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池田大作研究中心於 3 月 2 日在
體育館八樓舉辦第十屆池田大作
和平思想研究國際論壇，來自大
陸、日本、韓國等地的學者專家
齊聚一堂發表研究論文，共同探
討池田 SGI 會長的和平共生哲學
與理念！今年總計發表 19 篇池
田大作先生相關論文，七場次座
談會。今年以「共創人本世紀」
為題，開創和平、文化與教育的

新里程碑。張鏡湖董事長親自致
贈感謝狀予創價大學馬場善久校
長。李天任校長則致贈感謝狀予
台灣創價學會林釗理事長。
李天任校長強調，創價學會池

田先生與本校張董事長自 1994
年見面後，即建立深厚如手足般
之兄弟情誼，直接帶動中國文化
大學與創價大學深厚之姊妹校關
係，本校成立台灣首座池田大作
研究中心，首度以學術之視角，
針對國際創價學會（SGI）會長
池田大作的思想行誼進行深入研
究與推廣，並收藏有關池田大作
先生之書刊和資料並成立文庫、

翻譯和出版池田先生本人及其有
關之著作、舉辦研討會和講座等
學術活動、研究池田大作之思想
及行誼，並與國內外的學術機構
和有關單位進行學術交流。為此
池田大作也特別提供他的著作兩
套 240 本，由該中心成立文庫收
藏，並進行研究。
本校池田大作研究中心榮譽會

長林彩梅教授則強調，本校與池
田大作先生關係深厚，池田會長
先生每一年來文深切關注國際社
會日益加劇的棘手課題，呼籲世
界各國積極面對這些看似難解的
問題，並強調民眾應自立自強，

透過教育與學習來構築強而有力
的民眾網絡與行動，開啟人本
世紀，綻放希望曙光，我們也會
積極跟隨其腳步，透過教育的力
量，共創人本新世紀。 
台灣創價學會林釗理事長首先

祝賀中國文化大學 54 週年校慶
「生日快樂！」2003 年中國文化
大學成為台灣第一所成立「池田
大作研究中心」的學校，在李校
長的支持下，透過林前校長及李
主任的努力，2007 年起舉辦第一
次研討會迄今，已經連續10年，
成為兩岸甚至是全球唯一連續舉
辦「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研究國際
論壇」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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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授義大利國會眾議員紀可多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張鏡湖董事長親頒法學博士學位證書　李校長正冠撥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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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為表彰現任義
大利第 17 屆國會眾議員紀可多
(Fabrizio Cicchitto)先生在法學、
政治、外交、學術多方面之卓越
成就，且對促進我國與義大利各
項交流合作之卓越貢獻，承外交
部次長李澄然先生與前駐義大利
代表鄭欣先生之推薦，經本校名
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特頒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以示
崇敬。由本校張鏡湖董事長頒授
法學博士學位證書，李天任校長

親自正冠撥穗。
紀可多先生，1940 年 10 月 26

日生於義大利羅馬市，畢業於羅
馬第一大學 (Sapienza University 
of Rome) 法律系，迄今已擔任義
大利 7 屆國會議員，曾任義大利
前進黨、自由人民黨及新中右黨
等主要政黨之重要黨職，現任義
大利第 17 屆國會眾議員、外交委
員會主席，為該國政壇重要領袖，
備受朝野尊崇。
紀可多先生學養豐碩，著書 20

餘冊，論述領域涵蓋社會運動、
政黨運作、宗教與政治、社會主
義省思以及政治與司法等主流議
題，對義國政治、司法、社會、
宗教等層面思維影響卓著，並
為諸多大學相關科系重要閱讀經
典，廣受各界推崇。
紀可多先生對臺海兩岸關係發

展多所關注，表示維護區域和平
安定及確保台灣民主自由與經濟
繁榮，始符合各方利益。在先生
鼎力協助下，推動逾 10 年之「臺

義避免雙重課稅」法案於 2015 年
在義國國會順利通過立法，且併
案通過附帶提案：要求義國政府
於歐盟內部表達支持臺歐盟雙邊
投資協定（BIA）。此外，協助
我國推動各項政務，包括籲請義
國政府支持我國參與國際民航組
織（ICAO）、在義國通過「外國
借展文物免扣押法案」等，對加
強臺義兩國邦誼及良好合作關係
發展，著有貢獻。

第十屆池田大作和平思想研究國際論壇
齊聚兩岸、日韓學者探討和平、文化、教育　共創人本世紀

最美辦公室評比出爐
104 學年度環境美化暨安全措施評比獲獎比賽名單出爐 ! 由李天任校
長親自頒獎各單位代表，鼓勵學校同仁愛護學校，以校為家，將辦公
環境認真佈置，勤於愛護。

環境美化暨安全措施評比獲獎團體一級單位

行政單位 : 華岡博物館　學術單位 : 法學院

辦公室環境美化暨安全措施評比獲獎單位辦公室

行政單位 : 學生諮商中心、營繕組、公共事務室
學術單位 : 環境設計學院、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師資培育中心、森
林暨自然保育學系、景觀學研究所、景觀學系、語文教學中心 法學院何曜琛院長代表受獎

語文教學中心優等營繕組蔡麗秋組長代表受獎 環境設計學院優等

華岡博物館劉梅琴館長代表受獎

公共事務室李斌主任代表受獎

54 週年校慶，藝術學院傾全力支持校慶表演，國

術系「舞動華岡」舞龍舞獅獻祥瑞，舞蹈系在燈

光灑落下舞出春天之美，象徵春天校慶豐盛之慶，

國樂與國劇系近 60 位學生則以「氣蓋山河」之勢

演藝出華岡之美。現場掌聲不斷祝福華岡永遠昌

隆。

藝術學院傾全力支持校慶表演

最 認 真 行 政 績 優 人 員
頒發年度三位行政績優人員，包括推廣教育部卓建安主任 ( 右 1)、教務處陳
曼麗組員 ( 右 3)、會計室陳美至組員 ( 右 2)，表現績優，認真負責，面對困
難毫無畏懼，並能共體時艱，隨時為學校而努力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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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各位蒞臨參加本校 54 周年校慶慶祝大

會，每年 3 月 1 日正值陽明山花季火紅燦爛

的時節，我們都會齊聚一堂，共同祝賀中國

文化大學的校慶，謹代表全校師生由衷感謝

各位的盛情參與。

中國文化大學在陽明山國家公園的群山圍

繞、繁花綠叢中已經屹立了 54 個年頭。農曆

年前一場超級寒流讓許多地方前所未有地下

起雪來，華岡也飄起了細細的瑞雪，那曾經

是我們的夢想，沒想到竟然成真。就像 54 年

前的中國文化大學還是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心

中醞釀的一個夢想時，因為有願力，經過創

辦人的堅持與毅力，她誕生了；經過張董事

長的薪傳與改革，她茁壯了。我們為地震逝

者致哀，也深自警惕。中國文化大學一路成

長迄今，就是一個夢想的實現，因此對於中

國文化大學的未來，我們身負重任，並且充

滿信心。

從不忘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
1962 年本校張創辦人蓽路藍縷，創立本校

時，即以「美哉中華，鳳鳴高岡」，將校址

命名為「華岡」，期勉勵華岡人應有崇高的

胸懷，為傳揚中華文化盡心。本校創校目標

與辦學特色，乃至校園建築與布局從不忘以

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民國 61 年 9 月創辦人

曾對本校新生訓勉：「本校以中國文化為校

名，含有復興中國文化的理想。」如今猶言

在耳，雖然景物依舊，人事已改，但是文大

的初衷不變。

多少華岡今古事，回首風雨雲霧中。時間推

移如此迅速，那許多曾經在華岡駐足，為文

大奉獻的身影，一幕幕、一重重。雖然無法

盡數，卻不能視為過往雲煙。想當年名師雲

集、想當年學子莘莘，想當年榮民大隊守護

校園，點點滴滴都是華岡最美麗的風景，而

創辦人的教育思想，於文大實踐，他的仁慈

與恩澤，也深得華岡人的懷念。

近年辦學成績卓然有成
「美哉中華，鳳鳴高岡」，撫今追昔，愈覺

芬芳！文大有賴諸位先進奠下堅實的基礎，

近年辦學成績卓然有成。

近年由於本校於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方面的

著力甚深，有效提升教學資源與學習效果，

連續幾年均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大學之列。

在學術研究方面，本校 104 年度教師專題

研究計畫執行件數在全國 99 所私立大專校院

中，人文社會領域居第 4 位，可謂本校較具

特色的研究領域。在學門方面，區域研究及

地理、大氣科學及地球科學等 3 個學門本校

皆位居第 1 位；政治學、哲學及傳播學等 3

個學門第 2 位；教育學與體育學 2 個學門居

第 3 名；高分子與纖維學、管理學等 2 個學

門居第 5 位，表現不俗。

另，本校積極鼓勵教師指導學生參加科技部

大專生研究計畫成效亦見顯著，獲核定件數

逐年成長，104 年核定件數居全國公私立大

學第 14 位，優於多所國立大學。

除了是全國唯一曾獲行政院頒發「國家永續

發展獎」的大學外，104 年度本校又榮獲教

育部「友善校園卓越獎」，兩者皆為全國唯

一獲獎的大學，顯示本校對於社會責任之經

營亦深獲肯定。相信下學年度校務綜合評鑑

也會有優異的表現。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現今的趨勢，目前本校已

有姊妹校 291 所，其中中國大陸 131 所，積

極進行實質學術交流，其中以大陸地區、日

本、韓國、法國及俄羅斯居多，尤其近三年

來自歐洲的交換學生已有增加趨勢。

特色發展為優先　發揮文大亮點
未來教育部將整合現行邁頂計畫、教學卓

越、典範科大等，提出「新世代高等教育發

展藍圖」，引導學校依其優勢走出自己的特

色。因此學校特色的凸顯與發揮，是本校刻

不容緩的行動。張董事長曾多次揭示本校各

系所應集中特色領域，各碩、博士班尤應訂

出 subfield，強調有自己的研究重點，才能累

積出重要研究成果，吸引學生前來報考。本

校共有 12 個學院 62 個學系組，（42 個碩士

班，10 個博士所），每個系所的設立與沿革

有其歷史，不論是傳承與創新均應有脈絡可

循，並據以落實，因此我們應該靜下心來回

顧過去，盤點現在，預見未來，確實掌握自

己的優勢，規劃系所的特色領域。日後對於

系所師資與設備的支援，本校將以特色發展

為優先，期能有效發揮文大的亮點。

時逢歲次丙申，是猴躍靈動之年，國際政經

局勢動見觀瞻，國內政權更迭，高等教育由

於少子化而有新政策，學校的競合逐漸被重

塑，校園學習關係亦因個人意識高張而有新

變，許許多多不確定性的起伏與躍動，我們

似乎需要更大的勇氣跨出步伐，才能跟進每

一波瞬間即來的脈動。孫悟空七十二變，仍

在如來佛手掌心，只要我們能洞見、有準備，

就能一一應變。

隨著少子化與全球化的影響，高等教育逐漸

邁入市場需求及產業導向，撼動了大學崇高

的定位。為了生存我們無法置身事外，我們

沒有悲觀的權力，我們更不能放棄理想，中

國文化大學建校的初衷，與為國家社會培育

人才的使命，我們會永遠謹記。

《美哉中華 鳳鳴高岡》，華岡的永續、文

化的卓越有賴董事長領導、董事會的支持、

全體教職員的智慧與團結、校友的愛護與提

攜、姊妹校的支持與交流，及各界的關愛與

指導，各位都是促成本校創新與前進的重要

力量。

美哉中華   鳳鳴高岡
文／李天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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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 園 致 敬

2016 華岡校慶生日快樂，張董事長率校長與教職員同仁與校友們參

與校友們於曉園前向張創辦人致敬。本校以發揚中華文化及學術為

宗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文學、史學與哲學，近代西方文明的

優點在科學與民主，而中國文化的振興必須「承東西之道統，集中

外之精華」，達到東方與西方、人文與科學、藝術與思想、理論與

實用的全面結合。本校辦學，人文、社會、科技並重，教學與研究

兼顧，以復興中華文藝的華學基地自許，培育五育兼俱、學以致用

的人才為己任，進而建設一所國際性的完整大學。

五位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積極
以跨學科的教學方式，提升學生
的學習興趣，增加職場就業競爭
力，包括農學院土地資源學系巴
利士副教、中國文學系施順生副

教授、文學院哲學系陳佩君助理
教授、教育學院師培中心劉語霏
助理教、文學院史學系湯瑞弘助
理教授。

頒授五位傑出通識教育殊榮

今年八位教師獲教學特優教師
殊榮，獲李校長親頒特優獎章，
表揚其優秀教學表現，足堪典範。
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洪敏雄教

授，藝術學院戲劇學系黃惟馨教
授，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單文

經教授，化學系陳輝龍副教授，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蘇夢淮副教
授，勞工關係學系徐廣正副教授，
新傳學院資傳系李亦君副教授，
史學系連啟元助理教授。榮獲殊
榮。

八位教師獲教學特優教師殊榮

54 校慶日 美哉中華　優秀文化人 鳳鳴高岡

卓越文化，永續華岡！今年在大
孝館頒授各項優秀學術表現老師，

共計 250 位老師獲頒各項殊榮獎
章。

頒授 250 位老師學術獎章54 週年校慶典禮頒獎優秀華岡人，表彰優秀教學
與行政服務，彰顯卓越文化永續華岡之決心。

　美哉中華，鳳鳴華岡！今年 54 周年校慶
盛典，國術系以「祥獅獻瑞」喜團圓，金猴
迎春慶吉祥為開幕祝福中國文化大學校運昌
隆。李天任校長提到，今年校慶風和日麗，

陽光溫暖，抱著一顆感恩的心，慶祝 54 周
年校慶，緬懷創辦人當年創建華岡樂土，
成就中國文化大學，深深表達對創辦人的
尊敬與懷念，爾後在張董事長的領導下，

每一棟建築物與每一分努力都獲得豐碩成
果，華岡未來只會更好，祝福各位同仁新
的一年新挑戰都有新方法應對，猴年行大
運，生活越厲害，華岡生活越光明璀璨！

愛校校友返校慶祝華岡 54，

祝賀華岡生日快樂，校運昌隆。

緬懷創辦人創辦華岡樂土   美哉中華 成就華岡學園

　今年服務年資滿 30 年之資深
教師、行政同仁，包括李天任校
長、應用數學系江哲賢教授、化
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曾梨子教
授、音樂學系葛瑞森教授、英文
系朱蔓萍副教授、應用數學系林
德成副教授、光電物理學系王
建亞副教授、大氣科學系曾鴻
陽副教授、課外活動組吳玥玲

組員、中國戲劇學系吳莉莉組
員、舞蹈學系林貞吟組員。 

頒授 11 位服務滿三十年教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