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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深耕相互提攜 文大與陽明、百齡及明倫高中簽訂策略聯盟
多元管道交流 期盼創造結盟互利四校共贏契機

【 文 / 楊湘鈞 】中國文化大學與百齡高中、明
倫高中、陽明高中簽訂策略聯盟，未來文大與
這 三 所 高 中 之 間， 將 進 行 師 生、 教 學、 研 究
及行政資源等多元管道的交流，期盼能創造互
利、四校共贏之契機。
百齡高中、陽明高中及明倫高中三校率先組
成「博雅盟」，此橫向合作也是高中結盟互利
共贏的典範；相對的，文大也已與百齡高中簽

訂策略聯盟，開創縱向合作先機。
因三校均與文大地緣關係密切，文大歷屆學
生、校友也有相當多畢業於這三所高中；此次
文大與「博雅盟」簽訂策略聯盟，並再與明倫
高中、陽明高中簽訂策略聯盟，將使四校緊密
合作關係更上層樓，更可進一步落實深耕地方
之高教趨勢。文大也將可發揮擁有 12 個學院、
62 系所的綜合型大學優勢，以各種高教資源

配合三所高中的需求。
此次規模盛大的四校簽略聯盟簽約儀式，文
大是由徐興慶校長代表，王淑音副校長、方元
沂教務長、李亦君學務長、郭國誠國際長等均
出席，百齡高中邱淑娟校長、明倫高中洪金英
校長、陽明高中蔡哲銘校長也分率三校師長出
席，也凸顯四校對此次四校合作的重視。
文大徐興慶校長致詞表示，今天是極為喜慶
的好日子，很開心與博雅盟三所高中建立策略
聯盟，未來將積極落實從高中端到大學一貫教
育體制，出席的學校長官包括校長、副校長及
教務長、學務長等一級長官，未來將針對高中
端的需求，共同商量最好策略，創造雙贏。
百齡高中邱淑娟校長表示，很開心與博雅盟
三所學校與中國文化大學簽約，共同拓展很大
力量，未來將與其他夥伴一起上大學課程，一
起參與活動，手牽手與大學合作，為學生創造
新的學習機會，文化大學是國內悠久，聲譽很
好的大學，目前百齡高中有很多校友都是畢業
文化大學，非常榮幸有此機會合作。此外，由
於本校每周四、周五設有老師網路教學課，吸
引許多學生選課共修，未來希望邀請大學端的
伙伴學校，能夠邀集學校知名的教授來學校開
課，吸引更多學生進入大學就讀。
明倫高中洪金英校長表示，108 學年度是很
特別的一年，台灣課程的改革，啟動新的高中
課綱，強調自發、互動與共好，「共好」是非
常重要，透過結盟合作，三所高中學校來到文
化大學，就是啟動「共好」的合作機制，特別
值得紀念，感受到誠意與熱情，未來「共好」
合作機制，高中與大學端都能攜手為教育旅程
走向康莊大道。
陽明高中蔡哲銘校長表示，文化大學相當重
視合作的關係，新課綱創造很多合作空間，雙
方合作一定能對兩方學習推動正確的適性發
展，透過合作與討論研發出更好學習品質，簽
約只是一個開始，未來合作關係落實，變成緊
密夥伴，開創合作關係，才能開啟合作的好關
係，真心希望未來四所學校能成為緊密合作好
夥伴。

文大與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策略聯盟

【 文 / 李文瑜 】中國文化大學與台北市稻江高
級護理家事職業學校簽訂策略聯盟合作協議，
由文大徐興慶校長與稻江高級護理家事職業
學校郭淑蕙校長共同簽署，同時稻江並與本校
韓國語文學系簽訂合作意向書，未來兩校將積
極透過教學資源互享交流，及培育專業教學人

才，建立長期密切合作關係。
徐興慶校長指出，很開心郭校長是文大校
友，雙方合作將更有默契，透過大手牽小手的
教育理念，共享教學資源，給予學生更優質的
教學環境，創造兩校雙贏新局，尤其文大韓文
系培育非常多知名的校友，在韓文人才培育在

國際間相當知名，未來包括日文系、英文系及
相關系所都可以有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該簽約典禮除徐興慶校長，王淑音副校長、
方元沂教務長、韓文系鄭潤道主任、日文系方
献洲主任、英文系黃嘉音主任等均出席簽約典
禮。徐興慶校長強調，文化大學已與全世界
近 400 所知名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成為姊
妹校，每一天都是國際姊妹校日，未來希望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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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淑蕙校長強調，稻江護家成立至今已 80
年，是一所結合家政群，包括家政、餐飲、美
容、應用外語、流行服飾、幼保等科的職業學
校，專業設備一流，獲教育部教學卓越團隊銀
質獎、教育部友善校園卓越學校及教育報部高
職學校評鑑總成績一等多項殊榮，是國內一所
極具特色的優質學校。
郭淑蕙校長說，自己是文化大學畢業的校
友，目前校內多位行政體系的主管與老師也都
是來自文化大學的校友，很開心與母校建立策
略聯盟合作協議，希望雙方密切聯繫與協調，
透過教學、研究及行政資源之交流，相互提攜，
推動校務工作穩健發展，提升教學品質，強化
整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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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之光！文大彭誠浩董事獲日頒贈「旭日小綬章」
王貞治盛讚他對棒球純粹無比的熱情 校長徐興慶出席祝賀

【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董事、世界棒壘
球總會第一副會長、亞洲棒球總會會長彭誠
浩，因長期積極推動台日棒球交流並促進友好
關係，獲日本政府頒「旭日小綬章」，成為首
位以非運動員身分推動棒球運動的受勳者。日
本政府特別選在在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代表官邸
舉行受勳儀式，旅日全壘打王王貞治、中華棒
協理事長辜仲諒、中華奧會主席林鴻道、文大
校長徐興慶、副校長王淑音等多位貴賓到到場
觀禮。
彭誠浩董事與王貞治接受媒體聯訪時，彭董
事緊握王貞治的雙手，哽咽提及他在文大打
球，以及 38 歲赴日本宮崎與王貞治第一次見
面的經過。他說，王貞治早已譽滿全球，當時
他只是台北市棒委會主委，但王貞治看到他遞
上的名片後，卻是先把記者們請出房間再與他
單獨晤談，當時王貞治的風範，讓他非常敬
佩，並給了他非常大的影響，更堅定了要讓台
灣棒球更好的決心。
在受勳儀式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會長大橋
光夫拍來賀電，泉裕泰代表致詞衷心祝賀彭誠
浩董事獲日本天皇頒贈旭日小綬章。他回顧一
頁台灣棒球發展史表示，日台棒球交流密切，
近年來棒球也成為日台球迷心靈契合的舞台。
在距離東京奧運只剩兩百多天之時彭誠浩董事

榮獲勳章，別具意義，並期待能進一步成為促
進日台運動交流更上層樓的契機。
王貞治說，他與彭誠浩董事交往長達四十
年，因此都稱他「彭桑」。今日彭誠浩董事獲
頒勳章，是日本政府表彰他長年對棒球的貢
獻、肯定其功蹟。王貞治並盛讚彭誠浩董事是
「純粹的人」，喜歡棒球，對棒球無比熱情、
把資產甚至生命奉獻給棒球，非常的了不起。
彭誠浩董事曾任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兩屆理事
長及常務理事、亞洲棒球總會副會長，現任中
華民國棒球協會榮譽理事長、亞洲棒球總會會
長、世界棒壘球總會第一副會長。他積極推
動國內各級棒球賽事，並爭取多項國際賽事
在臺舉辦，目前已舉辦近 50 次國際比賽，包
括 2001 年第三十四屆世界盃棒球錦標賽，是
臺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成功的國際棒球賽
事；同時也積極運作催生 U-12 世界盃並在臺
灣生根。
對於母校文大棒球隊，彭誠浩董事更是長期
無怨無悔、毫無條件出資力挺。今年大專棒球
聯賽文大勇奪冠軍，同時達成二連霸及隊史在
大專棒球聯賽第十一冠，在慶功宴上，徐興慶
校長即盛讚彭誠浩董事的奉獻，「很難再找到
第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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隈研吾首度參訪陽明山 感受「溫泉小鎮」魅力

東京奧運主場館設計者隈研吾現身「華岡大講堂」 主講「森林時代」
隈研吾教授：若有機會願為陽明山建築典範 開創世界奇蹟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邀請 2020 東京
奧運主場館設計者隈研吾在體育館「華岡大
講堂」，以「森林時代」為題發表演講。隈
研吾教授指出，曾經來過台灣十多次，首次
參觀陽明山國家公園，離台北這麼近，又有
這麼美的自然景觀，還有溫度很高的溫泉，
在世界是極為少見的，若能有一個特殊的建
築，將在建築界創造奇蹟。
因此，在徐興慶校長、陽明山國家公園管
理處劉培東處長力邀之下，他也允諾未來希
望有機會能與台灣一起努力，為陽明山留下
最具典範的建築作品。
隈研吾教授在演講中展現近兩百張照片，
介紹他在世界各地建築作品的風格與特色，

每一個作品均引用當地環境媒材，尊重人文、
自然和諧共存的概念，創造人與自然共存的
建築設計理念，為當地注入一股清流。
隈研吾教授說，教育很重要，唯有代代相
傳建築教育的觀念，才能創造更尊重大自然
的建築作品。他每一次作品都會以著作方式
呈現，將其建築的理念與精神，透過著作闡
述發揚，更是他尊重自然的呈現。他說，雖
然工作很忙碌，但通常會在飛機上或工作閒
暇時，將建築作品理念寫下來，也一定每年
會出版一本建築著作，交代每一棟建築的理
念與創作意義。
隈研吾教授說，自己的每一件建築物都是
依環境、歷史，人文，取材於當地的環境媒

材，鄰近海灣取材玄武岩、鄰近森林則取材
木質，更融合於當地的歷史文化，這是他對
大自然的尊重與敬畏。面對 311 大地震與海
嘯，讓他更深知尊重大自然的重要性，唯有
順從大自然，摒棄破壞自然的各種建設，才
能與自然長存。
徐興慶校長說，隈研吾教授設計的建築，
追求的是一種平實簡約的美感；面對大自然，
更顯得「謙遜」，與近年來重視外型勝於功
能的建築風格截然不同。使用的建材樸實低
調、呈現的空間單純簡捷，卻能讓人心靈沉
靜愉悅，這種簡單無華之美，對於汲汲營營
的現代人來說，更是另一場尊重自然的學習
之旅。

日本創價學會一行贈書文大
徐校長提議宣揚池田會長及張董事長教育理念與和平思想

【文 / 楊湘鈞】 台灣創價學會理
事長林釗陪同日本創價學會國際
涉外局局長長岡良一行，蒞臨中
國文化大學，除至大孝館張鏡湖
董事長追思會場獻花行禮致敬，
並致贈文大「池田大作先生的思
想與哲學」叢書日、英文版三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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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徐興慶校長、王淑音副校長
等文大師長，討論如何永續池田
大作和平思想研究國際論壇、池
田大作思想青年論壇等活動。
林釗理事長說，將池田大作先
生、張鏡湖董事長兩人的思想發
揚光大，是後繼者的責任，相信

張董事長在天之靈也會鞭策大家
來實現；長岡良幸局長說，池田
先生得知他要前來文大，還特別
要他轉達對文大師生的問候。
長岡局長並提及池田大作會長
與張鏡湖董事長六度會面、共同
出版對談集的深厚友誼，並感謝

張董事長在文大設立池田大作研
究中心，每年並舉辦池田大作和
平思想研究國際論壇。他表示，
目前全球已有愈來愈多的大學設
立池田大作研究中心，這一切的
原點都在文大；如今已打下基礎，
希望未來能讓活動永續、持續培
育人才。
徐興慶校長則表示，如林釗理
事長所言，池田先生與張董事長
的辦學理念與和平思想等是一致
的，因此提出兩個建議，一是未
來舉辦池田大作思想相關研究國
際論壇、青年論壇等活動，或可
思考把池田先生與張董事長的教
育理念、和平思想等創造出焦點
並凸顯出來；二是為推動國際化，
或可整合世界各國的池田大作研
究中心，每兩或三年在某一國盛
大舉辦論壇，如此傳承、永續的
意義就更大。長岡局長則表示，
會把徐校長的建議但回日本研究
看看如何落實。
會談結束後，林釗理事長與長
岡局長也前往曉峰紀念館池田大
作專區，以及池田大作研究中心
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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