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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文系逆勢成長 增設第二班 招生名額增加 45 名

學長姐們歡迎回家囉
2019 年校友返校節 11 月 9 日華岡登場

【文／李文瑜】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姜永勳代表
10 月 23 日拜會本校徐興慶校長，姜代表日、
韓文流利，與日本歷史學專家徐興慶校長相談
甚歡。徐校長指出，日、韓因歷史問題，兩國
大學曾長時間沒有來往，但在本校張其昀創辦
人居中牽線，促成韓國慶熙大學和日本創價大
學締結姊妹校，破冰日韓大學交流。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貴賓由姜永勳代表率領文
化課課長韓智恩、林珠熙研究員拜會徐興慶校
長、王淑音副校長、郭國誠國際長，韓文系鄭
潤道教授及韓國研究中心許怡齡副教授陪同出
席。
  姜永勳代表指出，接任駐韓代表到台灣才四
個月，真切感覺到台灣人的親切與溫暖，如同
之前聽到許多朋友介紹台灣的一樣，今天來到

文化大學也相當驚豔，不但是最高學府，還有
許多漂亮景點。
  徐校長指出，文化大學創校起即設立韓文
系，與韓國交流已經 57 年，已與韓國 42 所
大學簽訂姊妹校，為本校在國際簽約姊妹校最
多的國家，2014 年設立韓國學研究中心，今
年持續深耕整合並提升東亞人文社會領域研
究，促進學術合作交流，特別設立東亞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院，希望擔任東亞文化領頭羊，引
領東亞文化發光發亮。
  姜代表也提到，曾任職夏威夷總領事的時
候，便聽說過創辦人是知名的歷史學家、地理
學家。徐興慶校長指出，張創辦人高瞻遠矚，
早年日、韓因歷史問題，兩國間的大學曾長時
間沒有來往，但在本校張其昀創辦人居中牽

線，讓韓國慶熙大學和日本創價大學結成姊妹
校，為日韓大學的交流破冰，而日韓問題的破
冰居然是由於位於台灣的本校，實在很有趣，
這段歷史，本校張鏡湖董事長經常轉述，讓華
岡師生熟知。
  韓文系鄭潤道主任也提到，張其昀創辦人與
韓國關係密切，在遷台前對韓國獨立前即呼籲
支持韓國的獨立運動，遷台後辦校時即設立韓
文系，即便在中韓斷交時也繼續維持台灣的韓
語教育。目前學生入學和就業狀況都十分良
好，在外語學院中是入學分數最高的。學校已
決定在韓文系增設第二班，預計增加招生名額
45 人。目前台灣社會上的韓語工作者，幾乎
有七八成由本校培育，包括筆譯、口譯；高段
口譯工作甚至可達到一天 2 萬台幣的收入。

【文 / 李文瑜】11 月 9 日校友返校節，今年以
「華岡有愛、培育英才」為號召，舉辦各項校
友歡迎活動，包括創辦人紀念暨感恩音樂會、

華岡校友餐會及郎靜山與張大千藝術展開幕
儀式。徐興慶校長也提到，文化大學曾是校友
們最青春的記憶，陪伴校友度過無數的感動時

刻，至今文化大學仍然不畏風雨，站在這裡等
你回來，歡迎校友們回母校走走。

　   
　   

徐興慶校長：
母校永遠站在這裡等你

  徐興慶校長指出，時間過得真快，但母校
還是你記憶中的母校，不曉得你還記不記
得，你心中難忘的華岡，這裡曾是你最青春
的記憶，陪伴你度過無數的感動時刻，母校
仍然不畏風雨，站在這裡等你回來，多年來
母校始終秉持創辦人，張其昀博士的創校理
念，積極培育學生，成為社會國家的重要人
才，目前在全球各地各行各業深耕的校友將
近 27 萬人，全球華岡人的聯誼組織，是在
各屆校友努力下，蓬勃發展 日益茁壯，校友
的成就是母校的驕傲，校友的期勉更是支持
母校進步與發展的重要力量。

施登山總務長：
我一輩子最深愛的學校

  施登山總務長說，自己畢業於中國文化大
學，現任的應用數學系教授兼總務長。
  所以這個學校對我而言就是母校，我一輩
子最深愛的學校，11 月 9 日就是我們校友
返校日，我想我們在曾經相遇的華岡，邀請
各位這個校友回母校，一同來細數那些年最
美麗的記憶。

方元沂教務長：
歡迎回母校坐坐聊故事

  方元沂教務長指出，自己是文化大學大傳
系跟法律系雙學位，受到很多老師還有很多
學長姊的栽培與照顧，很慶幸能夠身為華岡
的一份子，也希望學長姊跟學弟妹，都能夠
常常回到文大這個大家庭，跟我們一起分
享，你最近生活上的新故事。

王淑音副校長：
有校友的扶持 母校會更好

  王淑音副校長提到，全台灣的校友已將超
過 27 萬人，全球華岡人的聯誼組織更在各
屆校友努力下，蓬勃發展、日益茁壯，我相
信，文化大學有各位校友的扶持與成長，未
來一定會更好。

李亦君學務長：
華岡人都是文化的驕傲 

  李亦君學務長說，所有的華岡人都是文化
的驕傲，文化是各位永遠的後盾，歡迎回
家。

【文 / 李文瑜】北京清華大學王希勤常務副校

長一行六位貴賓蒞校參訪，本校徐興慶校長親

自接待。王希勤副校長指出，這是第一次到台

灣進行高校交流，文大是一所非常精緻、具中

華文華底蘊的大學，清華大學則是一所工科學

校，希望兩校有機會多合作、多學習及多交流。

此行參觀貴賓還有北京清華大學長庚醫院董

家鴻執行院長、北京清華大學醫學院程峰副書

記、北京清華大學海峽院郭樑常務副院長、北

京清華大學港澳台辦行政事務運行楊慶梅主任

及北京清華大學港澳台行政事務辦公室任蕾副

主任。

徐興慶校長表示，目前本校與大陸地區簽訂

姐妹校共 189 所，與北京市即有 19 所高校簽訂

校際合作協議，清華大學早在 2014 年 2 月即簽

訂校際合作協議。為擴大與姊妹校合作關係，

今年六月曾前往清華大學參觀拜會清華大學姜

勝耀常務副書記、張傳杰港澳台辦副主任、張

磊對外學術文化交流中心主任，並參觀清大的

博物館及校園，以及進行座談，當時他即力邀

清華大學師長前來文大。

徐校長說，文大以發揚中華文化及學術為宗

北京清華大學王希勤副校長訪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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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大辦學，人文、社會、科技

並重，教學與研究兼顧，並以復興中華文

藝的華學基地自許，以培育五育兼俱、學

以致用的人才為己任。

王希勤副校長指出，這是第一次到台灣

進行高校交流，參觀了文大博物館及相關

設計館樓，是一所非常精緻、具中華文華

底蘊的大學，未來希望透過交流，多學習，

取經中國文化大學在中華文化的教育理念

及方向。

王希勤副校長表示，清華大學為 211 工

程、985工程，被譽為紅色工程師的搖籃。

近幾年大學環境劇變，很多學校都開始轉

型，清華大學也不例外，積極與國外大學

簽訂合作關係，更與台灣的高校合作，這

次有機會到中國文化大學參觀，希望能在

學習與交流的路上走得更遠更積極。

駐台北韓國代表部姜永勳代表拜會徐興慶校長

徐興慶校長：落實姊妹校互訪交流 提升學術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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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高瑋宏

給理念實踐者：
風大雨大，你不用獨自撐傘。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阿昌，目前大三，是個純素者。去年看到
一支影片紀錄了豬在屠宰場的屠宰過程，引起我
很多反思：「我們人類有什麼權力去決定動物的
生命？」、「為什麼我們能吃著豬肉卻又把貓狗
當成寵物？」我從那時候開始吃純素，希望為動
物權議題盡我小小的努力！我也時常向身旁的人
推廣純素的飲食，但身旁的人用各種方式否定我
的舉動，認為我太過偏激、偏食，甚至還有人說
這樣很娘，或說我是個偽善的人。我錯了嗎？明
明做一件有意義又正義的事，為什麼碰到這麼多
批判與挫折？

By 覺得正義好難的阿昌

親愛的阿昌，你好：
  聽到這些事，真是又氣又讓人沮喪。那麼善
良、替動物著想的你，卻好像成為別人眼中那個
特立獨行的人，不被身旁的人所理解，又得獨自
承受負面的輿論壓力，一定很辛苦。
這樣的感受是什麼？從你的文字裡我看見了矛
盾，那種堅持自己所相信的價值信念，卻因此與
他人格格不入的矛盾。我看到了氣憤，一件如此
正義與善良的行動，為何其他人都事不關己！我
更注意到了一股隱而未說、對自己深層的懷疑。
老師想要和你說，你並沒有錯，是這個世界尚未
能涵容多元的觀點，讓你受傷了。反倒是，老師
要肯定你對這個世界的質疑與省思，在一個大家
不曾思考過的議題上能主動發聲，這是非常非常
不容易的事！為此，老師提供一些可以思考與著
手行動的方向，希望能陪伴你走過這段時間。

信者不移－找到寶藏，為自己賦能
   擁有自己的堅持，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它
是你生命裡重要的寶藏，也定義了你是什麼樣的
人。也許你可以想想，這份堅持與你的生命有何
關聯。碰到這樣的事，「為什麼是你」選擇站出
來實踐這些行動？在實踐這些行動的時候，讓你
想到了生命中哪些事情？在仔細挖掘的過程裡，
一點一點地深化與累積，能使你更堅定自己的信
念與行動；即便面對質疑，也能好好安頓自己。

知者不惑－吸收新知，厚實論述基
   當自己的心情與感受被安頓好了，接下來－
充實自己的相關知識。裝備自己，解別人的疑，
解自己的惑。面對不同的輿論，使自己有能力捍
衛自己、有能力與其他不同的想法對話。「能不
被環境改變，就能改變環境。」當你能夠第一時
間正面回應每個質疑，清楚具體地表達自己的想
法，你便不再動搖，甚至，成了一個倡導者，在
此議題上能發揮更多的影響力。

勇者不懼－有勇有謀，找志同道合
   然而，外面風大雨大，小小的傘難以承受，
在面對外在環境很大的力量時，允許自己收傘，
好好保護自己為先。「即使風大雨大，一群人靠
在一起就有力量撐傘。」在實踐正義的路上，隻
身一個人往往是辛苦卻徒勞的。除了有安頓自己
的能力，有堅定自己的知識，你還需要一群能夠
共享與實踐相同理念的夥伴；相互支持，一同找
到實踐的更好方式。以上幾點思考提供給你，祝
你在實踐的路上順心愉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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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2 至 12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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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文化大學廣告系畢業展「智．
匯流」10 月 21 在百花池舉辦校園園遊會
「AQUAREA 環流秘境」，特別結合「環
保」概念與明年畢業展主軸「智．匯流」
結合，現場熱鬧活潑，吸引許多學生參與。
廣告系目前正積極地籌備畢業展，預計將
於明年三月底開展。
  廣告系活動不僅有產學小組精心設計的
創意攤位，還有業務贊助攤位眾多好康，
除此之外，也有個人創作組最具創意的製
作物，更特別的是募集了許多 CP 超值的二
手商品進行二手拍賣，在現場也引起眾多
同學前往淘寶，絕對是物超所值，滿載而
歸！
  活動創意發想人鄭志紘表示，在拉丁文
中「Aqua」原意為「水」，同時也可以解
釋為「淺藍綠色的珍貴寶石」；「Area」
則解釋為「區域」以及「開放的空間」組

合而成的「AQUAREA」意為我們的地球
如同寶石般的珍貴。「AQUAREA」則為
我們能夠自由居住且共生共榮的美麗家園，
當上游匯流下游的游客們，彼此攜手努力
共創美麗的未來。
  「智．匯流」畢業展總協調李育鋐表示，
文化廣告系園遊會不同於一般校園園遊會，
以多間企業透過產學合作或物資贊助的方
式設立攤位，用行動支持文化廣告系，更
證實了文化廣告系是實務與理論兼具且與
業界最接軌的科系。而本次進駐廠商涵蓋
多元，產學合作廣告主包含光泉、北極熊、
花漾美姬、廣達香、正隆蒲公英、黑松沙
士以及 Safeway；更有多業務贊助廠商包
含 World Gym、My Card、Costco、 星
采醫美、犀牛盾、生活泡沫、巨匠電腦、
湖池屋及阿華田等。

超值二手拍賣 引起學生熱烈掏寶
再創高峰！廣告系園遊會 AQUAREA 環流秘境圓滿落幕

文大攜手澳洲邦德大學 簽署雙聯學制

【文 / 李文瑜】文化大學與澳洲邦德大學近日
締結為姐妹校，為文大第四所在澳洲的大學姊
妹校，澳洲邦德大學同時與法學院簽署雙聯學
位協議。未來文大法學院法律研究所學生若
IELTS 英語測驗總分達 6.5 以上，各科達 6.0
以上者，即可赴該校攻讀法律碩士 (LLM)、
博士 (JD) 學位，此一雙聯學位大幅節省取得
邦德大學法律碩士一半的求學時間及學費。
  文大校長徐興慶指出，兩校簽訂姐妹校代表
向前邁進一大步，澳洲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夥
伴，不但地理位置相近，多年來雙方有非常深
厚交往，目前文大在澳洲締結姊妹校包括昆士
蘭科技大學、中央昆士蘭大學及西雪梨學院，
未來簽約以後中國文化大學與邦德建立更多元
管道的交流。
  澳大利亞昆士蘭州貿易暨投資辦事處澳洲辦
事處 Patrick Hafenstein 處長表示，昆士蘭
辦事處是唯一澳洲洲政府在台灣的辦事處，我
們是很注重與台灣的國際關係，至今每年都有
很多台灣的學生去澳洲昆士蘭念書，去年更創
下高峰，有三千四百多位台灣學生在昆士蘭求
學，也提供很多管道及獎學金鼓勵台灣學生在
澳洲求學念書。
  邦德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暨國際事務副院長
Kathy Atkins 則說，很開心有機會與文大簽
訂姐妹校，也有機會與文大法學院合作推雙聯

學位，有助提升兩校學生國際化視野，未來希
望雙方的合作方式更多元便捷，讓學生有更好
的學習資源。
  文大法學院許惠峰院長也說，澳洲邦德大學
同時與法學院簽署雙聯學位協議後，法律研究
所的學生也可赴該校攻讀 LLM 課程，該課程
的一半學分，可由本校法研所的學分折抵，最
終可取得兩校的法學碩士學位，此一雙聯學位
可節省取得邦德大學法律碩士一半的求學時間
及學費。
  邦德大學是澳大利亞第一所私立非營利大學
私立大學，設立於澳大利亞昆士蘭州黃金海岸
市的 Robina 區，朝國際間卓越獨立大學方向
邁進，一年分為三個學期，分別在 1 月、5 
月、9 月開學，於 2008年富比世雜誌評為「世
界最昂貴的大學」之一，也是澳洲最昂貴的大
學，該校享有「南半球哈佛」的美譽，目前有
一半的學子為國際學生。
  根據 2019 年優良大學指南（2019 Good 
University Guide）邦德大學連續第十三年獲
得5星級評價，在教學品質、學生學習參與度、
學習資源、學生支援、專業技術發展、總體教
育品質、學生留校率 (student retention，亦即
學生順利畢業之比例 )、師生比例（1：10）
等地方同時獲得五顆星評比。

法律系學生可赴該校攻讀法律碩士 (LLM)、博士 (JD) 學位

彭誠浩董事邀全球人壽馬君碩總經理蒞校演講 
與學生分享「從 CEO 觀點看企業倫理」 肯定文大學生優秀

【文 / 李文瑜】全球人壽馬君碩總
經理應本校彭誠浩董事之邀，16
日以「從 CEO 觀點看企業倫理」
為題，於商學院進行財金專題演
講，並與現場學生分享職場觀念，

出席學生爆滿。
  馬君碩總經理演講前先行拜訪
本校王淑音副校長，他說彭誠浩
總裁與其夫人非常重視文化大學
的學生，公司體能訓練課的教練

也都是來自文化大學體育系，內
部多位主管也都是文大畢業的，
很高興有機會來到文化大學。
  馬總經理也提到，文化大學創
立時間悠久，系所眾多，培養許

多優秀的校友，希望未來能有更
多表現優秀的學生有機會能進到
全球人壽。
  王淑音副校長說，彭董事非常
關心文化大學，從當年在體育系
念書到後來美孚棒球隊，投注非
常多的心力與資金，是學生心目
中最佳大學長，也是學校之福氣。
未來更希望有機會與全球人壽公
司合作，提供學生優秀的職場實
習，讓學生未來有機會無縫接軌
職場。
  馬君碩總經理畢業於輔仁大學
數學系，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立大
學精算碩士，中歐國際工商學院
EMBA，歷任中國海康人壽保險
有限公司 (AEGON-CNOOC) 首
席執行官兼總經理、AEGON 保
險集團全球管理團隊成員、中泰
人壽總經理及南山人壽副總經
理。

第二版

【文／楊湘鈞】中國文化大
學棒球隊選手劉致榮披上
中華隊球衣，在亞錦賽再度
投出 158 公里的火球，技
驚四座，為中華隊守住冠軍
並拿到大會 MVP。文大棒
球隊教練陳進財說，劉致榮
除了天賦加努力，也聽進他
「棒球要看長遠」的話，文
大保護他兩年後，終於在今
年開花結果。
  劉致榮目前就讀文大體育
系三年級，並是文大棒球隊
隊長，陳進財則是體育系助
理教授，也是把劉致榮找進
文大棒球隊的關鍵人物。
  亞錦賽劉致榮一戰成名，
不僅成為網路熱蒐人物，更
讓日本教練石井章夫評為：
「太厲害的投手…，看到他
出來就知道這場比賽輸定
了」。看到子弟兵的傑出表

現，陳進財教練也與有榮
焉。
  陳進財回憶，他是於劉致
榮高三參與中華青棒隊集
訓時，就注意到劉致榮絕佳
的協調性，以及投打俱佳的
「雙刀流」表現，此後陸續
與他接觸，問他要不要來文
大就讀。
  陳進財說，雖然劉致榮在
青棒時曾受過傷，但他跟劉
致榮說，文大棒球隊看的是
選手長遠的發展與表現，會
致力保護選手，劉致榮也聽
進去了，便前來文大就讀。
從劉致榮加入球隊開始，文
大棒球隊就不讓他再當投
手，只讓他擔任三壘手或游
擊手；另一方面，文大棒球
隊有兩名專屬防護員，除了
幫選手按摩，也會為選手排
定相關的復建及強化肌力

課程。
  陳進財說，一直等到劉致
榮確定完全復元，才開始讓
他慢慢練投，終於在今年的
梅花旗大專棒球聯賽預賽
飆出 158 公里球速，並在
冠軍賽救援 1.2 局成功，幫
助文大奪冠。
  陳進財教練說，劉致榮從
梅花旗棒球賽飆出火球以
後，即已有國內外職業球團
球探開始追蹤打探，昨天
對日一戰勢將成為更多球
探關注焦點。他則告訴劉致
榮，棒球選手的生涯並不算
長，要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
一條路；學業方面也不必太
掛心，或可循羅嘉仁模式利
用寒暑假補修習學分方式
取得文大學位，劉致榮也說
好。

日本教練評為「太厲害的投手」

體育系劉致榮投出新生代火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