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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學術交流能量 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學生

本校與日本國立弘前大學締結姊妹校

　【文／李文瑜 】日中國文化大學與日本國
立弘前大學 2 月 19 日締結姊妹校，未來將積
極推動交流，包括教職員學術交流、學術共同
研究實施、學術資料文獻交換，及大學部、研
究所學生交換，同時積極擴大兩校教育研究交
流發展事項。
　締結姊妹校簽約典禮中，文大張鏡湖董事
長、徐興慶校長與國立弘前大學佐藤敬校長共
同簽署合約。張鏡湖董事長致詞表示，文大在
日本的姊妹校非常多，第一所姊妹校是與日本
天理大學簽訂。文大與日本學術交流積極頻
繁，希望透過今年與國立弘前大學簽約姊妹校
後，關係能更進一步發展，提升教育學術合作
能量。
　徐興慶校長指出，文大已與日本 27 所高校
締結姊妹校，目前文大共有16名日本交換生，
2 名日本僑生，57 名日本外籍生，文大也有
37 名學生赴日本交換。他也介紹了出席典禮
的本校外語學院日文系沈美雪副教授，即為國
立弘前大學校友，今年並獲得文大教學特優教
師。
　佐藤敬校長表示，與中國文化大學締結成為
姊妹校對弘前大學來說非常光榮，由衷感謝張
鏡湖董事長、徐興慶校長以及促成的每一位成
員，更開心有機會藉由合作機會，訪問具有傳
統及實際績效的中國文化大學，真的非常高

興。
　佐藤敬校長說，現在日本各個大學都在積極
推動學術國際交流，培養國際化人才，這已經
成為日本高教非常重要的課題，弘前大學更是
斥資全校師生資源擴大國際交流，非常開心今
年初即傳出好消息與文大締結姊妹校，希望能
擴大活躍兩所大學院校教育研究和交流，更可
藉此促進日本和台灣友好交流情誼。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新聞文化部松原一樹部長
則對中國文化大學和弘前大學締結姊妹校表達
祝福之意，他說，現今日本和台灣關係非常友

好的，在友好的基礎下，更要培育更多的人
才，促使兩個國家的關係，持續穩定發展。
　弘前大學位於青森縣，是日本本州最北邊的
國立大學，創立於 1949 年 5 月，今年將邁向
創校 70 周年，活躍於各界的人才輩出，現任
佐藤敬校長即是日本腦科醫生專家。弘前大學
極為重視此次簽約，除了佐藤敬校長，與徐興
慶校長為多年好友的郡千壽子副校長也出席，
徐校長擔任本校外語學院院長時即曾邀請他來
文大日文系演講。

　【文／李文瑜】2019 國際志成
果展 5 日在大恩穿堂展出，開幕
典禮邀請徐興慶校長、王淑音教
務長及方元沂學務長出席。徐興
慶校長提到，華岡國際志工是中
國文化大學亮點特色，今年邁向
第十一年，每一屆國際志工同學
都獲得當地學校師生的肯定，學
生學習到的不再只是課堂內容，
而是實際走出教室，參與服務，
學習人際關係，體驗與台灣截然
不同的教育品質，感受成為自己
的故事，專屬生命的記憶，這些
都是值得驕傲。
　 國 際 志 工 團「 全 緬 TRUE
甸 -Love in Myanmar」總計有 1
位領隊老師與 11 位團員皆期盼透
過為期 12 天的服務計畫。服務內
容包含校園環境美化和雙龍中學、
明德中學的領袖培訓暨品德教育
營及果強學校的中華文化暨健康
教育學習營，讓臘戌地區的孩子
們透過團員們精心準備的內容，
能深刻體會到身為領導者所需的
能力以及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全緬 TRUE 甸服務計畫於雙龍
中學、明德中學舉辦之營隊，主
要是以「團隊精神及合作」、「中
華文化藝術」及「校園與社區服
務學習」為三大主軸，活動內容
包括：認識自我、團體動力、體
驗教育、世界咖啡館、中華文化
實作、校園環境服務學習、生活
應用科學、英文俚語教學等等。
營隊的宗旨是希望透過領導知能、

體驗教育等活動及課程，以寓教
於樂的方式讓學員學習領袖精神
及領導技巧，並搭配實地執行使
領導概念深植學員心中。此次也
將雙龍中學校門口牆面重新粉刷，
讓孩子們在走入校園時，可以看
見團員用雙手拓印的愛心牆面，
讓這些溫暖的手印能陪伴孩子們
學習與成長，團員們也將全緬
TRUE 甸服務計畫的 LOGO 繪製

在牆上，希望藉由校園環境美化
為校園增添繽紛的色彩和活力。
　徐興慶校長指出，參與國際志
工服務外，同學一定也學了不少，
過程非常重要，相信這些過程在
課堂上一定學不到，人與人之間
的人際關係團結的力量，今年我
看影片，看到同學傳授中華文化
之美外，也教育當地學生環保的
觀念，這個很棒。教育當地學生
如何刷牙，並於台灣募款送牙刷
到當地，讓當地的孩子有機會改
善健康，這個做法非常好。
　今年參與志工的經濟四張羽樺
指出，所有團員都擁有豐富的社
團、營隊經驗但卻沒有國際志工
的經驗，一開始希望大家把我們
的心歸零，從基礎做起，經過一
連串的集訓，只為呈現最完美的
演出，帶給緬甸的學校不同的學
習內容。這是一趟奇幻的旅程。
雖然是做一個服務計畫，但我們
從他們的笑容或是身上看到了知
足、惜福，才反省自己在台灣擁
有豐富的資源。

徐興慶校長出席勉勵  同學走出校園  體會人生

2019 國際志工團「全緬 TRUE 甸 -Love in Myan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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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姊妹校弘前佐藤敬校長蒞臨演講　分享產學合作經驗
　【文／李文瑜 】中國文化大學與日本
國立弘前大學 2 月 19 日締結姊妹校，
締結姊妹校簽約典禮中。徐興慶校長指
出，佐藤敬校長領軍的弘大研究團隊一
直致力於實現健康長壽的研究，被日本
政府選為 CPI 計畫的 12 個據點之一，
佐藤敬校長更於 2016 年獲得「第 50 
回 グッドカンパニー大賞」的特別獎，
日前獲佐藤敬校長首肯，將擇期蒞臨文
大演講，分享產學合作經驗。
　弘前大學位於青森縣，位於日本本州
最北邊的國立大學，青森縣因為平均壽
命為全國最短的地區之一，所以為了延

長平均壽命及增進縣民健康，佐藤敬校
長領軍的弘大研究團隊一直致力於實現
健康長壽的研究，亦被日本政府選為
CPI 計畫的 12 個據點之一。
　徐興慶校長提到，弘前大學的研究成
效為其中之冠，佐藤敬校長於 2016 年
獲得「第 50 回 グッドカンパニー大
賞」的特別獎。此外，弘前大學另外一
個傲人的研究，是在考古學方面，獲得
很大的研究成效。2018 年人文科學部
教授関根達人獲選為「浜田青陵賞」得主，
這是頒給考古學及其相關領域的最高獎
項之一。

河暎愛教授發表新書「回憶臺灣」

　【文／楊湘鈞】曾任中國文化大學專題講座
的河暎愛教授，26 日在本校五十七周年校慶
慶祝大會後，於體育館柏英廳外的交誼廳發表
新書《回憶臺灣：臺灣的政治、文化、女性》，
邀請韓國駐我國代表楊昌洙、文大校長徐興慶
等貴賓出席簽書會。
 文大教務長王淑音教授盛讚河暎愛教授學經
歷俱佳，在台灣留學八年，對台灣以及東亞文
化社會有深入理解，其《回憶臺灣》一書出版
了韓文版和中文版，可謂是東亞文化交流的具
體表現，我們期待河教授未來有更多的著作出
版，嘉惠更多的讀者。
 河教授是韓國人，長年觀察、比較及研究兩
國民主政治發展、國會政黨運作、選舉制度、
以及東北亞各國，女性的政治參與及成就，我
駐韓代表唐殿文即指出，河教授「在臺韓政治
及婦女參政研究領域獨樹一幟」。

 楊昌洙代表則認為，河教授對臺灣政治、文
化、社會現象的診斷、分析、甚至是這些問題
意識，在解決兩國所面臨的類似問題上，可以
做為彼此參考、互補的實用架構。他也期待這
次研究類書籍的出刊，能成為韓臺學界交流更
加活化的契機。
 《回憶臺灣：臺灣的政治、文化、女性》一
書是由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出版，在書
中，河教授比較了兩國的發展，尤其是對女性

在兩國的政治參與和社會參與著墨甚深。河暎
愛出生於韓國慶関北道浦項，是建國大學政治外
交學學士、建國大學政治學碩士、臺灣大學政
治學博士，現為慶熙大學教授。河教授曾來臺
擔任臺大、淡大、文大專題講座。

王淑音教務長盛讚該書為東亞文化交流具體表現

12 個攤位校友創藝商品 學弟妹參與熱度高

校友創藝市集  凝聚校友情

　【文／李文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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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學長姊回母校賣最良
心的好商品，吸引許多師生蒞臨
購買，現場活動熱絡，學長姐與
在學學弟妹互動積極頻繁，也為
凝聚校友奠下良好典範。
　今年校友創藝市集有吃有玩，
現場有總計 12 個攤位，包括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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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發組提到，每年都會舉辦校
友創意展，希望凝聚校友情，而
校有展售的每一樣好商品，都是

校友們努力經營的好事業，也讓
在學的學弟妹了解校友們創業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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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 57 周年校慶大會　姊妹校校長親臨祝福校運昌隆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57 周年校慶
大會，駐台北韓國代表部楊昌洙代表、姊妹校
日本創價大學馬場善久校長、日本二松學舍大
學文學部江藤茂博部長等親臨文大祝賀，並發
表致詞祝福文化大學 57 周年校慶生日快樂、
校運昌隆。
　徐興慶校長指出，慶祝57週年校慶的同時，
也與大家分享文化大學致力國際化、為培養學
生成為國際人「打地基」的具體成果：到今天
為止，文化大學已與全世界 369 所知名大學簽
訂學術交流合作成為姊妹校，幾乎一年到頭每
一天都是文大與某一所大學的姊妹校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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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興慶校長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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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楊昌洙代表誠摯恭喜中國
文化大學創校 57 週年。他提到，能夠來到這
樣意義深厚的場合，讓人非常欣喜。中國文化
大學自 1962 年，最早成立中國文化研究所以
來，享有超過半世紀的歷史與傳統，並發展為
臺灣的知名學府，在此向文大表達致敬之意。
　楊昌洙代表指出，中國文化大學從以前就與
韓國代表部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並且也與許

多韓國大學實施交換學生制度、進行學術交
流。特別是中國文化大學在 1963 年成立東方
語文學系韓文組，後來升格為韓國語文學系，
在臺灣開設韓文系的大學中，培育最多主修韓
語的人才。
　日本創價大學馬場善久校長說，有幸參加中
國文化大學「創校 57 週年慶祝大會」，內心
深感無比欣喜。由衷感謝文大誠摯的邀請，謹
在此代表來自日本的姊妹校創價大學，致上恭
賀之意。文大與創價大學兩校於 1995 年正式
簽訂交流協定後，24 年來持續舉辦充實的教
育學術交流，要向為推動兩校交流付出心力的
相關人員，表達衷心的感謝。
　馬場善久校長說，兩校於創立之初所提倡的
教育理念與精神，皆朝著同一方向、互相共
鳴。因此本校一直以來也將文大尊為「兄長大
學」。兩校之交流，始於交換留學生的派遣。
之後，更推動了多樣的交流活動，例如，舉辦
兩校棒球隊的棒球交流賽，以及本校「先鋒管
樂團」於中國文化大學舉行演奏會等各項學生
間的文化交流。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文學部江藤茂博部長指
出，基於洪樵榕教授的關係，中國文化大學與
二松學舍大學於 2000 年締結交流協定。具體
而言，是始於交換留學制度，隨後發展出各種
教育研究交流活動。而截至今日，兩校的學生
交換留學依然頻繁地進行著。
　江藤茂博部長說，他與中國文化大學得以建
立關係，是源於數年前時任文學部長，代表二
松學舍大學出席了洪樵榕教授的告別式，就在

當時，與中國文化大學的相關人士有了致意交
流的機會；此次得知，長年與二松學舍大學的
研究學者持續進行共同研究的舊識徐興慶教授
就任中國文化大學的校長，基於如此深重的緣
份，能參加這校慶慶典格外感到欣喜。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楊昌洙代表

日本二松學舍大學文學部江藤茂博部長

日本創價大學馬場善久校長

曉 園 致 敬
57 周年校慶 2 月 26 日舉行，徐興慶校長、學術與行政主管與校

友們一同向張創辦人暨夫人致敬，謝謝一代教育家為中國文化

大學之奉獻。今早的致敬典禮由張海燕董事擔任主祭者。

徐興慶校長頒發學術研究成果表現優良教師

　【文／李文瑜】57 周年校慶盛
典於大孝館 8 樓柏英廳舉行，徐
興慶校長頒發學術研究成果獎，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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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總計有
232 位老師獲獎。
　研究論文獎受獎教師共121位，
由生技所林彥昌副教授代表領獎。
專書獎受獎教師共 17 位，由法律
系戴銘昇教授代表領獎。藝術及
設計創作獎受獎教師共 16 位，由
戲劇系李柏霖講師代表領獎。體
育成就獎受獎教師共 2 位，由體
育系詹淑月副教授代表領獎。
　研究計畫獎連續3學年獲得「科
技部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者」頒給
獎狀，受獎教師共 65 位，由地質
系黃瑞德教授代表領獎。「研究
計畫案之總金額達 3百萬以上者」
頒給獎狀，受獎教師共 8 位，由
地質系劉佳玫助理教授代表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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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獎
教師共 3 位，由國企系林郁翔副
教授代表領獎。

七位教師獲校教學特優教

師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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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獲獎教授包括外語學院日
文系沈美雪副教授、社會科學院
行政管理學系黃榮源副教授、農
學院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林冠宏
教授、工學院機械工程學系林建
宏副教授、教育學院師培教育中
心廖遠光教授、新聞暨傳播學院
資訊傳播學系陳又菁副教授及藝
術學院中國戲劇學系劉慧芬教授。

表揚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為鼓勵優秀資深教師投入通識
教育，57 周年校慶徐興慶校長親
自表揚頒發獎狀予傑出通識教育
教師，頒發獎勵金，鼓勵指導通
識課程教學方法創新創意，足能
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培養學生對
知識、價值與生命進行反省、批
判、探索與統整能力。
　今年獲獎的老師包括理學院地
學所李載鳴所長、社科學院國發
所姚韻慧助理教授、理學院化學
洪祐明副教授、文學院史學所連
啟元副教授。

表揚優秀行政特優同仁
　57 周年校慶，徐興慶校長表揚
優秀行政團隊，今年獲行政特優
殊榮的有人事室楊宜芳組長、資
訊中心教學研究組專員張伯誠、
資傳系最可愛的學姊朱良媛及總
務處事務組技工李建興。

表揚服務滿三十年同仁
57 周年校慶，徐興慶校長表揚服
務滿三十年的行政教職員同仁，
感謝認真奉獻華岡人。

頒發學術特優

服務滿三十年

頒發行政特優

表揚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頒發學術特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