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日本和泉流狂言師，野村太
一郎 5 月 29 日親臨文化大學為日文系師生舉
辦演講，野村為日本「狂言」的宗師，全場日
文演出，野村闡述笑聲、走路、服飾等方式，
讓學生體驗不一樣的日本文化。
　狂言是日本的傳統藝能，以對白為主的的喜
劇，以滑稽喜劇的表演，描寫出人間百態，不
用誇大的舞台設備，僅用語言、肢體律動呈現。
日文系希望透過邀請跨足國際的大師級講師精
闢講解日本傳統藝能狂言劇的歷史、發展，展
演實際演出時使用的道具與舞台服飾，讓學生

深度體驗狂言劇的魅力。再以工作坊形式讓學
生近距離接觸日本傳統藝能，進而認識日本傳
統藝能的藝術文化底蘊與厚植賞析舞台美學之
素養。
　野村万蔵家是狂言師世家，擁有 300 年以上的
歷史，身為直系長男的野村太一郎，出生於東
京。父親是故八世野村万蔵（五世野村万之丞）、
祖父為初世野村萬（人間國寶）。
　野村太一郎現場播放日本歌舞劇能劇、狂劇
影片，也帶來各式道具與服飾，親自展演各種
肢體動作，其中以笑聲的方式最為不同，他帶

領全班學生體驗其笑聲的發聲地方，透過緩慢
的發聲方式，詮釋其迥然不同的日本文化，讓
學生感受不同文化美學。
　狂言方能樂師，簡而言之就是專精於「狂言」
這一種日本傳統舞台戲劇的表演者。其主要人
員來自於「和泉流」，「大藏流」和「鷺流」
三個主要流派的世襲狂言方世家。而專業的狂
言方主要活動在能樂堂這樣的專業能樂舞台，
也會到地方的寺廟或一些假設有室外舞台的地
方進行表演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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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泉流狂言師野村太一郎 

親身演出日本傳統藝能  帶給日文系師生迥然不同的文化交流

新傳學院大傳系舉辦 VR 課程 認識虛擬實境還將提供修業四學分
　【文／李文瑜】新傳學院大傳系將於即
日起至 6 月 21 日 ( 五 )08:00 到 17:00 舉辦
VR 課程，從基礎課程紮根，提供修業四學
分，大傳系同學若選修則納入畢業門檻中的
多媒體學群計算。課程內容包括 VR 概念的
認識、系統使用、器材體驗以及操作，6 月
22 日還將舉辦成果發表，歡迎同學把握機會
報名參加。
　配合現今的國際趨勢，VR 已成為各領域

的
重要課程，透過認識虛擬實境將會讓你更熟
悉未來發展的發展方向，領先眾人。大傳系
延續著去年的好評，今年再開設 VR 課程，
內容設計為 VR 概念的認識、系統使用、器
材體驗，將可操作種 360°全景攝影機、動
作捕捉儀、VR 影像頭盔等豐富器材。
　「A whole new world. A new fantastic 
point of view.  No one to tell us no...」

是阿拉丁的主題曲，也是多數人小時候回憶，
大傳系今年將以此為視覺述說阿拉丁駕著魔
毯帶著茉莉公主走出皇宮。不是每個人都有
阿拉丁、且也沒有魔毯，但沒關係，只要透
過 VR，不需要魔毯就可以自由穿梭不同世
界，甚至可以創造一個自己的世界。這即是
VR 最基礎的概念，也是多樣不同技術結合
的產生，透過認識這些內容結合每個人的創
意，將會創造無限的可能。

　【文／李文瑜】6 月 1 日畢業
典禮，校友們獻出祝福每一位華
岡畢業生一定要團結，唯有華岡
團結，才能帶領即將畢業的華岡
種子，散播力量，讓文化大學更
強大。英文系校友，現任銘傳大
學校長李銓則以自身經驗分享自
助的力量；史學系校友、現任致
理科技大學的尚世昌校長則強調
校友的力量、信義房屋周俊吉董
事長則提到他考了四年，終於進
了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在這裡
每一位遇到的老師與學生都是他
的恩師，從文化大學學習非常多。

 今年的畢業典禮也相當特別，邀
請各國畢業生以其母語分享畢業
感言，讓濃濃畢業情，充滿國際
味。今年的畢業生致詞分別以中
文、英文、韓文、日文等國際性
語言。
 姐妹學校韓國建國大學的校長閔
相基指出，中國文化大學培育出
優秀韓國留學生多達500位以上，
是享譽韓國各大學的名門大學。
目前，自中國文化大學畢業的韓
國留學生們，在韓國各個領域，
包括學界等，有許多表現傑出的
校友，這一切得歸功於陽明山華

岡的薰陶，及博學多聞的師長教
導有方。
　閔相基校長引用中國的一句成
語：「飲水思源」來勉勵各位畢
業生們，飲水的時候，不要忘記
前人的辛勞，更要懂得感恩！衷
心期勉大家時刻提醒母校的栽
培，以感恩的心面對未來的人生，
讓自己成為更優秀的人才。
　銘傳大學校長李銓鼓勵學弟妹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優勢，他曾經
出國留學，在人生地不熟的學習
環境裡，甚麼都肯做，就能學習
更多，文化大學是他學習最豐富

的地方，雖然他是銘傳大學的校
長，但他仍以身為華岡人為榮。
　致理科技大學的尚世昌校長則
指出，很感恩當年史學系助教的
幫忙，有工作就介紹，才能讓他
慢慢成長至今，他以華岡人為榮，
更以在華岡學習的經驗為驕傲。
　信義房屋周俊吉董事長則說，
文化大學是他考了四年的大學，
在這裡，他每一刻都不想放棄，
很認真學習，尤其王寶輝教授讓
他在學習裡學到很多很寶貴的經
驗，衷心感謝中國文化大學。

周俊吉董事長李銓校長 尚世昌校長 閔相基校長

6 月 1 日畢業典禮

校友齊心祝福華岡人勇敢去飛  永遠不要忘記母校情

　【文／李文瑜】6 月 1 日畢業
典禮，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與出
席畢業典禮的校友及相關主管於
曉園向張故創辦人致敬，張董事
長感謝全校教職員同仁與校友們
為學校付出心力。徐興慶校長說，
今年文化大學共計有博士班、
碩士班、學士班、境外生以及 
ROTC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畢業
生共 6723 人獲頒學位。

  徐興慶校長說，畢業典禮意味
「離別」的到來，難免依依不捨，
但對各位畢業生來說，卻也代表
著大家將要迎向人生未來的另一
個啟航點。身為文化大學的校長，
請同學記得持續保持吸收新知與
技能的活力，人生的得與失，並
無標準答案，就看你如何解讀，
如何定位你人生的價值觀。
 他提到，國中畢業的前夕，導師

送的一句話，他要我們「自助而
後人助」，也告訴我們「人爭一
口氣，佛爭一爐香」的哲理。從
大學畢業至今，選擇了教師，作
為終生職業，一路走來，戰戰兢
兢，努力不懈，但是也曾經有一
段時間，失去自助的信心。現在
回首，有太多的「人助」，就是
貴人給自己的勉勵、協助與提拔。
  徐校長說，大家難得在文大渡

過人生最燦爛的四年青春，今日
你以文大為榮，明日文大以你為
榮，希望大家有空多回母校，看
看師長、看看美麗的校景，回憶
過往。校長與所有教職員同仁，
隨時展開雙臂，迎接各位的榮耀
與成就。祝福大家都能順利找到
屬於自己的熱氣旋，展翅翱翔、
飛向世界！謝謝大家！才能重拾
信心，繼續努力的往前走。

張董事長率全體教職員同仁向張故創辦人致敬
徐興慶校長祝畢業生 6723 人找到屬於自己熱氣旋 展翅翱翔

 【文／楊湘鈞】由文大運動教練博士生陳麗
如與陳怡瑄、黃逸柔兩名選手組成的中華女子
射箭隊，十五日在荷蘭舉行的世界射箭錦標賽
女子複合弓團體賽決賽，以 229：224 逆轉勝
美國隊勇奪金牌，這也是隊史相隔廿年後的第
二面複合弓女團金牌。
　陳麗如目前是文化大學運動教練博士生並兼
任男女射箭代表隊義務教練，曾代表文化大學
參加多次全國性比賽，屢獲團體公開組冠軍；
她更多年代表國家參加國際競賽，奪得北京奧
運銅牌、世界盃金牌、亞洲杯金牌等，為國為
校爭光。
　今年世界射箭錦標賽團體部分，複合弓女團
陳怡瑄、陳麗如、黃逸柔，一路以 233 比 228
擊敗俄羅斯、八強賽 226 比 223 退哥倫比亞，
四強賽再以 225 比 222 力退土耳其，順利拿下

金牌戰門票。
　金牌戰對手則遇上美國隊。中華隊在第一
局、第二局各射下 56 分，小輸美國 2 分。但
陳麗如等克服開賽時的逆境，在第三局 3 支 X
以 170 分稍微領先美國的 169 分，到了第四局
中華隊射出 4 支 10 分箭、1 支 X，美國則出
現 7 分箭，最終中華隊以總分 229 比 224 力
壓美國隊，不但暌違 20年後再度闖進金牌戰，
更是一舉摘金！
　第五度參加世錦賽，其中有一次是比反曲弓
的雙棲國手陳麗如說：「壓力和強度都很高，
今天一開賽大家都在抓風向，我運氣不錯有
抓到 10 分箭，第三局起我方氣勢有起來，箭
射得很集中，過程中我就是不斷提醒自己要專
注、做好自己。」

華岡之光　奪世界金牌

文大運動教練博士生陳麗如  助中華隊勇奪世錦賽複合弓女團金牌



　

95 歲全國最高齡博士熊智銳

日、英、韓   國際化的畢業生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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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今天舉行
畢業典禮，畢典上最特殊的畢業生是以
九十三歲高齡攻得博士的熊智銳，寫下全
國最高齡取得博士學位紀錄。文大校長徐
興慶走下典禮台為熊博士正冠撥穗及頒授
博士學位證書，嘉勉其終身學習、好學不
倦，足為年輕人楷模。
　熊智銳博士出生於一九二六年，幾乎全
台灣的民眾都聽或唱過童謠〈大頭大頭，
下雨不愁〉，正是他於民國四十八年創作
的。今年已高齡九十三歲的他，歷近四年
在文大中國文學系博士班的勤學苦讀，並
以博士論文「王維詩歌藝趣研究」取得博
士學位。
　徐興慶校長指出，「活到老、學到老，
熊智銳同學為畢業生們建立良好的典範，
很謝謝他用自身的努力，努力不懈，尤其
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的學生都是中華文化底
蘊深厚，他讓大家看到學習的力量與勇
氣。」
　熊智銳博士抗戰時就讀師範，戰後任教
故鄉小學，兩年後逃難抵台與妻子王廷蘭
結婚，相依相扶五十七載，妻子榮膺金氏
紀錄「台灣生最多（五個）博士的媽媽」。
　熊博士注重兒女教育，子女五人皆獲美
國名校博士學位，加上女婿、媳婦與孫子，
家族博士多達十位，他則成為家族第十一
位博士。熊博士四名子女分別任教於香港
中文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浙江大學

與台灣大學，孫子「熊仔」熊信寬曾以首
張專輯《無限》入圍金音獎、金曲獎等，
並獲金音獎最佳新人等三項大獎。熊仔也
提到，爺爺都會要他背中華詩詞，背一句
就可以獲得100元，也因此他唱饒舌歌時，
背的快，也念的順。
　今天文大的畢典，熊博士由女兒熊秉純
及熊信寬陪同出席。依照儀程，原係由博、
碩、學士畢業生上台接受校長正冠撥穗及
頒授學位證書，但文大校方安排熊爺爺「壓
軸」，並由校長徐興慶及學務長王淑音走
下典禮台，為熊智銳博士正披肩、正冠撥
穗及頒授博士學位證書，熊信寬也獻花給
爺爺祝賀。
　熊博士父女均在文大就讀，父女成為文
大學弟與學姊，也很特殊。她的女兒秉純
是文化大學歷史系碩士班畢業、已修畢博
士學分並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後取得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學博士
學位，現任職於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系
及亞洲研究中心。
　熊智銳博士長年奉獻束壇，曾任日月潭
小學、光明小學等校校長、台灣省教育廳
新聞聯絡人、督學、專門委員召集人、總
核稿等職以迄退休。民國八十年退休後，
全力投入社教義工工作，依次成立並主持
黎明讀書會、黎明書畫會、黎明社教站、
中華長青文教協會、終身學習社區大學等。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高紹芬

這樣到底算不算歧視？
公投過後，同志的自我覺察與照顧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一個同志，現在有一段穩定的戀情。原以

為這次同婚公投後，未來就有機會可以和我的伴

侶結婚，像一般人一樣擁有婚姻。沒想到結果讓

我和我的伴侶好傷心，也讓我們覺得自己好像總

是被歧視、被當作不正常。老師，那些反對的人

是不是真的在歧視我們？

             心痛到不行的虹兒

親愛的虹兒，你好：

　這次同婚公投的結果確實讓許多人感到受傷，

或者被否定。不只是同志團體，其實也有不少人

認為同志結婚在台灣已是可行的修法。但這個結

果對你的影響最為直接，讓你原本滿心期待的心

情，一下子跌入了谷底。甚至讓你感到這個社會

比想像中不安全，好像真的有許多歧視的眼光。

不過，老師認為，這次公投事件因為諸多原因，

似乎讓整個社會對於此議題分成了兩派，所以當

結果出來的時候，那種感覺好像和自己投不同選

擇的人，都是在反對自己，那種被反對的感受是

很令人生氣難過的。

　對於你所關切的問題，反對的人到底是不是歧

視？老師其實沒辦法給你一個正確的答案。過去

長久社會文化的影響，確實仍有許多人不能理解

與接受同志族群，因此可能仍對同志族群感到恐

懼或排斥。這讓老師想到，過去女性也曾在社

會上受到不平等的對待，是經過許多年，透過教

育、立法、修法等努力，才讓女性的社會地位漸

漸與男性平等。即便如此，男尊女卑的價值觀仍

是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現在的文化。但值得高興

的是，消除社會對女性歧視並沒有因為推動失敗

就停止下來，因為社會價值觀演進的過程，難免

會遭遇衝突與對立。過程中很容易增加彼此的分

裂與不解，或許仍需要一些時間溝通與理解，才

能和平地邁向公平正義的社會。

　所以現在老師最關心的，還是虹兒的心情，因

此想給你一些建議來留意自己於公投過後，是否

持續地不開心？或是公投事件引發你心中更深層

的感受？

一、覺察身心：先試著讓自己的心安靜下來，去

感受一下，在公投前後，你的心情和身體的

變化。這不開心的情緒持續了多久？或是，

這個不開心是否帶來生活上的影響？例如，

以前和人相處時，並不會特別感到不開心，

但公投過後，與人相處卻讓你感到不適。

二、過往經驗的影響：然後再回想看看，過去的

生活中，是否也有他人因為你的同志身分，

曾對你不友善的對待？過去如果有過這樣的

經驗一定是很受傷、難過的。或許這次的事

件，加深了過往不被他人認同的感受？

三、所處環境的態度：因為價值觀的差異在社會

上仍是存在的，所以也想請你感受一下，或

許你正處於身邊較少人能夠了解你同志身分

的環境當中，因此他人的態度可能也會加深

你對這次事件的感受。畢竟他人的眼光仍是

會影響心情的。

四、自我照顧：以上這些問題，可以幫助你更明

白自己的不開心是否有其他因素。但如果仍

處於心情低落的狀態，建議你可以先避開這

個議題的資訊，重新投入自己喜歡的事情

上，也可以從一些小事情著手，找回自己的

信心與控制感。再者，找一個安心的人，好

好地傾訴這些不愉快的感受吧！也歡迎你至

諮商中心找老師聊一聊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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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4 至 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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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興慶校長親為他撥穗及頒學位證書

畢業生全商所范燕兒　

英文致詞代表

　從明天開始，我們將

正式成為大學校友俱樂

部的成員。我要感謝文

化大學成為我生命的一

部分，這是一個能盡情

擁抱野心的地方，讓我

能寫下夢想的第一頁，

我也感謝你們成為我年少時光的一部分。

謝謝，希望未來還能再見面。非常感謝你們！

畢業生觀光系鄒德信

韓文致詞代表

　在韓國的教育和台灣

的很不一樣，因此在溝

通 上 產 生 了 分 歧， 過

去 4 年，在這苦惱和幸

福相互交叉的矛盾中，

比起辛苦，這更讓我想

到所得的收穫和未來的

路。現在是該離開學校並進入社會的時候

了，我會用盡全力，希望能夠符合教授、

朋友們的期待。

畢業生廣告系藤野偉

日文致詞代表

　回顧過去的這四年，

回想中有很多且非常充

實的回憶。當然，也有

痛苦的事情讓我煩惱。

然而，在與中國文化大

學認識的、承認我的努

力的、親愛的夥伴們

一起度過的美好的日子，是我無法取代的

寶藏。從今日起，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是中

國文化大學畢業生，當我進入社會後我會

為在這裡所學到的知識、所有的經歷、所

體驗到的文化而自豪。

台日學界盛會 : 亞洲未來論壇 

邀請山室信一專題演講  從歷史文化視角剖析「日本帝國」影響
　【文／李文瑜】台日關係向為國人重視，
臺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發展也深受日本殖
民統治影響。台日學界年度盛會：第九屆日
台亞洲未來論壇，五月 31 日邀請台、日、
韓知名學者以歷史與文化視角發表演講及論
文，深度剖析「日本帝國」對台、韓的影響。
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擔任京都大學名譽
教授山室信一專題演講的主持人。他提到，
山室教授透過帝國時代的空間與環地方學，
深度與廣度析探帝國時代的學知與心性，演
講內容相當精采。
　徐興慶校長說，今年研討會發表論文之主
題，其主題包涵多元，課題如台灣、日本、
韓國論文發表，都與山室教授主題研究有相
關。山室教授強調，帝國時代的地圖建立相
當重要，他曾經聘請中國留學生製作地圖，
在商業戰場也是非常重要，明治七年，也就
是 1874 年的時候，日本帝國時代侵略台灣
的時候，日本沒有地圖，從英國提供，佔了
資訊的先知，也就是資訊的取得，是相當重
要的觀念。
　徐興慶校長說，統治技法及統計人才的培
育，還有土地事業的整合都是在帝國統治裡
面非常重要的一環，透過山室教授的廣度與

深度分析，得以讓現場貴賓充分了解帝國日
本的知識形構的背後意義，透過歷史視角剖
析帝國時代對亞洲之影響。
　第九屆日臺亞洲未來論壇是由日本渥美國
際交流財團關口全球研究會主辦，交通大學
暨台聯大系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臺灣大學
日本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政治思
想研究專題中心、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研
究院等學術研究單位共同舉辦，大會邀請專
研近代日本政治史、法政思想史的京都大學
名譽教授山室信一，以「日本帝國形成過程
中的學知與心性」為題作為開幕專題演講，

並由專研日本文化、思想史的文化大學校長
徐興慶教授擔任主持人。
　本屆論壇主題為「帝國日本的知識與其殖
民地：臺灣與朝鮮」。籌劃人交通大學藍弘
岳教授指出，臺灣、日本與韓國同屬漢文蔵國
家，過去也都是日本的殖民地，過去的歷史
對臺灣和朝鮮半島的政治與文學等皆產生深
遠影響，但卻很少人從江戶時代的視角來理
解台灣，這是相當有趣且有意義的課題，我
們期盼就是透過帝國時代的研究視角來深入
研究台、日韓等課題。

「千年萬象～敦煌文化藝術展」齊聚產官學貴賓

張董事長細數文大與敦煌淵源  肯定展覽發揚中華文化
　【文／李文瑜】2019 年「千年
萬象～敦煌文化藝術展」巡迴展
深受各界好評，終點站在華岡博
物館，共同展出敦煌研究院的高
清展品與孫趙榮耐捐贈館藏的敦
煌壁畫臨摹粉本，重探中國藝術
史光譜與文保議題之餘，再搭對
話古今、交流兩岸的橋樑。
　5月28日開幕典禮齊聚產、官、
學界貴賓，參與剪綵貴賓包括中
國文化大學董事長張鏡湖、校長
徐慶興、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秘書
長蔡玉美、敦煌研究院研究員侯
黎明、孫家勤夫人孫趙榮耐、華
岡博物館館長劉梅琴、臺北市議
員張斯綱及耿葳等。
　張鏡湖董事長致詞肯定展覽辦
理對於發揚中華文化的指標性意
義，並指出文化大學開校以來，
無論創辦人張其昀、潘重規教授、
相關系所規劃乃至相關館藏，與

敦煌關係極為深遠。
　徐興慶校長說，他曾訪敦煌，
雖然僅只一次，卻也深感其文化
與藝術成就的偉大。文大與敦煌
淵源甚早，創辦人張其昀博士
1930 年代考察西北時便讚嘆敦煌
「實為藝術史的精華」。1970 年
代本校設立「敦煌研究中心」由
潘重規教授主持，1992 年敦煌研
究院由院長段文杰頒贈該院榮譽
院士給潘重規教授，2000 年大陸
頒給敦煌文物保護研究貢獻獎。
加上本館收藏孫家勤教授夫人捐
贈敦煌壁畫粉本，由此可見本校
與敦煌深厚淵源。
　華岡博物館指出，敦煌之於張
大千，張大千之於敦煌，1940 年
代至今近八十年於學界糾葛難辨
的因果功過，在各方立場上，擁
護與撻伐者並存。2019 年「千年
萬象～敦煌文化藝術展」終點臺

北站念此背景與場館歷史淵源，
在獲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支
持下，聯袂展出孫趙榮耐女士致
贈館藏的敦煌壁畫粉本，為這批
橫渡三千公里的敦煌壁畫高清數
位化展品增添展示脈絡，不僅喚
醒這段塵封往事，藉兩方展品重
探中國藝術史光譜與文保議題，
也搭起再次對話古今、交流兩岸
的橋樑。
　這次巡展是由中國宋慶齡基金
會、敦煌研究院、財團法人沈春
池文教基金會主辦，分別從地理
位置及歷史意義劃分八項展區：
絲路漫行、莊嚴佛宮、淨土樂舞、
匠心營造、霓裳美儀、圖案華章、
璀璨丹青、薪火相傳，展出一系
列高仿壁畫與雕塑、樂器與佛塔
模型，以及建築還原與壁畫顏料
製作過程的影像紀錄、歷年探勘
敦煌石窟的珍貴寫真，意在聚焦

美術工藝、宗教信仰、舞樂表演、
風格服飾、裝飾圖案、生活型態、
保存修復等作為領略「敦，大也；
煌，盛也」的著眼點之餘，亦脈
絡化這一大漠文化景觀蘊含的中
國佛教藝術與文化演進史。
　對於這次展出形式，敦煌研究
院藝術研究部侯黎明研究員說：
「畢竟無法將敦煌壁畫搬來台灣，
僅能展出複製品，但展覽僅是一
個引子，還盼大家看過之後喜歡
敦煌，親臨敦煌。」
　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秘書長蔡玉
美則認為展覽周邊活動「走近敦
煌——青年絲路行旅」與「學生
志工導覽薪傳」，是很好實踐「因
喜愛而親臨敦煌」的做法，也是
深入見證這些「前人創作、後人
保存」文化資產的難得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