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育學系 
鄭吉祥教授
本人阿里山下柔道

選手成績優異保送

文化體育系於師長

嚴格訓練與鼓勵以柔克剛精力善用技能

精進榮任參賽慕尼黑奧運會。1975 年張

創辦人引薦留校任柔道教授 40 餘年指導

良多國際優秀選手使陽明風光能接革命

之心傳且濯足更萬里流。

政治學系 
林忠山副教授
華崗靈秀，蘊育我四

年充實又豐碩的大學

生涯。後來能到台大

修得碩士及博士學

位，並取得高考與甲考公職資格，均拜

此四年的紮根固蒂。現一晃三十年的回

校服務感想，年輕教學嚴勵，壯時政教

兩棲，老時心 繋中華文化。能心志自然暢

達，皆拜華崗之賜及創辦人之德，美哉

中華，龍遊寰宇。

社福系
 郭靜晃教授
甫自民國 65 年進入

中國文化大學青少年

兒童福利學系求學，

77 年學成歸國重回

母校服務，那是三十載的時光。回首這

一路，從求知若渴的少年至今的花甲之

齡，一生精華盡數貢獻給予中國文化大

學。帶著母校給予的知識啟蒙，在社會

福利領域努力的發揮所能，謝謝中國文

化大學的栽培與協助，讓我能將一生的

精采展現於此，千言萬語無法備載，唯

有感恩。

光電所物理系  
黃信健教授
韶光荏苒，在華岡

母校任教，倏忽已

三十年！一入華岡，

便懍於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命的胸懷，秉持質樸堅毅的校

訓，在治學路上踽踽而行；再回華岡，

一路走來，遵奉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

精神，期能作育英才，更感恩師長同仁

的栽培協助！

　【文／李文瑜】日本九州大學
副校長若山正人，16 日率該校
事務局長、基金課長負責人及同
窗會（校友會）到本校參訪與交
流。本校徐興慶校長是九州大學
校友，除親自為若山正人副校長
一行簡報文大概況及未來發展方
向外，並全程陪同參訪文大校園、
博物館及建築設施。
　徐校長在座談中表示，本校一
向鼓勵更多學生前往日本各大學
交流，提升語文的能力，開拓國
際新視野，期盼在不久的將來兩
校的學生也能交換交流；若山副
校長則表示，很高興校友徐興慶
接任文大校長，未來希望兩校有
機會多多交流。
　來訪的九州大學貴賓包括事務
局長江繋典宏、總務部基金課長淀
川一憲、總務部連繫長野口文子、

總務部連繫主任大塚博文、國際
部國際繋略課長福島泰、國際戰略
推進長禦幡友理子、特定業務繋門
職鶴田遙；本校參與座談的師長
包括教務長王淑音、總務長施登
山、國際長郭國誠、研發長顏敏
仁等。雙方在交流中提及國際化、

少子化等各大學均十分關切的高
教議題，徐校長也與若山正人副
校長談及學生如果能走出去和國
際接軌、整合，能為大學帶來另
一個拓展國際交流的契機。
　徐校長是日本九州大學大學院
人文科學研究院博士，他表示，

九州大學每年都會舉辦「同窗
會」，類似台灣各大學的校友會，
母校會透過同窗會直接與台灣學
術圈交流，除可聯繫校友情誼，
更可透過校友聚會，建立、擴大
與台灣學術交流情誼。
　九州大學為日本舊制帝大之
一，位於西日本九州福岡市，目
前是日本面積最大的大學，是擁
有 12 個學院、18 個學科的醫、
農、商、工、文科綜合性大學，
專門培養國際型專業人才，為從
日本到全球的文化、社會、經濟
發展作出貢獻，並以人性、社會
性涵蓋國際性為宗旨。九州大學
目前有國外留學生約 3,300 名，
規模大至與本校相同，期盼雙方
未來的交流能立足亞洲，放眼世
界，以學術教育結合科學技術及
學術文化，重視獨創性及創造性。

　【文／徐興慶】3 月 1 日真是

個美好的日子，不僅寒冬漸遠、

生機盎然的春天來到，也是中國

文化大學的生日。誠摯歡迎各位

今天蒞臨文大參加建校 5 ７周年

校慶典禮，提前為文大慶生，並

共同緬懷前人蓽路藍縷辦學之艱

辛，以茲惕勵互勉、攜手克服當

前高教之險峻環境，引領文大邁

向更美好的未來。

　中國文化大學創立於民國 51

年，創辦人張其昀博士以復興中

華文化、培養學生成為有「振衣

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氣概的現

代人、專業人、健康人、國際人、

文化人之「五全人才」，為辦學

理念與目標。本校 12 個學院、

62 個系組與各碩博士班，便是依

循前述創辦人擬具的重要辦學方

針而設，57 年來並為國家社會培

育了多達廿六萬在各行各業表現

傑出的華岡校友。

　成果雖然豐碩，然回首創校維

艱、披荊斬棘，再審度當前因「少

子化」等因素為高校教育帶來的

衝擊，就更凸顯創辦人之高瞻遠

矚。

　隨著時代的變遷，３Ｃ科技、

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與普級，以

致各行各業均面臨革命性轉變或

生死存亡關鍵時刻，「地球村」、

「全球公民」已不再是口號，而

是當前社會的真實描述。面對全

球如此翻天覆地的巨變，張創辦

人所揭櫫的「國際人」教育理念，

正是高教首應致力強化的要項。

　進一步言，如今的大學不該困

守學術的象牙塔，必得要積極培

育能夠與未來產業趨勢乃至整個

國際社會接軌的多元人才。落實

到大學教育層面，除了要培養學

生具備生活美學、數位跨域整合、

獨立思辨、團隊合作、多元創新

等前瞻能力，未來亦應傾力讓學

生有更多機會跨出校園、跨出台

灣舒適圈，學習各國語言、體驗

各國風情文化、積極參與國際交

流，才有可能達成此教育目標。

　在慶祝 57 週年校慶今天，謹

與大家分享文大致力國際化、為

培養學生成為國際人「打地基」

的具體成果：迄今文大已與全世

界逾 360 所知名大學簽訂學術交

流合作成為姊妹校，等於一年到

頭每一天都是文大與某校的姊妹

校日。今天有幸邀請到場的貴賓：

日本創價大學馬場校長及二松學

舍大學江藤準校長，正是文大致

力邁向國際化的最佳證明。

　但必須強調，與全球各知名大

學簽訂姊妹校只是跨出第一步，

未來更希望能逐步落實，讓每一

名文化大學的學生都能出國短期

留學，同時積極推動雙聯學位、

落實學生暑期海外實習、提升學

生外語能力與專業學習效果，以

厚植學生未來「奠基華岡、放眼

全球」的就業競爭力。

　根據人力銀行「雇主最滿意大

學」相關調查，文大畢業生表現

在私立一般大學排名前十。在肯

定教師的指導與同學、校友的表

現之餘，我們更該未雨綢謬、積

極布局，以因應未來跨國界人才

需求。

　 去 年 台 灣 的 年 度 代 表 字 是

「翻」，反映了政治、經濟、教

育等各領域翻天覆地的變化；事

實上媒體也為今年的代表字作了

預測．．．是「變」，意味著各

界強烈的求變渴望。

　少子化已然徹底翻轉原還算舒

適的高教圈，成為攸關存亡的迫

切危機、甚至已造實質損傷。未

來我們必須勇於面對困境、積極

挑戰自我、強化文大體質、及時

調整因應，更需要校際間的競合

及國際姊妹校的密切交流，合作

創造教育的利多及師生的認同。

　除了持續致力國際化、跨領域

與全方位學習的教育方向，未來

也將落實董事會及校務發展委員

會決議，建立文大在專業領域、

教育制度與國際學術交流前瞻性

的校務發展目標，捍衛大學自治

的核心價值，同時激發更多的經

師與人師與文大學生共生並。

　文大在風雨中茁壯成長，相信

未來更有能力翻轉困境、追求卓

越。除有賴董事長的領導及董事

會支持，亦感謝全體教職員生的

努力與團結、校友的愛護與提攜、

姊妹校的合作與交流，各位貴賓

的關愛與指導更是鞭策本校翻轉

求變不可或缺的力量，相信文大

必能走出當前高教困境、走向永

續美好的未來。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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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校友徐興慶校長座談、交流

日本國立九州大學副校長若山正人一行參訪文大 

奠基華岡  放眼全球  致力國際化、跨領域與全方位學習的教育方向

衛生保健組 
朱佩德組員
生長在山明水秀的陽明山

上，在護理專科學校畢業

後，因緣際會來到文大服

務。本於專業熱忱與「工作即生活」的理念，

從事衛生保健相關工作，三十年如一日，從工

作不斷學習成長。感恩師長與同仁的協助，更

珍惜在華岡生活的歲月。祝福全校同仁身體健

康，工作順利，家庭圓滿，文大校運昌隆。

推學務組
余秋芬 組長
感謝在這 30 年華岡 - 馬拉

松的路上，時時有長官的

耳提面命，同事間的相互

扶持。感恩。

總務處
呂鳳珠 組員
華岡是我工作與成長的場

所，轉眼間已三十載，雖

無轟轟烈烈的事蹟，但卻

充滿了歡樂的回憶。難忘這三十年來的點點滴

滴，承蒙長官們的提攜與指導，感謝同事們的

支持與協助，不僅讓我處理業務游刃有餘，更

加豐富了我的人生旅程。謹以感恩的心，謝謝

生命中所有給予我關愛的人 !

人事室涂淑貞組長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是農人一年四季的輪轉

而屬於我的人生節奏

是一年寒暑假的交替

歷經三十寒暑

願服務熱忱不變  初心不變便是屬於我的榮光

學務處生輔組

蔡梅月 組員
在華岡工作 30 年，每天

心情愉快，讓我永遠保持

一顆年輕的心，感謝文大

給我這份工作的機會，讓生活穩定，感恩華

岡的每一個歲月，感謝同事的互相協助與共

勉！願文大校務更興旺！更有競爭力！再創

璀燦！

服務滿三十年

理學院地學所所長　
李載鳴教授
　走過通識課程草創期、

調整期、轉至現在的多元

期，經歷不斷摸索、大膽

嘗試與自我提升的漫長歷

程，能獲得通識課程優良教師的肯定，為莫

大的榮耀 ! 　目前我任教的『世界資源與環

境』及『生命科學』均本此理想規劃，期望

學生於專業訓練外，更具全人文化素養。

社科學院國發所
助理教授姚韻慧
　萬分感謝歷年來協助課

程規劃的師長、秘書與助

教們的辛勞。未來仍將一

本初衷，以喜悅的心情教授通識課程，也期

待能真正發揮與落實通識教育的精神！

理學院化學系 
洪祐明副教授
　過去我所教過的學生仍

以人文科系居多，重點就

不在多繁複的化學方程

式，而是透過化學的多面

性啟發他們對科技的興

趣，例如科技法務可以是法律系同學的職涯

選項，學新聞或大眾傳播的同學未來能夠製

作科技專題報導，學文學藝術的同學可以寫

出科幻小說或拍出科幻電影且符合科學根據

等等。經過一連串食品和核安事件後，科技

會是一個社會議題，值得大家關心；它也可

與文創媒合，開創新的產業趨勢。從全人教

育觀點來看每一個人都應該培養更多知識層

面：科技出身者能有人文涵養，人文背景者

能有科技常識。

文學院史學系　
連啟元副教授
　在通識教育課程內容

裡，以視覺圖像作為的輔

助教學，是一種易於引起

興 趣 的 教 學 方 式， 在 課

程 內 容 與 設 計， 使 用 臺

灣 通 識 網 影 音、 磨 課 師

（Moocs）課程影音、TED、YouTube、電影

作品等圖像與影音的多媒體元素，以同理心

與移情作用等方法，設身處地進入歷史人、

事、物的氛圍，加以感受與理解，進行社會

文化與日常生活的多元考察，以作為理解歷

史思維與知識的重要途徑之一。

107 學年度通識特優教師

化材系 周賢民 副教授
我認為老師不僅是知識的傳授，

更應該在思想的啟發與解決問題

的態度上多用一點心。希望從帶

學生的過程中教學相長，拓展學

生的視野，增進學生的自信，以便他們能青出於藍

更勝於藍。最後亦期盼文大校務能更興旺。

英文系 林麗雲 助理教授
華岡任教三十多年，無限感恩 ! 

無盡甜美旅程 ! 教學除傳授專業

知識，更注重培育學生做人的道

理。見到學生對課堂上呈現的人

生道理，專注學習及反思，且寫

下真誠的回饋，那種景象令我感動不已 ! 教學之熱

忱隨之源源不絕 !

俄文系  陳兆麟 教授
回首三十年的教學生涯，是一生

不悔的抉擇，看著學生們在社會

上的各行各業發光發熱，心中充

滿了無限的滿足。期許退休前，

繼續為國家培育優秀的人才。

英文系  蔡鈺鑫 副教授
三十年多來，我享受每堂課，試

將每堂課注入一些意義和樂趣，

讓學生和我一樣，享受每堂課。

教學像蹺蹺板，師生要互動，才

能蹺出箇中趣味。所有用功上進

的學生都讓人感動、振奮。他們點燃教學的希望，

綻放教育的芳香。

物理系 蔣幼齡 副教授
人來人往；任勞任怨；一心一意；

無怨無悔。

英文系 盧紹貞 講師
1986 自美國德州州立大學研究

所畢業響應當時政府「海外留學

人才歸國貢獻台灣教育」政策，

而來到中國文化大學英文系任

教，展開我全新的工作體驗。

　平日教學工作主要以提升學生們的英文聽、說、

讀、寫能力為主。因之前在美國銀行的工作經驗讓

系主任看到我特別的商業背景，並委以教授「商用

英文」課程，讓我更盡心盡力傳授職場的實用商業

知識並輔導他們未來的就業。眼見曾經的學生們如

今在各自職場表現優異得到公司重用，這些就是身

為老師的最大驕傲與回報。

中國文化大學 57 週年校慶

紡織系
邢文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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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哲學系 曾春海 教授 2

哲學系 陳佩君 助理教授 1

哲學系 蔡龍九 副教授 1

文學組 廖一瑾 教授 1

文學組 黃水雲 教授 2

文學組 羅賢淑 副教授 1

文藝組 嚴紀華 教授 1

史學系 林冠群 教授 1

史學系 王萬雋 助理教授 1

史學系 張瑞德 教授 1

日文系 黃美惠 助理教授 2

應數系 蔡國裕 助理教授 1

應數系 鄭文巧 教授 2

應數系 何志昌 助理教授 1

光電物理系 江文中 教授 1

光電物理系 程思誠 教授 2

化學系 賴昱衡 助理教授 3

化學系 蘇平貴 教授 3

化學系 陳輝龍 教授 2

地學所 陳守泓 副教授 1

生科系 吳賜猛 教授 4

生科系 巫奇勳 副教授 1

生科系 楊仁理 兼任助理教授 1

動科系 陳亮憲 教授 1

生科系 劉銘 教授 1

法律系 吳盈德 教授 1

法律系 周佳宥 副教授 1

政治系 鄭子真 教授 1

經濟系 馬泰成 教授 2

經濟系 廖志興 副教授 2

經濟系 吳慧瑛 教授 1

經濟系 柏雲昌 教授 1

社福系 陳正芬 教授 2

行管系 傅岳邦 副教授 1

園生系 林冠宏 教授 6

園生系 熊同銓 副教授 2

園生系 黃盟元 助理教授 3

營養系 趙璧玉 教授 1

營養系 翁德志 助理教授 2

營養系 游宜屏 副教授 1

動科系 林詠凱 教授 1

森保系 謝佳宏 助理教授 1

森保系 蘇夢淮 副教授 2

土資系 陳起鳳 教授 3

生應系 王惠珠 副教授 1

生應系 劉馨嵐 副教授 1

生技所 黃鵬林 教授 1

生技所 王淑音 教授 3

生技所 林彥昌 副教授 7

生技所 黃贊勳 副教授 1

化材系 曾梨子 教授 1

化材系 吳玉娟 兼任教授 3

化材系 曹春暉 教授 2

化材系 雷健明 副教授 2

化材系 陳景祥 教授 1

電機系 杜翰艷 副教授 3

機械系 陳震宇 副教授 1

機械系 陳為仁 教授 2

機械系 江沅晉 副教授 2

機械系 張達元 教授 1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機械系 張珩 副教授 1

機械系 黃正自 教授 1

紡工系 邢文灝 教授 2

紡工系 高國定 兼任助理教授 1

資工系 洪敏雄 教授 1

國貿系 林鴻文 助理教授 2

國貿系 李政德 教授 3

國貿系 駱少康 教授 2

國貿系 毛筱艷 教授 1

國貿系 郭國興 教授 2

國企系 林郁翔 副教授 4

國企系 楊台寧 教授 3

國企系 許嘉霖 副教授 5

國企系 陳曉天 副教授 1

國企系 陳彥君 副教授 2

國企系 謝安田 兼任特約講座 1

國企系 林書賢 副教授 1

會計系 林欣瑾 副教授 4

會計系 陳富祥 教授 1

觀光系 姜淳方 副教授 1

財金系 王譯賢 教授 2

財金系 林宛蓉 副教授 2

財金系 林俊岳 助理教授 1

財金系 洪瑞成 教授 1

資管系 游源治 副教授 1

全商系 徐銘甫 助理教授 1

全商系 陳偉慶 教授 1

行銷所 謝艾芸 助理教授 2

廣告系 顏惠芸 助理教授 2

廣告系 邱于平 助理教授 2

資傳系 戴維良 副教授 3

資傳系 謝翠如 副教授 1

戲劇系 紀家琳 副教授 1

國劇系 吳承澤 副教授 1

科藝所 夏至賢 副教授 3

都計系 王思樺 副教授 1

都計系 游政諭 助理教授 1

都計系 李德軒 副教授 1

建築系 江益璋 副教授 7

建築系 邱世仁 教授 1

建築系 楊欣潔 副教授 1

教育系 黃柏叡 副教授 1

國術系 吳慧君 教授 2

體育系 張可欣 副教授 2

體育系 盧俊宏 教授 3

體育系 彭賢德 教授 1

體育系 羅興樑 副教授 1

運健系 祁業榮 助理教授 1

運健系 龔煥文 兼任助理教授  1

運健系 魏誠佑 兼任助理教授 1

師培中心 王等元 副教授 1

師培中心 單文經 教授 2

技擊國術系 宋玉麒 副教授 2

心輔系 洪瑞斌 教授 1

國樂系 樊慰慈 教授 1

( 推 ) 資管系 呂新科 副教授 1

( 推 ) 財金系 沈高毅 副教授 1

( 推 ) 國企系 王鳳奎 教授 (技 ) 2

( 推 ) 國企系 顏敏仁 教授 3

地理系 雷鴻飛 助理教授 1

地理系 洪念民 教授 1

專書獎：

一、學術研究成果獎：
凡經發表之研究論文、專書、藝

術及設計創作或研究計畫、建教

合作等得依本校學術研究成果獎

勵辦法申請獎勵。106 學年度獲

獎之教師如下：

研究論文獎：

藝術及設計創作獎：

研究計畫獎勵 :
1. 連續 3 學年獲得科技部研究

計畫經費補助

單位 姓名 職稱

化材系 施漢章 教授

化材系 陳景祥 教授

化材系 曾梨子 教授

資工系 洪敏雄 教授

機械系 江沅晉 副教授

機械系 陳震宇 副教授

機械系 蘇國和 教授

機械系 鐘文遠 教授

文學組 季旭昇 教授

哲學系 蔡龍九 副教授

日文系 沈美雪 副教授

法律系 李寧修 副教授

行管系 陳潁 副教授

行館系 黃榮源 副教授

社福系 洪明皇 副教授

社福系 陳正芬 教授

政治系 林炫向 副教授

政治系 梁裕康 副教授

經濟系 馬泰成 教授

經濟系 張瑞雲 教授

經濟系 廖志興 副教授

國企系 許嘉霖 副教授

國企系 陳彥君 副教授

國貿系 駱少康 教授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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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校教學特優教師

2. 研究計畫案之總金額達 3 百
萬以上者 

單位 姓名 職稱

地質系 劉佳玫 助理教授

森保系 謝佳宏 助理教授

大傳系 王翔郁 副教授

動科系 陳亮憲 教授

地質系 陳柔妃 副教授

生技所 王淑音 教授

動科系 羅玲玲 副教授

機械系 江沅晉 副教授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文學組 賴昇宏 助理教授 1

日文系 陳毓敏 助理教授 1

史學系 王明蓀 兼任教授 1

史學系 張瑞德 兼任教授 1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行管系 蔡馨芳 副教授 1

法律系 何曜琛 教授 1

法律系 戴銘昇 教授 1

社福系 王順民 教授 1

社福系 郭靜晃 教授 1

建築系 林家暉 助理教授 1

政治系 閻嘯平 教授 1

英文系 單傳國 副教授 1

音樂系 葉孟儒 教授 1

( 推 ) 財金系 沈高毅 副教授 1

運健系 彭淑美 教授 1

韓文系 鄭潤道 教授 1

體育系 陳金鼓 教授 1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大傳系 王翔郁 副教授 3

音樂系 呂文慈 教授 3

音樂系 許雅民 副教授 1

音樂系 葉孟儒 教授 1

國劇系 劉稀榮 助理教授 ( 技 ) 1

國樂系 吳宗憲 副教授 ( 技 ) 2

國樂系 林慧寬 助理教授 ( 技 ) 1

國樂系 黃好吟 教授 1

國樂系 樊慰慈 教授 3

國樂系 鄭曉玫 副教授 ( 技 ) 3

資傳系 莊賢智 助理教授 5

舞蹈系 何郁玟 副教授 1

舞蹈系 魏沛霖 副教授 1

戲劇系 李柏霖 講師 7

戲劇系 紀家琳 副教授 1

戲劇系 徐堰鈴 副教授 ( 技 ) 3

體育成就獎 :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體育系 詹淑月 副教授 1

體育系 鄭慧芸
助理教授
( 技 )

1

單位 姓名 職稱

會計系 林欣瑾 副教授

觀光系 陳玟妤 副教授

(推 )財金系 沈高毅 教授

華語文學程 方麗娜 教授

心輔系 邱發忠 教授

師培中心 單文經 教授

師培中心 劉語霏 副教授

教育系 游振鵬 副教授

國術系 吳慧君 教授

體育系 彭賢德 教授

體育系 盧俊宏 教授

大氣系 王嘉琪 副教授

大氣系 周昆炫 副教授

大氣系 張瓊文 副教授

大氣系 劉清煌 副教授

大氣系 蘇世顥 助理教授

化學系 陳輝龍 教授

化學系 蘇平貴 教授

生科系 巫奇勳 副教授

光電物理系 程思誠 教授

光電物理系 蘇莉真 副教授

地質系 郭欽慧 副教授

地質系 陳柔妃 副教授

地質系 黃瑞德 教授

地質系 劉佳玫 助理教授

應數系 鄭文巧 教授

大傳系 王毓莉 教授

新聞系 江淑琳 副教授

新聞系 郭文平 副教授

資傳系 李天任 教授

資傳系 戴維良 副教授

土資系 李家儂 教授

土資系 梁仁旭 教授

生技所 林彥昌 副教授

建築系 江益璋 副教授

建築系 張效通 教授

建築系 溫國忠 副教授

都計系 王思樺 副教授

景觀系 張琪如 副教授

電機系 杜翰艷 副教授

機械系 柴昌維 副教授

3. 指導本校學生執行科技部大
專生研究計畫之研究報告，
經科技部審定成績優良且有
創意者： 研究創作獎

單位 姓名 職稱 篇
數

( 推 ) 廣告系 田寒光 助理教授 1

日文系 沈美雪 副教授 1

國企系 林郁翔 副教授 1

機械系 江沅晉 副教授

人事室第一組組長楊宜芳
歷職五組長官行政經驗嫻熟

人事室第一組組長楊宜
芳從基層政治系助教、
總務處組員，在歷經文
書組、招生組、生輔組、
教資中心教學組組長至
人事室組長，猶如西諺
有云「滾石不生苔」，
不待在原地的石頭等著
長出厚厚的青苔，期許

人要時時刻刻充滿活力與創造力，永遠挑戰
新的事業。楊宜芳組長不服輸認真面對各項
新職務新挑戰，事事條列分明，待人溫和有
禮，贏得今年行政特優殊榮。

總務處事務組技工李建興
認真負責不畏艱難獲肯定  

事務組技工李建興到職
25 年，工作積極主動，
態度謙遜有禮，除負責
花工本質業務盡職外，
更能主動配合及協助處
理總務處各項事務工
作，不論指定業務或交
辦事項，皆能基於維護
學校的權益思考，克盡

職守、不畏艱難，並能尋求最佳、圓滿的方
式，表現優異，獲今年行政特優殊榮。

資訊中心教學研究組專員張伯誠
建置 Microsfot AD  保持熱忱獲肯定   

資訊中心教學研究組專員
張伯誠自 83 年起至資訊
中心服務至今，工作認真
負責，態度積極，亦時常
主動提供建言，協助組內
業務的推動改善。服務本
校期間，工作始終保持熱
忱，一以貫之，未因其資
深而有絲毫懈怠，此一工
作態度，足為同仁表率，

特此向學校推薦，以茲鼓勵。

資傳系最溫柔的學姊朱良媛  
編寫學生選課說明手冊認真負
責獲肯定

資傳系組員朱良媛認真
負責，配合教學卓越計
畫極深根計畫，編寫學
生選課說明手冊，耐心
溫柔，跑班進行學生各
項選課說明，是學生眼
中的認真負責好助教，
深獲長官肯定，獲得今
年行政特優殊榮。
　朱良媛助教從 97 年一

月到校，其工作積極協助系學會進行招生作
業，包含電訪、茶會、新生座談會行前工作、
座談 ppt 製作與當日活動支援。106-107 學
年度之註冊率皆達 95%，且 107 學年度註冊
率達獎勵標準。配合資傳系基本能力指標修
訂，協助調整專業學群分組方式並編整新制
學群分組手冊。

外語學院日文系

沈美雪副教授
　外國語文學院日文系沈
美雪副教授秉持「與同學
一起成長」的教學理念，
與學生互動頻繁熱絡，是
學生眼中溫柔的好老師。
她強調，碩士論文指導教
授臼田昭吾老師日前過

世，老師對自己影響甚為深遠，她將此獎殊
榮獻給最愛的老師，以此勉勵自己在教學道
路上，承先啟後，永不懈怠。

社會科學院行政管理學系
黃榮源副教授
　社會科學院行政管理學
系黃榮源副教授秉持教育
理念，就是致力「教研合
一」、「專業實踐」，成
就學生的「學習力」、「知
識力」與「就業力」。
　黃榮源副教授指出，今

年正式邁入教書第十五個年頭，獲此殊榮，
倍感溫馨。感謝所有的師友照顧提攜，尤其
感恩行管系余小云主任的知遇，讓自己有幸
在五年前加入華岡大家庭；也與親愛的家人、
互持的同仁、可愛的學生們分享這個欣喜！

農學院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
林冠宏教授
 農學院園藝暨生物技術
學系林冠宏秉持「因材施
教、深入瞭解每一位學
生」的教育理念，期許找
出學生特色，因材施教，
讓學生找出自己的特質，

並培養自己的氣質、訓練自己的人格，為自
己未來鋪設最美好的道路。

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
林建宏副教授
 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林
建宏副教育理念為教育
不僅是知識的傳遞，更
是精神與態度的傳承，
教師需要時時檢視教學
的內容，重視學生學習
的感受，隨時調整教學

方向，讓學生獲得最有意義的知識。

教育學院師培教育中心
廖遠光教授
　教育學院師培教育中
心廖遠光教授身為師資
培育中心的專任教師，
重視教育相關專業知能
的傳授，更強調以身作
則，扮演好專業教師的

角色，以做為師資生的楷模。

新聞暨傳播學院資訊傳播學系
陳又菁副教授
　新聞暨傳播學院資訊
傳播學系陳又菁副教授，
之教育理念，是以了解
學生需求，提供適性教
學，並保持自己學習動
機與精進教學內容，讓

學生能獲得一手知識。

藝術學院中國戲劇學系
劉慧芬教授
　藝術學院中國戲劇學
系劉慧芬教授強調，「自
己是文化人，把學生都
當成自己自己學弟妹，
鼓勵他們自我表現磨練，
無極限的自我要求，這

才是貫徹藝術教育的基本方向與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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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教學品質，鼓勵教學成效特優教師，
每年表彰特優教師，今年有七位老師獲高
度肯定，獲頒全校特優教師，獲頒獎勵金 

12 萬元，春風化雨溫暖華岡，老師們認真
其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具卓著貢獻，
足為師生表率。

　【文／李文瑜】創藝市集來啦～就在大
恩穿堂！多項校友創藝商品，包括寄居蟹
手作三明治、銀飾品、牛樟芝元氣湯、手
工甜點、多肉植物等商品，歡迎前來逛逛！
每日來都有群育點數唷。
 　華岡校友賣東西啦！為增進在校師生與
各地校友互動的機會，以及增加校慶之歡
樂氣氛，職發組與校友總會特於 3 月份規
劃舉辦校友週，辦理校友市集與校友教學
活動。邀請到學長姊回母校賣最良心的好
商品。機會難得，快揪團來館穿堂逛逛！
　今年校友創藝市集有吃有玩，現場攤位
有女子家雪 Q 餅、寄居蟹手作三明治、華
岡人紀念小物、加拿大天然藍莓健康醋、
迷鹿森林原木手作商品、夸父首飾銀飾品、
牛樟芝元氣湯、手工甜點、草山花草植物、
檸檬塔、奶酪等手工甜點等等。每一樣好
商品，都是校友們努力經營的好事業，2
月 25 日至 2 月 27 日，每天早上 10 點到
下午 3 點，歡迎全校師生來現場逛逛，每
日還有群育點數一點！

逛街集群育點數

校友創意市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