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承晚總統來電，表示贊成「遠

東聯盟」之發起，並且正式邀請

蔣委員長蒞臨韓國訪問並共商大

計。1949 年 8 月創辦人張其昀

博士追隨蔣委員長赴韓國訪問，

抵達韓國鎮海軍港，與李總統正

式開啟會談之後雙方旋即發表了

共同宣言。創辦人張其昀博士亦

將此會議過程逐一要記之後著文

「鎮海紀行」。當時由蘇聯與中

共為首的共產主義國家原本意欲

先攻打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

軍，但有鑑於因鎮海會談之後所

逐漸成形的「遠東聯盟」之態勢

所趨，以及各項當時國際因素所

致，共產國家決定支援北韓而先

舉兵侵略南韓，可以說是直接造

成 1950 年爆發韓戰的導因之

一，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軍則因

此得以緩和戰爭的啟端。張其昀

博士撰寫的「碧瑤紀行」與「鎮

海紀行」兩文後合為一書於《菲

韓紀行》，雖然是屬於一種紀錄

文獻，但是確實對當時的國際情

勢影響甚為深遠。

張其昀博士
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

　張其昀博士以「承東西之道

統，集中外之精華」為畢生志

業，在教育莘莘學子為國培育棟

梁的使命感驅使之下，1962 年

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同時亦

成立東方語文學系，其中設有韓

文組。該年九月經由先總統蔣公

親筆致函建議改名為「中國文化

學院」，1980 年教育部以華岡

興學，已屆滿十八，而成績卓

著，乃核准改為「中國文化大

學」。1961 年創辦人張其昀博

士正值籌備創校會議之際，韓國

朴正熙陸軍上將掌握國會後於隔

年兼代理總統，1966 年訪問台

灣與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會晤。

韓國朴正熙總統在位期間共 18

年，任內強烈主張反共意識，也

因此招致當時北韓政府的仇視，

多次派人暗殺朴正熙總統都未成

功。1971 年 8 月 6 日，本校為

慶祝韓國光復二十五周年及朴正

熙大統領連任，在華岡博物館舉

辦「韓國歷史文物展」。1974

年北韓指使行刺時任總統夫人即

朴槿惠之母親，當時法留的朴槿

惠匆忙趕回，扮演起代理第一夫

人的角色。1979 年朴正熙遭中

央情報部長官金載圭刺殺身亡，

朴槿惠女士面對一連串政府對其

父親的政治清算與批判，甚至對

朴槿惠女士做出了人身自由限

制。1984 年創辦人張其昀博士

之子張鏡湖博士接任中國文化大

學董事長，在董事長張鏡湖博士

積極的領導之下，不管是以民間

人士關係或是以學術界關係來相

互交流，皆與大韓民國創下了空

前未有的實質友好關係。董事長

張鏡湖博士為表達對當時陷入政

治困境的朴槿惠女士加油勉勵的

出發點之下，於 1987 年 7 月 6

日以學校名義指派當時接任校內

韓文系系主任林秋山教授，率領

一行人等遠赴韓國，頒贈朴槿惠

女士名譽哲學博士學位，其意在

於勵其堅忍與傳達友人支持的溫

暖。

張鏡湖董事長上任之後持續

增進對韓國關係與韓語教育方

面的努力，1991 年張董事長著

「南韓的北進政策與南北韓的統

一」一文刊登於「亞洲與世界文

摘」。此文當時精闢分析了自日

俄戰爭之後經歷冷戰時期、六 0

年代至九 0 年代這段期間南北韓

與國際情勢的發展，文中指出當

時南韓採用北進政策目的不外乎

擴張其經濟實體之影響力以及提

升競爭力之外，同時也讓韓國與

其他共產國家之間關係產生微妙

變化，實為與中國和蘇聯建交之

前奏、承認中國與蘇俄之政治實

體存在。1992 年大韓民國與中

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繼而孤立北

韓經濟與國際地位，最後若是北

韓因為經濟瓦解而造成政局動盪

民心思變的話，那麼南北韓統一

之日便指日可待，最後文中亦讚

揚了多年來韓國自戰亂到近代戮

力於經濟而達成的亮眼成果。

張鏡湖董事長多年來致力於

台韓關係交流，可謂功績卓著，

1997 年中國文化大學推薦韓國

慶熙大學與日本創價大學締結為

第一所韓日兩國的姊妹校，創價

學會在中日戰爭時是堅持反對日

本的侵略行為立場，而中國文化

大學此舉促成兩國能夠締結姊妹

校，無疑是在修補歷史國際關係

裂痕與促進學術實質交流上注入

了一劑強心劑，打開了台日韓三

邊交流的另一扇大門。2002 年

10 月 9 日，韓國頒贈「金大中

大統領獎」以感謝張董事長對韓

語教育的貢獻。2013 年 2 月 24

日張董事長受邀參加韓國朴槿惠

總統的就職典禮殊榮，成為台灣

受邀的民間企業人士的第一人，

董事長帶領前任校長吳萬益、前

任韓文系系主任林秋山、前任韓

文系系主任林明德、教務長靳宗

玫、還有企業人士們共同參加，

為多年來台韓友誼彌久長存、永

續發展上，在這光輝的歷史一之

刻，來共同見證。

回顧種種歷史，創辦人與現任

董事長以及歷任校長們的帶領之

下，中國文化大學不僅在台韓關

係上扮演重要的溝通角色之外，

在兩國實質教育與人才培育方面

上更是有著無可比擬的第一線總

教練頭銜。本校創辦以來至今曾

頒二十九位韓國各界領袖名譽博

士、與韓國締結有三十六所大學

姊妹校、2010 年韓文系榮獲韓

國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選定為「韓

國學海外重點大學」。現任韓文

系扈貞煥主任有鑑於未來將持續

韓國學相關硏究與韓國發展友好關

係，在歷任主任以及師長們的協

助之下於 2014 年成立「韓國學

研究中心」，成為在整理、研究、

促進與韓國交流的各方面上之統

籌中心，並期望將來能變成全台

灣對韓國關係交流的重要平台。

此次韓國行政自治部國家記錄

院大統領記錄館一行人員來校訪

問，董事長與校長李天任全程參

與，歷經兩小時的會談與採訪，

韓方不僅獲得董事長親自口述的

歷史背景與經過，會後董事長也

裁示將校方整理出的所有與韓國

有關的資料文獻歸納建檔，備份

之後贈予訪問團。李天任校長進

一步裁示日後加強與韓方的聯絡

窗口，隨時支援韓方所需資料。

扈貞煥主任亦在訪談會議中允諾

日後將會把張其昀博士所著之

「鎮海紀行」一文譯成韓文，再

待日後把有關「鎮硏海會談」研究

成果提供給大韓民國大統領記錄

館參考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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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行政自治部國家記錄院

大統領記錄館為調查及收集海外

有關韓國歷代總統，特別採訪本

校張鏡湖董事長，出席訪談貴賓

包括大統領記錄 KWAG JUNG

記 錄 研 究 員、CHUNG EUN 

JOO 主務官、駐台北韓國代表

部李祥烈副代表及千成煥政務官

等四名貴賓。

中國文化大學與韓國近代歷史

發展上有著相當深厚的關係，尤

其是以創辦人張其昀博士以及本

校董事長張鏡湖博士為首的歷史

背景，在近代中華民國與大韓民

國的國史上皆扮演者舉足輕重的

角色。

花郎精神   
以儒家德目訓練青年愛國圖強

　張董事長於引述本校張創辦人

民國四十六年刊於「教育與文

化」第一期文章中提到，民國

四十六年間，中韓間曾因教育部

歡迎韓國文化親善團中推動三大

名著交換事情，第一部名著是民

國三十八年鎮海會談以後，駐台

的首席大使韓國金弘一大使呈獻

《李忠武公全書》於蔣總統、第

二部名著為民國四十四年韓國自

由黨訪問團來華，任韓國教育部

長團長金法麟捐贈《李氏王朝實

錄》贈於教育部，現由國立中央

圖書館珍藏。第三部名著則為民

國四十五年為韓國朴趾源著《熱

河日記》，創辦人提到三大名著

交換其實是具有極深的涵義，三

本書意義相連，有其共同目標所

在。就是要表彰東方之韓國精

神，又稱為花郎精神。

　張董事長提到，創辦人在「教

育與文化」一文中，實則闡述花

郎精神之意義所在，證明中韓間

淵源流長的歷史與文化間關係。

創辦人於該篇文章中提到，花郎

精神起於花郎魂，首先倡導「花

郎魂」為韓國留學中國之圓光法

師推倡「忠、孝、仁、勇、信」

五德，圓光法師有新羅聖人之美

譽，時值為南北朝末年，來中國

潛精佛學，聲名遠播，也曾前往

中國大陸寓居長安，爾後返至新

羅，弘揚華化。中韓關係歷時

三千年，張其昀先生文集中孔子

學說對韓國及東方諸國的貢獻一

文當中第二項的中韓文化關係當

中有提及後漢明帝永王十二年

時，樂浪人士王景修汴渠堤，幫

助治理黃河，對漢朝甚為有功，

後漢書記載「景少易學」，可見

周易傳至樂浪郡的時機早已在王

景出現之前。

　張董事長引述張其昀文集中孔

子學說對韓國及東方諸國的貢獻

一文裡第五項，朝鮮儒學提及，

十六世紀的李退溪是一代宗師，

信奉朱熹的學說，而發揚光大，

退溪之學傳至日本，將宋明理學

推廣至日本。張其昀文集裡闡述

朝鮮李退溪奉行朱子學，在朝鮮

末期日本侵略政策橫行的世代期

間，此學說絕對是抗日精神當

中最大的基本思想支援與基柱。

「孔子學說」的影響在朝鮮半島

流傳將近兩千年，學術思想的交

流並充分達到文化的交流，在這

種狀況之下，中韓可以說是脣齒

相依，榮辱與共。

創辦人著墨
「虹口公園中博浪之錐」

　張董事長口述中韓關係與近代

歷史中提及，創辦人著墨「虹口

公園中博浪之錐」表彰韓國尹奉

吉的愛國義舉。在這一段歷史文

獻記載，1905 年日俄戰爭之後

簽訂了朴資矛斯條約，日本實

質統治干預開始正式入侵朝鮮半

島，1910 年韓國因「韓日合併

條約」而正式淪為日本殖民地，

1931 年 8 月 29 日當時韓國愛

國義士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園以

炸彈攻擊當時的日本白川少將。

1932 年本校創辦人張其昀博士

為了讚揚尹奉吉的愛國義舉而

著墨「虹口公園中博浪之錐」一

文，當時中華民國政府因此文而

開始重視當時韓國在上海的臨時

政府。此韓文版現今陳列於尹奉

吉紀念館中。1945 年隨著日本

戰敗投降，共產主義崛起，朝鮮

半島被一分為二，形成共硏主義的

北韓與民主主義的南韓兩個 國

家共存現象。1949 年中華民國

政府因國共內戰而播遷來台，在

當時被徵召回到菲律賓擔任美國

遠東軍總司令的道格拉斯·麥克

阿瑟五星上將的暗中協助之下，

蔣介石委員長得以訪問菲律賓，

目的在於聯合周邊國家共同對抗

共產黨而籌組「遠東聯盟」，當

時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追隨蔣委員

長訪問菲律賓於碧瑤會談期間，

將此過程逐一要記，著文為「碧

瑤紀行」。然而在蔣委員長遠赴

菲律賓訪問之前曾與當時大韓民

國李承晚總統通訊，交換意見。

當蔣委員長回國之時，旋即接到

韓國行政自治部國家記錄院大統領記錄館 專訪張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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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韓歷史關係暨中國文化大學之淵源
　　　　　　　　　　　　　　　　                    文／吳忠信 韓文系專任助理教授

本文中提及的歷史脈絡年代事件
1905 年日俄戰爭之後簽訂了朴資矛斯條約，日本實質統治朝鮮半島

1910 年韓國因「韓日合併條約」正式淪為日本殖民地

1931 年尹奉吉以炸彈攻擊當時的日本白川少將

1932 年張其昀博士著墨「虹口公園中博浪之錐」一文讚揚尹奉吉

1945 年隨著日本戰敗投降

1949 年政府播遷來台，蔣委員長訪問菲律賓，籌組「遠東聯盟」，

張其昀博士著墨「碧瑤紀行」。

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追隨蔣委員長赴韓國訪問，著文「鎮海紀

行」。

1950 年韓戰爆發

1961 年於陽明山莊展開第二次創校籌備會議

1962 年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

1966 年 2月 17日，朴正熙訪問台灣，與中華民國總統蔣中正會晤

1971 年 8 月 6 日，本校為慶祝韓國光復二十五周年及朴正熙大統

領連任，在華岡博物館舉辦「韓國歷史文物展」。

1974 年 8 月 15 日，北韓指使日裔北韓藉殺手文世光，於韓國國立

劇場行刺時任總統夫人（即朴母陸英修）。

1979 年 10月 26日，朴正熙遭中央情報部長官金載圭刺殺身亡

1980 年改為「中國文化大學」

1984 年張鏡湖博士接任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

1987 年 7月 6日，本校頒贈朴槿惠女士名譽哲學博士學位。

1991 年 6月，張董事長著「南韓的北進政策與南北韓的統一」一文

1992 年大韓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1997 年中國文化大學推薦韓國慶熙大學與日本創價大學締結姊妹校

2002 年 10月 9日，張董事長獲得韓國頒贈「金大中大統領獎」

2013 年 2月 24日張董事長受邀參加韓國朴槿惠總統的就職典禮

2014 年韓國學研究中心成立 ( 文接第四版 )

( 文續第一版 )

張董事長受邀參加韓國朴槿惠總統的就職典禮

台灣受邀之民間企業人士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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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狂賀！繼 103 年本校獲國家
永續發展獎殊榮，成為全國唯一獲獎之大學，
今年再傳捷報，榮獲教育部 104 年度友善校園
卓越獎，奪大學之冠，是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
獎的大學。本校於 9 月 15 日在新北市三和國
中接受教育部表揚，由魏裕昌學務長代表接受
領獎。教育部林思伶政務次長指出，建立友善
校園須憑藉著一股篤定、奮勇向前的心，踏實
耕耘，透過交流提供各縣市在推動友善校園因
地制宜的可行模式，構築出友善校園最真誠、
最幸福的夢田。 

教育部「友善校園獎」獎項共分「卓越縣
市」、「卓越學校」、「傑出人員」三大類，「卓
越學校」中之「專科以上學校」類別僅本校獲
此殊榮，成為全國大專院校唯一獲獎者，表現
相當難能可貴。而本校在具體達成績效上，則
以體現生命價值的安全校園為主軸，推動營造
體現生命價值、多元開放平等、和諧溫馨關懷
及尊重人權法治的校園，型塑以生命教育為核
心之校園文化，以達成全人教育功能。

推動安全校園上，本校積極強化學生憂鬱與
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幫助師生活出生命的
美好的特質。藉由積極推動生命教育，除了讓
學生體驗生命價值、學習尊重生命，同時更能
發揮影響力來幫助他人。包括辦理生命教育主
題活動，藉由多元形式的活動引發學生思考生
命的意義，創造正向生命價值。辦理「EQ 多
磨練，人生不設限」、「讓愛進擊，勇敢說愛」
等演講，103 年度舉辦 17 場次，計 1,873 人
次參與。編制新生手札 3000 份，協助新生盡
快適應學校生活，以創造豐富且多彩的大學時
光。

在深化健康促進計畫，培養珍愛生命價值
觀，以關懷生命、搶救生命為主要規劃之重
點， 包 括 102 年 起 已 設 3 台 AED，104 年
增設 1 台於宿舍館樓。103 年度辦理 14 梯次
CPR+AED 緊急救命術訓練營，共 762 人參
與，673人（88%）通過操作演練及筆試測驗。

在輔導社團辦理健康促進服務學習上，推動
輔導學生會及新聞系學會於 103 年 4 月舉辦
「2014 全校社團大屯山公園淨山健行服務學
習隊」，計有 100 位同學參與。104 年 3 月輔
導登山社等社團舉辦「2015 全校環保淨山健
行服務學習隊」，前往小油坑、七星山、天母
古道及校園步道服務，計有 52 位同學參與。

強化校園安全通報系統，藉由校園全面性
之安全通報網絡，校安中心可隨時掌握學生狀
況，確保校園安全。整合校園安全系統於校安
全中心，繪製全校安全地圖，遇有狀況發生，
利用簡訊與電話語音第一時間通知人員前往處
理，提供學生安心求學與生活的環境。校園安
全系統包含戶外緊急求助系統、監視系統、消
防移報系統、廁所緊急求助系統、限制區域闖
入謷告及實驗室場所環境監測等。完成建置全
校校區樓館廁所緊急求助系統。設有戶外緊急
求助系統共 45 點，提供現場即時影像與對講
功能。

打造安全及無障礙的空間，提供優化空間使
用品質及強化安全性。包括館樓樓梯防滑處理
工程、斜坡道設置扶手工程、無障礙電梯設置
工程及無障礙衛浴間設置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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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教育部 104 年度友善校園卓越獎。本校接受教育部表揚，由魏裕昌學務長代表接受領獎

文／王銥霆、葉佩儀、張歆

一、國外實習之生活體驗 
　在美國關島生活，居民步調是屬於緩

慢悠閒的，也因為關島是以觀光業為主

要產業的國家，所以在島上氛圍也是充

滿熱帶度假風情。雖說是屬於美國的國

家，但因為歷史影響，島上來自不同國

家的人非常多，像是日本、韓國、菲律

賓佔了很大部分，我覺得島上的菲律賓

人的佔有率又更高。島上有名的美食就

是ＢＢＱ，居民都非常會做燒烤。在這

邊因為島上物資仰賴進口加上美國物價

本就高，所以相對台灣消費是高上 2、

3 倍的。交通方面大眾都是以開車為

主，公車大致到晚上 9 點半，所以如

果沒有開車的話會比較不方便，而且票

價也很貴一趟大概 10 分鐘的車程要４

塊美金。但這裡相對也是購物天堂，如

果喜歡買免稅商品、名牌和巧克力等等

的話。如果你很喜歡海島國家，一定會

愛上這裡的！像我一樣！每天都能看見

海，想去海邊玩游泳走路就到！非常享

受！島上的年輕人有上進心的都非常努

力的工作，很多人都是兼職兩三份工，

我覺得這是我們值得學習的態度！

二、國外實習之具體效益 
　A. 在國外工作語言真的很重要，尤其

是以觀光產業為主的國家，如果你會越

多語言的話，對工作幫助越大。

　B. 學會主動與人相處，勇敢介紹自

己，認識朋友。

　C. 做事謹慎負責，在關島任何意外或

是旅客事件都需要寫報告上呈，無論事

件是大是小。

　D. 眼界會更開闊，知道國外跟你同年

齡的人他們的想法或是觀念。

　E. 對自己的未來要更努力爭取，看到

美國物價和台灣相比，會希望自己能更

有能力賺更多的錢。

三、感想與建議 

　非常感謝教育部能提供這樣的機會讓

我能到海外短期觀摩研習，得到的收穫

不是用金錢能夠衡量的，更多得是想法

上的成熟度和實際操作上的經驗值提

升。建議如果之後還有學弟妹去關島實

習的話，可以加強日文上面的訓練，對

飯店的幫助會很大。要有勇氣去跟別的

國家的人做朋友，這對你在當地生活會

有很大的文化交流幫助。因為外國的習

慣是如果你願意說願意問，他們都會很

樂意教，但如果你很害羞話都不敢講的

話，他們也會不知道怎麼教你更多。謝

謝老師和飯店願意給我這次機會學到更

多，也謝謝教育部的補助讓我們順順利

利的完成實習！！

　【文／李文瑜】國內首開波蘭語文
選修課程，首聘波蘭籍教授教學，每
週兩小時，每週五下午 15 時 10 分
至17時，歡迎有興趣學習波蘭語文，
一定要把握機會選課。外語學院李細
梅院長強調，配合當前國家語文人才
需求並進而促進東歐國家教育與文化
之深度交流，俄國語文學系擬定在既
有斯拉夫語─俄語的穩固基礎上，自
104 學年度起，新開設波蘭語文選修
課程。 
　李細梅院長強調，面對全球化高等
教育劇烈競爭與科技快速發展，大
學教育已邁入國際化，人才的流動已
無國界限制，因此，積極培育具備優
秀外語能力、國際視野之專業人才已
經成為不可擋的趨勢。本院目前設有
日、韓、俄、英、法、德 6 種語文
提供學生修習，積極培養專業外語人
才。
　她提到，近年來台灣與東歐各國之
教育與文化交流日益頻繁，前往東
歐國家留學之學子亦日益增多。波蘭
政府每年亦透過教育部定期或不定期

提供我學生前往波蘭學習語文及攻讀
學位之獎學金。而波蘭語與俄語同屬
於斯拉夫語系。斯拉夫語屬於印歐語
系，分為東斯拉夫語、西斯拉夫語、
南斯拉夫語。本院配合當前國家語
文人才需求並進而促進東歐國家教
育與文化之深度交流，俄國語文學
系擬定在既有斯拉夫語─俄語的穩
固基礎上，自 104 學年度起，新開
設波蘭語文選修課程，聘請波蘭籍
教授教學，每週兩小時（週五下午
15:10~17:00），鼓勵有興趣學習波
蘭語文或前往波蘭留學之同學及早規
劃，提早奠定語文基礎，以適應當地
留學生活，歡迎有興趣的同學上網選
修，加入我們的外語學習行列。多學
一種語文等於給自己多開一扇窗。
　波蘭為一中歐國家，北面瀕臨波羅
的海，西邊與德國接壤，南部與捷
克和斯洛伐克為鄰，東臨烏克蘭和白
俄羅斯，東北部接壤立陶宛及俄羅斯
加里寧格勒州。波蘭為世貿組織的成
員，加入歐盟後，經濟快速成長，在
國際舞臺的地位也與日俱增。波蘭

官方語言為波蘭語，人口約為 3 千
8 百多萬人，約 95% 人口信奉天主
教，約 5% 信奉東正教或基督新教。
大城市包括首都華沙、克拉科夫、羅
茲、波茲南等。目前約有 500 所大
學和高等教育學院。亞捷隆大學於西
元 1364 年創建，是波蘭最古老的一
所大學，前身為克拉科夫學院，學生
約 5 萬 1 千 6 百多人；華沙大學是
波蘭最大的一所大學，創建於 1816
年，學生約 5 萬 6 千 8 百多人；羅
茲大學建立於 1945 年，現有學生約
4 萬 7 千多人。上述三所大學都屬於
古典大學。波蘭名人包括天文學家哥
白尼、鋼琴家蕭邦、物理學家和化學
家也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和化學獎得主
居禮夫人、與俄國浪漫詩人普希金
（1799~1837）同時代的浪漫詩人
密茨凱維奇（1798~1855）、天主教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以及 1996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是當
今波蘭最受歡迎的女詩人辛波絲卡
（1923~2012）等。更多訊息歡迎同
學上網查詢瀏覽。

首度與美國關島太平洋之星渡假酒店
三位同學親身參與 結合學校教課內容 紮根職場新視野

新開設波蘭文　　

開啟語文另一扇窗　為職場鍍金外語學院

　【文／李文瑜】由觀光系推動產學合作，與美國關島太平
洋之星渡假酒店首度合作，由本校林欣儀老師帶隊，參與的
還包括魏玉萍老師及王銥霆、葉佩儀、張歆三位同學。實習
時間為今年 7 至 8 月，共計 45 天。參與同學強調，「第一
屆代表文化大學的學生跟關島飯店合作，也是在應屆畢業生
中唯一一個參加關島產學雙軌的學生，相當有意義，也感謝
有機會擔任實習觀摩生，參與工作內容有分派到不同部門訓
練，觀看員工們做事的流程、態度、專業表現、與客人的應
對和上司如何與下屬合作相處。結合學校的教課內容對我到
關島實習會有很大的幫助！」
　關島是美國最西邊的屬地，也是美國一天開始的地方。關
島一年四季氣候宜人，擁有純淨的白沙海灘、蔚藍的海水以
及茂密的山林，整個島嶼呈現悠閒的氣息。關島見證了西班
牙、美國、日本等不同國家的統治及文化洗禮，並歷經二次
世界大戰的戰火摧殘，特殊的歷史文化及戰地背景，使得關
島的發展充滿多種面向，其蘊含著多元文化的薰陶，讓關島
積極發展觀光並成為太平洋島嶼中著名的度假島嶼。

觀 光 系
產學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