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教育學院心輔系 3 年級
呂哲仲、教育系 4 年級吳孟樺，榮獲 108
學年度的德孝行獎殊榮，徐興慶校長於大
學新生入門典禮頒授兩位同學殊榮。
 呂哲仲的父親係薑農，他自小與山林和
薑田為伍，看著父母終日辛勞，在課餘時
間犧牲休閒娛樂，忍著脊椎側彎的病痛，
與父母齊心協力的在薑田中幫忙，以減輕
父母的負擔，此種親慈子孝之行，足為楷
模。
 教育學院教育系 4年級吳孟樺富有愛心，
經常利用課餘時間積極參與，經由啟明學
校的志工服務，孟樺更能體會身心障礙
者，生活上的不便與困難，培養他同理心
與體貼觀察能力，此種化小愛為大愛的關
懷自律能力，足堪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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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輔 系 3 年 級 呂 哲 仲
教 育 系 4 年 級 吳 孟 樺
108 學年度德孝行獎殊榮

一級主管交接典禮

徐興慶校長期勉：盡心盡力、全力衝刺、推動國際化

張董事長與貴賓敘舊 緬懷創辦人教育與學術貢獻    

　【文／李文瑜】寧波工程學院王菁華副校長
一行 30 位貴賓蒞校參訪，出生於寧波的張鏡
湖董事長與貴賓們話家鄉事表示，他的父親、
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博士一生致力推動
文化教育紮根與學術研究的鑽研，浙江省政府
將其故居列為「鄞州區文物保護點」，實為彰
顯創辦人對文化教育與學術研究的貢獻。
 寧波工程學院王菁華副校長一行，是由台北

市寧波同鄉會安排來校參訪，團員來自寧波工
程學院、寧波市人民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寧
波市臺胞臺屬聯誼會、寧波大學、浙江紡織服
裝職業技術學院等單位。
 除王菁華副校長外，團員還包括寧波市人民
政府臺灣事務辦公室顧海飛副主任、寧波市臺
胞臺屬聯誼會王旭副會長、寧波工程學院港澳
臺辦吳昊副主任、寧波工程學院王張宇澤團委

幹事及寧波大學蔡小飛教師等師生。
 張董事長說，中國大陸為彰顯本校創辦人張
其昀博士對文化教育與學術研究的貢獻，2010
年 9 月 16 日由寧波市鄞州區文化廣電新聞出
版局公布，將張其昀先生故居定名為「鄞州區
文物保護點」，並由寧波市鄞州區文物管理委
員辦公室以「張其昀故居」豎立牌匾，正式列
為寧波市鄞州區文物保護點。

寧波工程學院師生團訪問文大

 【文／李文瑜】2019 大學入門開學典禮 5 日
在體育館二樓舉行，徐興慶校長期勉華岡新鮮
人，大學一年級就要立定志向；他也向各位同
學保證：只要有心想出國交換學習，文大各院、
系的院長、主任以及各位教師，一定會傾力幫
你打造圓夢之路，也希望各位同學能夠自我期
許及做好準備，以符合相關標準。如果屆時仍
沒有機會出國，就請直接來找校長！
 大學入門典禮最具特色的《筓禮舞韻》的筓筓
禮成年禮，由舞蹈系學生編舞組曲，舞出女孩
蛻變成熟的態度與精神，象徵現場每一個大學
生，此時此刻，宜謹守大學生之本份，努力學
習。「女生的成年禮又稱禮，也就是簪，行禮
時要改變幼年時的髮型，把頭髮挽成一個髻，
再用釵定髮髻。」舞蹈系學生在舞姿裡挽起髮
髻，震撼全場，相當具有意義。
 《筓禮》為中國古禮女子由少女跨入成年的儀
式，中國古代成人禮區分為男子冠禮、女子筓禮，
男子二十，冠而字，通過莊重的成人禮儀式，
從中真正認識和牢記作為一個成年人對國家和
社會的責任。更是本校相當重視的一場典禮，
希望透過這樣的舞韻，讓每一個新鮮人都能更
為成熟穩重面對自己的未來。

 徐興慶校長致詞表示，創辦人張其昀博士及
董事長張鏡湖博士，均致力拓展文大的姊妹校；
張創辦人所提示的「國際人」教育理念，更是
高等教育首應致力強化的重要指標。因此，
帶領文大全力衝刺國際化，不僅是校長個人對
文大的重要許諾，也希望各位老師與同學能了
解其豐碩成果與重要性：如今文大已與全球逾
380 所知名大學結為姊妹校；從本學年開始，
文大更將開辦「華岡大講堂」，敦請多位世界
級大師蒞校演講，讓全校師生領略大師風範與
學思歷程，更能大幅提升文大國際聲譽。
 徐校長強調，與全球知名大學簽訂姊妹校、
加強跨國學研合作只是邁向國際化的第一步，
未來除了全力營造國際化學習環境，校長也承
諾要讓同學們有更多機會走出校園，希望能落
實「大三出國留學計畫」，積極推動雙聯學位、
落實學生暑期海外實習、提升外語能力與專業
學習效果，以厚植同學未來「奠基華岡、放眼
全球」的競爭力。
 文大十二個學院院長也分別致詞，歡迎大家
選擇文化大學。商學院汪進揚院長說，商學院
是非常TOP的學院，不管從縱與橫面向來看，
專業與系所表現傑出，師資更是一流，老師不
但教學、研究、輔導都非常好，也很強調對同
學非常照顧，文化大學從去年開始就實施全部
的學生必須跨領域的修習通識學門，期能讓每
一個學生畢業時都具有雙專長。

2019 大學入門開學典禮  奠基華岡、放眼全球
徐興慶校長 : 落實大三出國留學計畫  開辦華岡大講堂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108 學年度一
級主管交接典禮，4 日在大恩館十一樓舉行。
王淑音教務長升任副校長，原學務長方元沂任
教務長，新任學務長則是資傳系李亦君副教
授，由徐興慶校長親自監交印信。
 徐興慶校長致詞表示，王淑音副校長於擔任
教務長及代理校長期間，帶領全校走過許多風
雨、克服種種挑戰，是最適合的副校長人選；
徐興慶校長也感謝各位同仁的支持，讓他能帶
領文大團隊一心一意、盡心盡力往前衝；他也

表示，面對少子化嚴峻挑戰，未來五年是文大
永續發展與否的關鍵，期許新學期新氣象，希
望大家能轉變態度、熱心服務，樹立文大口
碑，讓學校平穩發展下去。
 王淑音副校長是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長期
從事教育管理、動物生理與營養、動物生物科
技、動物福祉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她擔任教務
長三年及代理校長期間，兢兢業業，獲得本校
董事會暨全校職員肯定。她表示，未來一定全
力以赴、支持校長、協助各處室，讓文大更好、

更穩定。
 方元沂教務長是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區
法學博士，他表示，危機就是轉機，只要大家
共同努力迎接挑戰，相信在校長的帶領下文大
一定會更好，也請教務處同仁未來支持他。
 李亦君學務長是英國南安普敦大學資訊科學
博士，她表示，行政業務非常繁瑣，需要足夠
智慧來處理各項事務，未來有校長、教務長、
學務長及總務長以及優秀同仁的協助，她有信
心能夠讓學務業務更優質。



文大特聘林冠群教授任講座

華僑大學一行貴賓拜訪文大歐豪年美術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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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講座審查委員會，去年底審議通過聘任
文學院史學系專任教授林冠群為 108 學年度講座，徐興慶校長 28 日在
高教深耕計畫管考會議上頒發聘書給林冠群教授，盛讚林教授「不僅是
文大的寶，更是國家的寶」，並當面邀請他擔任文大新成立的東亞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院諮詢委員，獲全場學術、行政主管熱烈掌聲。
 林冠群教是文大史學研究所博士，曾任文大文學院院長、中國藏學研
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台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訪問學者、中央研究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學者，並曾獲教育部人文及藝術類科學術獎、中
山學術著作獎等重要學術與著作獎項。
 林冠群教授從徐興慶校長手中接過文大講座聘書後，首先感謝張鏡湖
董事長及徐興慶校長在全校主管會議的場合頒發聘書給他，備感榮幸；
隨後林教授以「柳暗花明—走出一條自己的路」為題，與全場學術、行
政主管分享他的學思歷程。
 林冠群教授說，他在攻讀博士學位以前，先後就讀在職涯市場並非熱
門的政大東語系土耳其語文組，以及政大邊政研究所，常感覺走著昏暗
的路。至碩士時總算找到一條路，開始鑽研台灣沒人碰觸的吐蕃（西藏）
古代史，同時也在突回史、唐史、人類文化等領域展開學研歷程。
 「人文研究需要累積、無法速成！」林冠群教授表示，直到碩士畢業
卅年後他才開始寫書，先後完成「唐代吐蕃史研究」「唐代吐蕃宰相制
度研究」及「玉帛干戈」等巨著，總字數達百萬字以上，並獲得教育部
學術研究獎等重要獎項。
 徐興慶校長聽完林冠群教授的學思歷程後回應表示，文大弘揚中華文
化不遺餘力，他擔任校長九個月以來，一直在思考人文社會科學間該如
何對話。他提及十月三日文大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將與日、韓、越

及中國大陸等十一個研究機構簽約指出，一所大學至少要有三至四個校
級研究院，才能與世界接軌，期許各學院系所要想辦法凸顯文大特色、
做好橫向聯繫，「不但要跨校，更要跨國，要讓全世界看見文大」。

徐校長盛讚：林教授是國寶 邀請擔任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諮詢委員

　【文／李文瑜】與華僑大學交誼深厚的歐豪年教授，19 日迎接該校
徐西鵬校長一行五位貴賓蒞校參訪，徐興慶校長也親自出席雙方會談。
華僑大學徐西鵬校長力邀徐興慶校長拜訪華僑大學，徐校長也允諾今
年 10 月底會前往拜訪，促進兩校情誼。
 此行參訪貴賓還包括華僑大學董事及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創院院長
杜祖貽、華僑大學董事會辦公室項士敏主任、華僑大學美術學院孫德
明教授、華僑大學四端文物館許金頂館長等。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創院院長杜祖貽董事表示，此次華僑大學與歐
豪年文化基金會合作，將成立第七個「歐豪年美術館」於廈門新校區。
 歐豪年教授說，他與文化的感情甚為深厚，於 1970 年應中國文化大
學創辦人張其昀先生邀約移居來台，受聘為文大美術學系所教授主任、
中華學術院哲士與華岡教授。
 歐豪年教授在文大專任四十餘年間，堅持美術教育並曾擔任美術系
主任主持系政，國畫創作亦不稍懈。2000 年成立歐豪年文化基金會，
2002 年於中央研究院成立「嶺南美術館」。文大有感於歐豪年教授多
年來皆在校內任教，並慷慨贈與百件作品，特別於 2004 年 12 月 23
日成立「歐豪年美術中心」，成為台灣第一所成立歐豪年教授美術館
的大學。
 徐興慶校長表示，中國水墨畫台灣首席代表歐豪年教授，備受國際藝
壇肯定與推崇，他的多位日本友人及台灣朋友，都對歐豪年教授極為
推崇。

 徐校長說，他早在多年前就與歐豪年教授熟識，多次擔任台日雙方美
術展覽的口譯，對歐教授持續創作不輟深感敬佩。他雖為藝術的門外
漢，卻每每能在歐豪年教授展出的八駿圖、山水及行草書等作品中，
看到東方人文以及大自然千變萬化的美，令人心神嚮往之。
 徐興慶校長表示，他接任校長八個月來，已五度前往大陸姐妹校拜訪，
拜訪學校超過 30 多所，積極推動高校交誼，希望藉由積極往來頻繁互
動，邀請雙方教授互為駐校擔任客座，就是希望擔任兩岸高校領頭羊，
促進深化本校與姊妹校合作交流。

   

強化與姊妹校實質交流 

徐興慶校長率文大師長訪韓國外國語大學、建國大學
　【文／楊湘鈞】本校徐興慶校長率團赴韓國首爾筓加日本 One Asia
財團舉辦的 2019 年度大會，並利用此次機會拜訪姊妹校。8 月 5 日
上午徐校長、郭國誠國際長與本校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團隊－韓
文系許怡齡副教授、日文系林孟蓉副教授、日文系筓美惠助理教授共
5 人，拜訪韓國外國語大學（Hankuk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
ies），由副校長金學泰教授、中國語翻譯學系康筓榮教授、國語通信
翻譯學系林大根教授及韓國語學系趙映藻教授接待。
 金副校長歡迎徐校長一行的到訪，他表示，韓國外國語大學成立於
1954 年，是一所以教授外國語及外國文化為主的私立大學，當時在
韓國是教授外國語的唯一高等學府。最初設有 5 個系，建校 60 多年
以來陸續增設，目前有 45 種外語教學，學生人數約 27000 人，是韓
國國筓最佳的外語教育機構，也是高等教育領域中最重要的高校之一。
 聽了金副校長的說明後，徐校長表示，韓國外國語大學無論在教學
品質、學校資源等各方面都具世界規模。文化大學自 2012 年 7 月 2
日與外語大簽訂姊妹校以來，兩校之間有非常良好的交流互動。除了
相互派遣交換留學生，韓國外國語大學還為本校學生開設遠距教學課
程，嘉惠本校學子。此行拜會韓國外國語大學有兩個目的，第一是想
親自向韓國外國語大學致謝，第二則是希望能更深化兩校的實質交
流。

 8 月 7 日徐興慶校長率領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長郭國誠、東亞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院執行長許怡齡及副執行長林孟蓉、黃美惠，拜會韓國建國
大學（Konkuk University），受到建國大學閔相基（Sanggi Min）
校長熱情接待，雙方並就研究、研究生指導及雙聯學位、本科生交流
等層面交換意見。
 徐校長一行受到建國大學盛情歡迎，包括趙鏞範對外副校長、金東
垠國際處長及康瀚蔚先生、移動人文學院申寅燮院長、中國研究院韓
仁熙院長及梁元錫博士等均出席會談，雙方聚焦討論兩校未來學術研
究領域合作模式、兩校雙聯學位、相互安排研究生指導教授、長期與
短期的大學部的交換生、暑假或寒假期間的短期研修、提供訪問教授
宿舍等具體方案。
 對於兩校雙聯學位，金東垠國際處長也表示樂觀其成，並引用建國
大學與美國及中國大陸大學的成功案例，提供未來本校與建國大學合
作參考。
 對於兩校雙聯學位，金東垠國際處長也表示樂觀其成，並引用建國
大學與美國及中國大陸大學的成功案例，提供未來本校與建國大學合
作參考。

One Asia 首爾年會 650 位學者出席

徐興慶校長介紹文大 專題演講深化文化與教育交流
 【文 / 楊湘鈞】8 月 4 至 7 日在韓國首爾召開
的 One Asia Foundation 2019 年會，中國文
化大學校長徐興慶應大會邀請代表與會學者致
詞表示，文化與教育交流無國界，最容易引起
共鳴；他並在大會中介紹文大「東亞人文社會
科學院」指出，將與東亞 11 所大學的相關研
究機構簽訂學術交流協議，共同推動未來東亞
學的發展。
 今年 One Asia Foundation 年會與會貴賓有
前聯合國潘基文秘書長、韓國教育部長徐南
洙、首爾市長朴元淳，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
夫、印尼 Sunaryo KARTADINATA 特命全
權大使及主辦校，建國大學閔相基校長等，以
及來自世界 32 國家的 650 位學者（含約 50
所大學校長及各校講座的計畫主持人）出席，

規模盛大。
 徐興慶校長致詞表示，感謝 One Asia Foun-
dation 促成世界各大學的實質交流，其影響力
不容忽視，意義非凡，立意更令人敬佩。
 日本財團法人 One Asia Foundation 的目標
與精神，是跳脫敏感的政治、經濟問題，從文
化、教育的領域來思考「亞洲共同體」如何實
現的問題。One Asia Foundation 佐藤洋治理
事長表示，要實現「亞洲共同體」必須先消除
「自我之牆」、「企業、團體之牆」與「國家、
民族之牆」等三個障礙。因此，該財團透過教
育的落實，提出理解異文化的重要性與「無戰
爭的世界」之和平建言，自2011年至2019年，
補助世界各國 557 所大學開設國際講座。
 文大自 2018 年 9 月開始執行財團法人「One 

Asia Foundation」補助國際講座，由徐校長
任計畫主持人，邀請世界各國研究東亞學的知
名專家學者來校講學，目的是希望受講學生與
專家學者進行雙向討論，深入思考與理解東亞
各國的民族、國家、歷史、文化、社會等問題，
獲 One Asia Foundation 高度肯定。
 徐校長在大會中也以「台灣東亞學研究的建
構及發展」為題發表演說指出，從台灣的「國
際日本研究」出發，台灣東亞學的發展應以
「人文與社會的對話」、「越境的空間與交
流」、「培養青年研究者」、「國際共同研究」
等方向進行；他並介紹文大「東亞人文社會科
學院」將與東亞 11 所大學的相關研究機構簽
訂學術交流協議，共同推動未來東亞學的發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