為傲的華
岡學生。」每年一群約四十多位華岡交通
隊，每次都需經過一個月的受訓，方能成為
交通隊的一員，他們力守校訓《質樸堅毅》
之精神，每一天，比全校師生最早到校值
班，夜幕低垂時，仍可看到黃背心的交通隊
堅守崗位。
地質系陳昭岑同學以一篇文章，寫下對華

岡交通隊的感動與快樂，更請每一位看到交

通隊值班學生們，適時給他們一個微笑與鼓

勵，他們是華岡最美的風景。

我們是為維護校園交通而存在的文化大學交通服務隊
華岡最美的風景華岡最美的風景

2015泰北國際志工團 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綻愛 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泰北行
獲 泰北迴馬村

恩 泉 小 學 師生親筆寫信感恩

文／張鏡湖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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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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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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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盧睿亭

面臨畢業的壓力
最近心情不美麗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大四的凱蒂，眼看距離畢業只剩下幾個月，
因為家裡經濟因素的關係使得我必須要在畢業後
馬上找到工作，雖然目前的興趣和就業方向明
確，但在撰寫履歷和求職的過程並沒有那麼順
利，隨著面試和複試通知的時間一拉長，就會使
我感到緊張和焦慮，我也知道這些事急不得，但
只要想到就覺得心裡好像懸著一塊大石頭，連帶
影響飲食習慣和睡眠狀況……。因此想請問老
師，在面對這樣的壓力情況時該怎麼辦呢？面對
畢業前後這些未知的情況，總是讓我覺得最近的
心情很不美麗。

學生 凱蒂

親愛的凱蒂，妳好：
從妳的來信中，老師感受到凱蒂對未來的

緊張，希望畢業後能順利銜接工作、有份穩
定的收入。很多學生在這個時候，都會像妳
一樣覺得非常焦慮、擔心或對未來感到徬
徨，在面對畢業壓力和求職不確定的狀況底
下，心裡確實承受了許多壓力，特別容易令
人感到焦急又煩躁不安，也常常伴隨身體的
反應。雖然適度的壓力可以讓我們有更好的
表現，但是換個角度來說，若是產生了無法
因應的情況，身心也會因為壓力的關係而產
生變化。因此老師在此提供【管理壓力三部
曲】，或許可以透過下列的方式試著讓妳對
情緒有更多的覺察，進而放鬆壓力和減輕負
擔：
一、體察自己的情緒：

經常關注內心的感受，了解情緒背後的原
因，可以有助於凱蒂有效處理情緒壓力。譬
如當我們感受到壓力時可以詢問自己： 「我
現在的情緒是什麼？」 、 「發生了什麼，讓
我感到緊張和焦慮？」 ，讓自己靜下心來思
考和覺察時，或許能發現是因為面對畢業的
壓力而使自己有些不舒服，身體也相繼出現
狀況？像是胸悶、頭痛、胃腸不適、皮膚過
敏、睡眠品質不佳等等。當分辨出來後，試
著傾聽內心的聲音想告訴凱蒂什麼？可能來
自煩惱是家中的經濟狀況，抑或擔心無法找
到令人滿意的工作，試著把這些原因寫下
來，也幫助自己安定內心不安和慌亂的情
緒，對接下來的日子較有心理準備。
二、適當表達自己的情緒：

如何 「適當表達」 情緒，確實不是一件簡
單的事情，甚至需要多加練習，並且確實運
用在生活當中。當我們體察到自己的情緒
後，試著去表達自己當下的情緒狀態，而非
用壓抑或刻意忽略的方式來處理它，那樣不
僅無法排除情緒之外，還可能對生理健康和
學習表現產生影響，對自己並沒有好處，因
此只要我們能適當地處理情緒壓力，它還可
以成為我們向上進步的原動力，豐盛我們的
人生！
三、以適切的方式紓解自己的情緒：

仔細想想當面對壓力時可以怎麼做？根據
平常對自己的了解，凱蒂可以選擇幾個適合
且有效紓解情緒的方式，好比有些人是利用
運動、書寫、聽音樂、看電影……等方式進
行紓壓，有些人則是喜歡編織、郊遊和烹
飪，相信找到合適的方法後，妳就能夠掌握
壓力，而不是讓情緒壓力來控制妳！
以上的方法提供給妳做為因應情緒壓力的

參考，如果還是覺得有困難或需要找人說說
話，歡迎妳到學生諮商中心找輔導老師聊一
聊，我們很樂意陪妳一起克服難關喔！

~有心理困擾或需求，歡迎前來學生諮商中心~
電話預約初談：(02)2861-0511轉12612至12615

親自預約初談：
直接前往大孝館2樓 學生諮商中心 安排會談時間

網路預約初談：
請至學生諮商中心網頁(http://counseling.pccu.edu.tw)

的 「個別諮商」填寫 「初談預約單」

張董事長致送感謝狀予神立孝一副校長

【文／李文瑜】學術交流深厚
友誼 20年，本校與日本創價大學
1995 年簽訂姐妹校，今年正是兩
校締結姊妹校 20週年的佳節，本
校林彩梅前校長專文介紹文大與
創大締結姊妹校 20 年來交流歷
史，包括列舉文大與創價大學共
同舉辦的 「日本名畫文物展」 、
「西洋名畫展」 等活動，強調兩
校交流對於台日文化、教育的貢
獻，並期盼今後兩校友誼馨香、
更添芬芳！

林彩梅前校長

林彩梅前校長專文中提到，文
化大學與創價大學於1995年7月8
日締結姊妹校正滿 20周年，3月 2
日是文化大學與創價大學的友誼
日。張董事長與池田（SGI）會長
情同手足情誼，兩校學術交流在
今日杏壇散發無比馨香。1994 年
11月 24日張董事長與池田會長在
日本福岡首次見面，池田會長對
本校創辦人張其昀博士的創校理
念高度敬仰，對董事長艾科卡的
教育精神非常敬佩，張董事長對
池田會長的世界和平人類幸福之
貢獻，是位立功、立德、立言之
教育家其教育理念則非常崇敬。
當年二小時會談，話題從教育到
王道文化，知音難逢，情同手
足，池田會長年紀小張董事長一

歲，創價大學建校在文化大學之
後，由此池田會長尊稱董事長為
兄長，兄弟兩校積極合作學術交
流。

李天任校長

本校甫獲得行政院頒發 「國家
永續發展獎」 ，日前再榮獲教育
部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 獎勵，
李天任校長於池田大作研討會上
肯定表示， 「創價等姊妹校的支
持與交流，是促成文大不斷穩健
前進的力量。未來將與日本創價
大學展望下一個 20年與 40年的學
術合作交流友誼之路。

李天任校致送感謝狀予林釗理事長

林釗理事長說，文化大學是台
灣第一所也是最早成立池田大作
研究機構的大學，池田大作研究
中心自 2003 年成立以來，帶動兩
岸與日本等三地的研究熱潮，學
術成果斐然！這一切是奠基於池
田先生與張董事長的深厚友誼，
而使得兩岸三地 「和平對話」 的
長流能夠長久延續下去。
林釗理事長強調，池田大作與

世界識者的對談集得以順利出版
池田大作先生的著作，在劉焜輝
教授及陳鵬仁教授翻譯下，不但
使在座師生從中學習，現在更出
版 「簡體字」 版到中國大陸各所
高校，作為研究池田先生和平思
想的重要書籍，這是相當重要的

貢獻，衷心期盼透過此次國際論
壇與諸位賢達一同攜手，將和平

的火炬傳承給帶領 21世紀前進的
青年。

池田大作會長
祝賀文大校運昌隆

開創地球社會 「教育與文化之王道」的貴中國文化大學喜迎創校紀
念日，衷心致上恭賀之意。值此意義深遠的佳節，盛大舉辦第九屆
「池田大作思想研究論壇」，本人滿懷敬意與感謝獻上賀詞。首先謹

向籌辦本屆論壇的研究中心李彥良主任以及所有相關人士，致上誠摯
的感謝。

中國文化大學壯麗的校園座落在 「陽明山」的半山腰。誠如張鏡湖
董事長所言，貴校創辦人張其昀博士堅定的哲學源自 「陽明學」。今
天於此，讓我們再次想起大思想家王陽明的那段至理名言。 「夫學，
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
矣。」

勤勵學問、從事教育的人經常要回歸的 「原點」即在於此。
為何磨練睿智？要秉持絕不放棄志向的堅定之心，透過持續追求學

問的挑戰，閃耀嶄新的創造之光。為何要愛護民眾？就是要將此志向
傳承給年輕的生命，培育他們成長，以真誠的努力掀起新人才湧現的
浪潮。為何要追求和平？就是要和各界的友人分享此志向，透過敞開
心胸的對話，產生友好網絡的新力量。

我和張鏡湖董事長曾在對話中談到將 「中華文化」精髓傳到日本的
陽明學哲人--朱舜水。三百五十年前，受到這位中華文化哲人的薰
陶，進而深化志向的日本弟子們，以深邃的智慧開啟了新時代，譜寫
下歷史。

中國文化大學的校歌高唱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為保全地球的自然環境，為實現民眾幸福，為
傳承與創造文化，為世界永久和平而建設永續發展的地球社會──校
歌中脈動著此充滿熱誠的大志。

以台灣創價學會（SGI）為首，我們全世界的創價學會員皆與貴校
志同道合。此外，本屆論壇更邀請到來自菲律賓、印度、美國的碩學
鴻儒齊聚在擁有優良傳統的貴校校園，相互分享彼此的心志，實在令
人欣喜。

想到能夠學習各位師長議論風生的 「文明間對話」，讓我內心澎湃
不已。更讓我決意，要與各位共同懷抱不屈不撓的大志來面對所有難
題，期待透過智慧的集結，為地球市民社會掀起價值創造的大浪潮。

最後，衷心祈願貴中國文化大學校運昌隆，以及今日與會的各位健
康、活躍，作為賀詞的結語。

三月二日 池田大作

推動學術交流 深厚友誼 20年
日本創價大學神立副校長一行來台 慶賀文大 53週年校慶

池田大作研究中心
出版 池田大作思想研究論文集 第 10 冊
中國文化大學 「池田大作研究中心」 3月

2日正式發行《池田大作思想研究論文集》
第 10冊。池田 SGI會長的人本主義理念與
行動，在學術界廣獲迴響！該論文集收錄

2014年 3月 2日舉辦的 「第八屆池田大作和
平思想研究國際論壇」 ，來自台日兩地 8所
大學、16位學者專家透過文化、教育、和
平及生命尊嚴等主題，從自身的專長領域，

探討池田先生的思想與和平行動，論文內容

豐富多元。

【文／李渼詩】音樂學系為歡慶五十三週年
校慶，由音樂學系系主任呂文慈教授率領音樂
系專兼任教師共同合作，傾力製作一場星光褶
褶精彩絕倫的《感恩音樂會》。呂文慈主任之
女范立平，則特別為學校校
慶創作了藍調爵士風的生日
快樂歌，由全體教師共同演
出，感恩音樂會將於 3 月 18
日晚間 18時 30分於曉峰紀念
館10樓音樂廳盛大舉行。
《感恩音樂會》演出者為

音樂系專、兼任教師，演出
內容包含鋼琴獨奏、鋼琴四
手聯彈、雙鋼琴、低音號獨
奏、小提琴獨奏、大提琴獨
奏、女高音獨唱、男高音獨
唱、聲樂二重唱。
中國文化大學音樂學系系

主任呂文慈指出，今年並特
別敬邀藝術才德兼備的張海
燕董事與資深鋼琴演奏教育
家朱象泰老師合作演出四手
聯彈，還有甫獲得金曲獎最
佳演奏獎的葉孟儒老師、優
異琴藝的系友鋼琴家吳佩瑤

老師與年輕優秀兼任鋼琴家王真儀老師合作的
雙鋼琴演奏。
呂文慈提到，《感恩音樂會》今年演出的陣

容龐大，包括國內少有的傑出戲劇女高音柴寶
琳老師、音色優美且音域寬
廣而聞名歐洲的男高音王典
老師、以細膩而充滿豐富情
感的拉奏手法活躍於樂團數
十年的洪千貴老師、教導低
音號作育英才無數，其演出
經歷與教學為國內最資深者
之一的段富軒老師、師承卡
薩爾斯弟子大衛索耶，演奏
技術純熟、音色深沈豐富的
大提琴家孫小媚老師共同演
出。
精彩的壓軸大合奏之祝賀

校慶的生日快樂歌，將由指
揮經驗豐富的英國籍教授馬
克‧葛瑞森率領全體教師祝
賀，眾星雲集的音樂會，預
料將是是一場萬眾矚目令人
期待的音樂會。熱誠地邀請
全校師生一同歡慶並蒞臨指
導！

首創為校慶製作的藍調爵士風的生日快樂歌
感恩音樂會 曉峰紀念館10樓音樂廳盛大舉行

【文／李文瑜】本校池田大作研究中心成立
於 2003 年 9 月 23 日，是台灣第一所也是最早
成立池田大作研究機構的大學。
池田大作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務是以研究池田

大作先生的思想和行誼、翻譯出版相關專著和
刊物、舉辦研討會和講座等學術活動、與國內
外學術機構和有關單位進行學術交流及收集池
田大作相關文獻資料並維護池田大作文庫。

池田大作研究中心之池田大作文庫，收藏有
關池田先生的著作和資料。藏書類別共計有英
文圖書類、中文繁體、簡體圖書類、日文圖書
類、期刊類（福運雜誌、教學研習、SGI）、
和樂新聞。
池田大作中心除出版年刊 『池田大作思想研

究論文集』 ，研究池田先生之思想及影響外更
定期翻譯監修池田會長及池田副會長大作，持
續建立提供華文研究者寶貴參考文獻。
每年固定於每年 3月份舉辦 『池田大作和平

思想研究論壇』 ，並於論壇結束後出版研究論
文集，目前論文集的出版在 2014 年時已有十
冊；每年定期發行年刊。池田大作中心中心研
究人員定期翻譯日文書刊供華人研究者參考。

池田大作研究中心
台灣第一所成立池田大作研究機構的大學

張董事長與神立副校長相見歡。一行貴賓在林彩梅前校長陪同下，參觀校史室及 「池田大作研究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