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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象牙塔，走向世界」，擁有 57 年校

史，以人文社會科學享譽各界的文化大學，

除因應科技時代發展，陸續增設達 62 個科系

之外，今日，在徐興慶校長帶領下，更朝向

國際化目標前進，將「承中西之道統、集中

外之精華」創校理念，高度發揚光大。徐校

長表示，文化大學不僅用心發展傳統中華文

化，對於汲取西方文明進化，也是同時並進。 

國際化三支箭：
國外短期研修、實習、雙聯學位 

  為推展國際化，文化大學這幾年已在全球 

37 個國家，與 398 所學校締結姊妹校，開啟

交流多元眼界。擁有姊妹校國際資源與支持，

文化大學大力推動國際化第一支箭：「短期

出國研修」，鼓勵學生打開世界觀點，打造

更強競爭力，並針對體育、舞蹈、音樂等特

殊才能學生，並提供獎勵補助。第二支箭則

是「學制改革」，除「五年一貫制」讓學生

更快攻取碩士學位進入職場，並規劃國際姊

妹校「雙聯學位」選擇，加拿大姊妹校，甚

至可在完成必修學分、通過實習門檻後，提

供在國外的就業機會。 

  第三支箭是「無國界實習」，讓理論和實

務結合，領薪實習無經濟壓力，輕鬆增廣見

聞。以日本為例，文化大學與當地最大、信

譽可靠的人力公司合作，在學校進行甄選，

依語言、專長、需求選擇合適學生，分發日

本各大企業，而學生也可依興趣選擇合適行

業。徐校長特別強調，進入羽田機場、加賀

屋、JR 鐵道…等日本知名企業實習，對文化

大學的學生來說，不是夢想。

跨院、跨校、跨世界的人文科學研究 

  文大於 2011 年起共獲 4 期教育部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已有相當完整及嚴謹的教學

制度。此外，徐校長從事人文科學研究三十

多年，他認為人文必須跨越領域，同時了解

人文與社會科學，因此，上任後持續推動校

內跨院 80 個通識課程必修 12 學分，克服上

課時間、教材編撰等困難，鼓勵學生跨領域

學習，優久聯盟多所大學都前來觀摩，同時

也跨校與台大、師大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機

構互動交流研習。而校內目前已成立日本、

韓國、越南研究中心及東亞研究院，並擬招

聘各國交換研究員駐校研究，特別是東亞研

究院成立，即有亞洲 12 所大學與文化大學簽

訂學術研究合作協議，成為亞洲研究東亞學

的重要基地。 

打造大師級的學術聖地 

  為增廣學生國際視野，徐校長連續 2 年爭

取到「日本 One Asia 財團講座計畫」，以

落實亞洲共同體為理念，One Asia 財團資助

學校開設課程，邀集世界第一線東亞學學者

前來授課，透過教育探討亞洲共同體實現的

可能性，文化大學並訂為通識課程，希望所

有學生都能參與。 

  徐校長更費心設立「華岡大講堂」，邀請

世界政經文教、建築、藝術等各界大師出任

講師，提升學生人文素養與文化大學學術地

位。成立以來，講師包括 : 台大黃俊傑教授，

韓國建國大學閔相基校長，日本長崎大學河

野茂校長，弘前大學佐藤敬校長，德川博物

館德川齊正理事長，2020 年元月邀請到東京

奧運主場館設計人，世界建築大師隈研吾教

授主講「森林時代」。未來預計登場的有一

位是諾貝爾獎得主，讓學生親炙世界級大師

學術風采。

 

人文社會底蘊、數位教育

  人文社會科學是文化大學永續基石，面對

科技時代，徐校長認為以數位化翻轉教學效

果勢在必行，文化大學每年投入四百萬經費

進行建置，預計將在五年內完成。徐校長非

常感謝校友的支持，遍佈全球近 27 萬校友，

不但用心資助學校，更主動提供學生許多就

業機會，徐校長希望在國際化腳步下，能培

育更多傑出校友，不僅協助學校教育，更能

對社會有所貢獻。

【文 / 楊湘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持續，
在台灣生產醫療級次氯酸水抗菌液的寰波科技
公司，日前捐贈價值近十萬元的抗菌液給中國
文化大學，提供目前在學校宿舍居家檢疫的學
生使用，協助文大全力做好校園防疫。
  各大學日昨已開始收容需要居家檢疫 14 天
的境外學生，文大迄今也已有近 70 名學生入
住，並在他們入住時，提供每人一份包括體溫
計、酒精、口罩及衛教單等物品的防疫包，每
日並提供瓶裝水。因目前口罩等物品嚴重缺
貨，如何確保相關工作人員及學生在居家檢疫
期間能有充足的防疫物資，也成了各校頭痛問
題。
  寰波科技總經理黃士杰說，他偶然知悉文大
師長正全力投入校園防疫，卻苦於防疫物資難
覓，因此捐贈一百套目前市面上幾乎已買不到
的醫療級次氯酸水抗菌液給文大。文大則由總

務長施登山 ( 中 )、學務長李亦君 ( 右 ) 代表
接受，並致贈感謝狀感謝寰波科技的及時相
助。
  黃士杰表示，次氯酸水相較一般酒精或消毒
水，對人體皮膚較無刺激性，不會釋出有毒氣
體，也不會破壞口罩的不織布；他們公司的產
品更是獲得 GMP 認證的醫療級產品，可直接
用於手術器械消毒。居家檢疫學生，可以拿來

消毒餐具、直接噴於臉上隔離病菌，甚至可以
噴灑在使用過的口罩上，晾乾後即可重複使
用。

學生防疫包添利器 

文大徐興慶校長接受 cheers 雜誌專

訪，暢談國際化、鼓勵學生跨域學

習等發展方向。文大校訊轉載該文

全文，期能與全體教職員生共同分

享文大未來校務發展方向。

文大獲贈百套醫療級抗菌液 高規格防護居家檢疫學生

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創新創意通識課程　
培養學生對知識價值與生命進行反省 探索與統整能力

為鼓勵優秀資深教師投入通識教育，每年表彰傑出通識教育教師，頒發獎勵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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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院大氣系 周昆炫教授理學院光電物理學系
鄒忠毅教授

社科學院社福系 賴宏昇助理教授

文學院史學系 劉傳暘助理教授

戲劇學系 紀家琳副教授

  人生充滿了挑戰與
驚奇！三年前學校推
跨域通識來因應少子
化的衝擊，大氣系跟
自己也接受了這個挑
戰，開了「跨域自然：
生活氣象」。當時，
為了讓在課堂上吸引
學生的目光，隨意拍
下校園的彩虹當作補

充教材，沒想到拍出了「金氏世界紀錄 - 觀
測到持續長彩虹」。這是自己人生中最大的
驚奇。這次獲得傑出通識教師應當是有了這
個 KPI 的加持，才能讓自己獲選。未來人生
仍然會有很多的挑戰，期許自己能夠繼續勇
於面對。
  未來對於通識教育的看法，因為現今媒體
報導各大學熱門的通識課有「文學、動物與
社會」、「愛情關係的發展與經營」、「玩
具欣賞與設計」、「日晷的設計與實作」……
等。可以發現這世代學生的選課喜好，只要
具生活連結的專業知識素養，就會是熱門的
通識課程。近年來，科技趨勢的導向是 5G、
VR、AI 的高科技時代，科學知識的傳遞勢
必與這些科技有所連結才能引發學生的學習
興致；至於科學態度的強化則需藉由探討科
學議題對社會衝擊與個人察覺的方式來突破；
而科學技能則可藉由科學實務的案例介紹或
實作課程來進行，讓相關通識內容得以應用
於日常生活中。

  我覺得，在大學裡最
高興的事就是，對知識
的追尋和分享。通識
教學對我來說，就是
把我覺得超有趣的自然
界的奧秘，儘量用我覺
得生動的方式，介紹給
大家。雖然大部分的時
候，這些超級棒的東
西，透過我的傳播就不

太棒了。但是，感謝所有我的學生和同事們
的支持，願意和我一起嘗試，用各種成功（和
失敗）的教學方式，建構我超喜歡的這個通
識課。我們總有一天會讓全世界的人「知道
物理、喜歡物理、應用物理」。嘿嘿嘿，鬍
子拉拉感謝您。

  秉持本校「通識為體，
專業為用」之通識教育
理念，盡力將通識課程
朝向社會化、生活化、
結構化之設計，並嘗試
結合學生本職學能，增
加學生發揮思考創意的
空間，以厚植學生跨域
知能整合的能力，並奠
定終身學習的基礎。

  過去，我在華岡學習與成長，今日，能有機會
將所學之專長貢獻給華岡的莘莘學子，倍感榮幸
與喜悅。

  很榮幸能當選中國
文化大學通識優良教
師。由於所學專長為
歷史，自從事教職以
來，就不間斷的教授
通識相關科目。對於
現今的大學生而言，
通識，這些非專業、
可有可無的課程，一
向很難引發同學的興

趣。但通識卻是現代大學教育中必要的課程。
面對當今的大學過度細密的專業化與分科化，
通識課程跨越各領域的課程，對於人才的養
成以及人格的培養，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在教學生涯中，希望能夠藉由通識科目的歷
史教學，讓同學們對於鄉土與社會有著更深
的認識與更多的關懷。

  戲劇 /劇場藝術做為
人類藝術表現中的綜合
性藝術呈現，具有極其
重要的人文、社會、文
化與藝術美學甚至是科
技發展的指標性意義，
經由戲劇 /劇場藝術發
揚通識教育的全人精
神，必有其本質上的優
勢。我做為一位專業的

戲劇系教師，能獲得此機會將本質與通識教育
相近的戲劇 /劇場藝術課程，介紹給本校的其
他系所同學，並因此能夠得獎實在深感榮幸。
  當戲劇 /劇場被冠上藝術的稱謂時，經常會
被人們視為是一種不易理解的領域，進而使大
家與它保持距離，深怕受到嘲笑與傷害。但是
「藝術」其實並不困難，只要用對方法拉近距
離，使其與生活結合並應用於生活，我真誠的
相信，特別是「劇場藝術」這個名稱，不論我
所面對的是高等教育或是一般民眾，只要體驗
過沒有陌生感，大家必能開始從靈魂深處開始
接受它與喜愛它。

落實跨域自然 生活氣象

知道物理、喜歡物理、應用物理

落實通識課程朝生活化、社會化

落實通識課程朝生活化、社會化

通識教育是一種全人化的教育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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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齊正：人們會感受到親睹文物的非凡價值 佐藤敬：啟發型健診特色推動社區健檢及健康教育

【文 /楊湘鈞】匯聚全球國際學術大師的「華

岡大講堂」，自 2019 年開辦以來，陸續邀請

多位知名大師駐校演講，2019 年 12 月 17 日

邀請日本德川博物館理事長、日本最大的產

物保險東京海上日動火災保險株式會社（東

京海上日動）顧問德川齊正蒞校演講，解說

該館收藏的德川家康、水戶黃門、德川慶喜

遺物及重要館藏，並與國內學者專家探討災

害重建與保險話題。

分享歷史文物的傳承意義
成為各國今後重要課題
  

  身為水戶德川家第 15 代當主的德川齊正

說，雖然 AI 快速發展、博物館也逐步導入

AI 導覽，但終有一天，人們會感受到親自來

到博物館觀看文物藏品的價值；而歷史文物

及歷史建築的維護與傳承，也將是今後的重

要課題。  

  在文大校長徐興慶的倡議下，自去年 9 月

開始推出大型高素質的學術論壇「華岡大講

堂」。德川齊正是以「區域連結與博物館 –

災害重建與對策」為題發表演講，並與日商

明台產物保險公司總經理陳嘉文、華岡博物

館館長劉梅琴、文大史學系系主任陳立文即

席對談，探討文物維護及災害重建與保險相

關話題。

闡述德川博物館保留文物意義
分享日人自助與保險觀念度過危機經驗

  徐興慶校長致詞表示，大家耳熟能詳的日

本江戶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與

同時代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並稱「戰國三

傑」。水戶德川家為德川幕府的「御三家」

之一，1977 年開館昀德川博物館，典藏約六

萬份水戸戸川家歷代諸侯留存下來的珍貴文物。

除了德川家康遺物，主要館藏還有家康的 11

子，也是水戶藩第一代藩主德川戸房、第二代

藩主德川光戸，及將大政奉還給明治政府，對

明治維新建樹良多的第十五代將軍德川慶喜

及其家族的寶物。身為德川家康後代、德川

慶喜曾孫輩的德川齊正，是難得的貴賓。

  身兼日本最大規模產險機構安全部門管理

者、歷史文物所有者及博物管經營者三重身

分的德川齊正在演講中，除向文大師生介紹

該館收藏的德川光戸使用過的戸漆塗葵紋金蒔戸印

盒、德川家康穿過的「鎧」等館藏，以及負

責維護的西山御殿、水戸德川家瑞龍山墓所等

建物，也以日本 311 大地震為例，說明日本

人民如何靠自助、互助（保險）與公助（政

府救濟）渡過難關。

陳嘉文總經理
借鏡日本經驗意義重大

  日商明台產物保險陳嘉文總經理指出，日

本跟台灣地理位置相近，遇到的天然災損相

致；最近的法國聖母院大火、日本沖繩首里

城大火，則讓更多人重視歷史文物的維護與

保險的重要性；他也提及目前台灣最熱門的

手機險、寵物險、離岸風電險等，例如寵物

險在日本已有十幾年歷史，目前一年保險達

七百億日圓。

【文 / 楊湘鈞】文化大學匯聚全球國際學術

大師的「華岡大講堂」，2019 年 12 月 3 日

邀請日本醫學專家、日本國立弘前大學校長

佐藤敬蒞校演講。佐藤敬表示，弘前大學是

全日本最多學生的醫學院，20 多年前弘大的

治校方針就是與地區共創，向世界發聲，透

過高校與產官學合作，並以啟發型健診特色，

推動社區健檢及健康教育，開創青森縣成為

長壽村的奇蹟。

佐藤敬校長分享壽命革命觀念
結合再生能源活化地方

  佐藤敬校長主講「弘前大學～與地區共同

創造並將其傳播到世界」。他分享「壽命革

命」的豐碩成果，並站在高教機構的大學角

度上，展現高魄力的社會責任及與結合地區

振興方式，包括弘前大學協助將青森縣的特

產蘋果，實現農水產品的加工高附加價值化，

結合可再生能源的活用，這些不但是高教機

構的責任，更是活化地區的最佳典範。

與地區共創向世界發聲
產官學合作三方共贏

  佐藤敬校長也提到，弘前大學在 20 年前訂

立的治校方針，就是與地區共創，向世界發

聲，不但將未來技術遺產的技術機器保存在

弘大校園裡，見證歷史更與企業共同合作成

功養殖鮭魚，與政府共同推動亞洲健康構思，

將日本經驗推廣到亞洲各國，產官學三方共

贏，成為日本相當知名的典範。

  根據日本厚生省最新報告，2018 年日本男

性平均壽命 81.25 歲、女性為 87.32 歲，是

全球男女均壽最高的國家；日本也是亞洲第

一個實施長期照護保險制度的國家。但很多

人並不知，以種植優質蘋果聞名於世的青森

縣，曾經是日本「最短命的縣」。

佐藤敬校長為日本長壽幕後推手
引領弘前大學長期規劃研究

  為此，日本政府委由日本本州最北端、也

是青森縣唯一國立大學的弘前大學，進行長

期的研究及為居民作健康規畫，這場「壽命

革命」成功為青森縣居民延壽，佐藤敬校長

居功厥偉。2019 年 3 月，弘前大學更獲得第

一屆日本開放創新技術獎最高獎項的總理大

臣獎，得到媒體和業界高度評價。

國發會郭翡玉副主委
五支箭落實台灣地方創新

  國發會副主委郭翡玉則指出，目前教育部

推動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與佐藤校長的方向與

內涵一樣，今年被譽為是台灣的地方創生元

年，她以「五支箭」介紹台灣地方創新的策

略與作法，這五支箭就是企業投資故鄉、科

技導入、整合部會創生資源、社會參與創生

及品牌建立，展現政府全面推動地方創生的

決心與努力。

與師生分享德川家族文物意義 徐興慶校長：德川理事長搭建台日文化交流 國發會副主委郭翡玉：台灣五支箭推動台灣地方創生產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