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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5 月 7
日起於國立成功大學舉行，運動代表在賽事第三
天即表現亮眼成績！由體育學系沈啟賓老師及張
富貴老師指導的桌球代表隊，在公開女生組團體
賽拿下桌球冠軍，贏得文化大學今年全大運第一
面金牌。此外，哲學系 4 年級梁浩文及大氣科學
系 2 年級徐妤欣，分別獲得擊劍項目一般組男子

鈍劍個人銀牌及公開組女子擊劍軍刀個人銅牌。
桌球代表隊是由體育學系沈啟賓老師及張

富貴老師指導，今年陣容輝煌強大，擁有陳思
羽、李昱諄、李恩綺、許伊宸、陳亭婷、陳映蓁、
陳慈瑄及簡彤娟等多名國手，表現傑出，在公開
女生組團體賽決賽中擊敗國立體育大學，奪下文
化大學在本屆賽會中的第一面金牌。

同時，由呂厚德教練及黃耀陞教練也指導
哲學系 4 年級梁浩文及大氣科學系 2 年級徐妤
欣，分別獲得擊劍項目一般組男子鈍劍個人銀牌
及公開組女子擊劍軍刀個人銅牌。翁明嘉老師領
軍的橄欖球隊，也在本次比賽中獲得公開男生組
七人制橄欖球銅牌。

110 年全大運表現亮眼  
公開女生組團體賽桌球首面金牌入袋 哲學系 4 年級梁浩文擊劍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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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振榮董事長：創新的源頭就是不Me Too 盼為台灣留下最美微笑經營曲線

【文 / 楊湘鈞】宏碁集團創辦人兼榮譽董事長施
振榮 5 月 11 日應邀出席文大「華岡大講堂」，
以「王道與東方矽文明」為題演講。他分享座右
銘「挑戰困難、突破瓶頸、創造價值」表示，「跟
隨非我風格（Me too is not my style）」，創
新的源頭就是不 Me Too，王道與東方矽文明就
是原創文化，未來將致力科文雙融、產學共創，
為台灣留下一道最美的微笑經營曲線。

身為國內近代日本思想研究專家的徐興慶
校長，則舉將於新版萬元日鈔取代福澤諭吉的日
本近代經濟大師澀澤榮一的事例，肯定施董事長
對台灣經濟的貢獻。他表示，澀澤認為財富增加
越多，所受到的社會幫助也越大。因此為了報答
社會的恩惠，從事像救濟事業這樣的工作就是理
所當然的義務，每個人都應該盡力為社會貢獻一
份心力。他也指出，施振榮與文大張鏡湖故董事
長，都是堅持王道文化精神的代表者。

施振榮說，他大專聯才考三十幾分，不敢
到外商公司上班，到本土公司上班因外語不好也
不出國，卻因此見證台灣資訊產業的起飛與發
展，造就宏碁集團，也說明人生就是不斷挑戰困
難、突破瓶頸、創造價值。在領導管理之路上，
他採取人性本善觀念，雖曾歷經市場失利、財務
困難、研發遭竊，甚至公司大火，但因堅持利他
態度，所以在每一個關鍵時刻都能重新站起來。

施振榮表示，他最引以為豪的是與文大傑
出校友李哲藝聯手打造媲美維也納新年音樂會的
2021《臺灣的聲音 新年音樂會》，並透過網路
全球直播放送到全世界，讓台灣人以台灣經典音
樂為榮，更讓台灣站在世界舞台，「這就是文化
的原創精神」。

他也向聽講師生解釋「科文共融」的精神，
就是打造新東方矽文明，發展以華人為本的東方
精神及物質文明。文明來自城市生活，智慧是文

明發展的精華，東方文明曾是世界的焦點，如今
需要後代共同努力再次點亮。

施振榮指出，企業與政府都應該改變思維。
對於資源投入，政府要創造市場，聚焦華人優質
生活創新應用，提供誘因引進民間資源及承諾，
並由民間主導；企業則要放大眼光，站在世界的
新趨勢，擺除代工的命運，「做得早，早早看到
趨勢經濟，做得小，才能迎接創意經濟，體驗經
濟的優勢」。

同場與談的台大國企系教授、商業發展研
究院前院長陳厚銘院長表示，施董事長不僅鼓勵
企業不做代工，也鼓勵學界發展出自己的東方管
理理論，以王道經營哲學的會計總帳論，更提倡
產學共學，強化學校對社會的影響力。徐興慶則
感謝施振榮不留一手地與文大師生分享其經營企
業心路歷程，並對施振榮「認輸才會贏」的人生
哲學「非常有感」。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攜手
東海大學、元智大學、中華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開南大學，首次與
日本創成館高等學校、海星中學高
等學校、長崎南山中學高等學校、
佐世保實業高等學校、西海學園高
等學校及向陽高等學校等六所高
中，共同簽署合作協議。5 月 14 日
十二校聯合視訊會議，未來將攜⼿合

作，透過參訪營隊、師生交流互訪
等方式，鼓勵日本高校學生來台學
習，擴大台灣高校與日本高中端的
交流，深化台日學術教育。

根據雙方結盟協定備忘錄具體
策略，未來簽約的日本高中將積極
舉辦來台修學旅行，參訪簽約的台
灣六所大學，雙方將在推廣英語及
華語教育、發展程式設計教育與舉

辦暑期研習營隊共同努力，台灣高
校則優先接受日本學生入學申請並
優先考慮提供獎學金。

近十年來，日本高中畢業生來
台灣留學的人數，增加 5 倍之多，
主要是語言、費用，產生日本人
的留學台灣熱潮。主辦台日雙方簽
約的台灣留學支援中心安蒜美保提
到，謝謝台灣六所大學與日本高中
簽約，近幾年來日本高中學生到台
灣留學趨勢越來越多，未來希望透
過簽署合作協議開啟台日學生交流
的新方向，希望疫情趕快過去，日
本學生能夠儘早來台灣學習交流。

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說，
自接任校長以來相當重視國際化，
除延續過去國際化發展光譜之外，
特別指示國際處以東亞國家為目
標，希望加強日本的交流力度，很
高興有此機會與長崎的六所高中簽
訂結盟協定的備忘錄。這一年來新
冠肺炎蔓延全球，雖然限制了國家
跟國家之間的移動，即使在這樣嚴
峻的情況之下，依然有不少境外的
學生選擇到台灣來留學，中國文化
大學自民國 52 年設立日本語文學

系至今，是台灣第一所成立日文系
組的大學，與日本教育界往來交流
頻繁，培養許多優秀的日文研究專
才，目前也有近 80 位的日籍學位
生在文大就讀。
徐興慶校長說，非常歡迎日本青年
於高中畢業之後到文化大學就讀，
誠摯希望透過這次的結盟能增加日
本與台灣雙方年輕人交流的機會。
此外，為讓日本學生能夠快速地融
入學校的校園，文化大學提供非常
完整的華語課程，日本學生在經過
四年的華語課程訓練之下，能夠非
常快速的融入專業課程。

徐興慶校長提到，境外生比
例在文化大學占我們全校的總人數
多，學位生的部分約計 1,200 位，
來自世界各國。文化大學是台灣系
所最多元的大學，社團活動交流
多，更會每年固定舉辦國際學生交
流活動，以舉辦國際交流聯誼方式
及全台灣高校交流的互訪活動，讓
外籍學生積極融入台灣文化及學校
校園。

文大攜手國內五所大學與日本六所高校簽署合作協議



第二版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文大校訊》為您掌握校園動態。歡迎前往曉峰紀念館資訊中心八樓、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文 / 李文瑜】華岡博物館 4 月 30 日舉辦「50
風華─華岡博物館50周年館慶」開幕慶祝活動，
慶賀創館 50 週年，歷任館長影片賀詞祝福，張
海燕董事長更分享指出，張其昀創辦人成立華岡
博物館，認為華岡博物館是大學教育不可或缺一
環，期盼華岡博物館能秉持創辦人精神與期許，
讓文化大學充滿文化氣息，徐興慶校長更肯定華
岡博物館落實美感文化的實踐與培育角色。 

華岡博物館是全台第一間大學博物館，為
慶祝50周年館慶，華岡博物館精選逾百件藏品，
即日起在 4 樓特展廳舉辦「50 風華─華岡博物
館 50 周年館慶特展」，出席貴賓包含文化部蕭
宗煌政務次長、華夏科技大學孟繼洛董事長、文
化部洪孟⼿前部長、故宮博物院馮明珠前院長、何
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何國慶董事長，以及歷屆館
長趙振績公子趙潤昌、陳國寧前館長、陳明湘前
館長、嵇若昕前館長等。

知名畫家李可梅教授、李梅樹教授文物館
基金會杜慧琅執行長、畫家孫家勤遺孀孫趙榮耐
女士、臺灣大學博物館群陳光華總館長、清大文
物館籌備處游淑芬執行長、台師大美術系白適銘
系主任、楊英風美術館王維妮館長、中華民國書
法教育基金會楊旭堂理事長伉儷、傑閣書會連瑞

芬會長、時藝多媒體陸仲雁顧問、畫家吳承硯家
屬吳大維、許美玲伉儷、科見美語侯光杰總經
理，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臺北孔廟皆派員出
席，《典藏古美術》、《臺灣藝聞》、《皖桃雜
誌》、《新網新聞網》等媒體朋友也到場採訪祝
賀，現場熱鬧非凡。

蕭宗煌次長於致詞時表示，華岡博物館是
他求學時的祕密基地，當時協助助教的館內工
作，影響了他後來走向博物館 / 美術館的職涯。
孟繼洛董事長表示，創辦人在世時他曾任職於文
大陶瓷、化工系等很長一段時間，今日來參觀時
感受到華岡的館藏沒有任何學校可以比擬。洪孟⼿
部長表示，創辦人提出六大發展重點，不僅是博
物館，更是整體文化發展的方向。因為張創辦
人、錢穆先生等先輩對文化的遠見，使我們後來
能有安穩的生活，也是保護台灣最有利的一張
牌。馮明珠院長表示，華岡的歷屆館長有三位都
與故宮博物院有關聯。教育是博物館的靈魂，華
岡博物館能結合文大的資源，更能相得益彰。何
國慶董事長表示，現在兩岸很多單位都想辦博物
館，但能有收藏品很難，華岡博物館的收藏充分
顯見張創辦人的遠見。

王淑音副校長代表文化大學歡迎貴賓，她

表示，文大的精神就是「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
之精華」，創辦人花了八、九年蒐集藏品，體現
中華文化復興的精神，希望未來能長長久久的在
這裡慶祝我們的生日。

魏裕昌秘書長表示，文大校友總會有 137
個分會，校友高達 28 萬人，張創辦人認為校友
是大學發展最重要的力量。博物館讓他不斷去學
習如何承繼創辦人的理念，並希望能傳達所有校
友。

劉梅琴館長首先感謝各單位歷來的慷慨捐
贈，並表示文大有三大寶藏：張創辦人的崇高文
化理想、博物館傲人的館藏、位於自然資源豐富
的陽明山，後兩者則皆來自於第一項創辦人的理
想，並感謝各方貴賓的蒞臨。劉館長並代為宣讀
張創辦人孫女張海燕教授的賀詞：文大創校的精
神就是宣揚文化，並與博物館結合，讓「大學博
物館化」。明年將迎來本校創校 60 週年，期待
各位貴賓明年再相見。

開幕式並展示了華岡博物館的新官網及虛
擬導覽，最後在溫馨的大合照後落下帷幕。下午
接續「清翫雅集」理事長、豐年豐和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石允文先生的演講「收藏的宏觀思
維」。

引領風華半世紀 歷任館長齊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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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校長：肯定博物館落實美感文化的實踐與培育角色

文大副校長王淑音：期盼司法更透明、納入更多民意

【文 / 楊湘鈞】文大教師再傳傑出
表現。商學院觀光事業學系主任
兼研究所所長的盧惠莉博士，將
於 2021 年秋季赴美國賓夕法尼亞
州東勞德斯堡大學（East Strouds-
bur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
nia-ESU）觀光系擔任訪問學者一
年，這也是 ESU 的第一位傅爾布
萊特 (Fulbright) 常駐學者（S-I-R, 
Scholar in Residence）。

傅爾布萊特基金會是二戰後
由美國杜魯門總統簽署成立的，目
的是藉由國際學術交流促進美國與
各國的友誼與和平。基金會中的學
者，75 年來產生了 60 位諾貝爾獎
得主、88 位普立茲獎得主、39 位
美國部長或州長、16 位由美國總
統親自頒發自由勳章。所有學者的
邀請由美國總統親自提名委員會通
過，是美國最有名望的學術基金

會。
作為 ESU 的 S-I-R，盧惠莉

主任將以她在旅遊和旅遊管理領域
的專業知識，在 ESU 任教國際旅
遊和會議規劃與管理方面的課程。

ESU 大學商業與管理學院院
長西爾維斯特·威廉姆斯(Sylvester 
Williams，J.D.）說，讓我們的學
生接觸國際學者，將為國際領域出
現的新觀點和關鍵問題提供有價值
的見解。許多從事旅遊業的企業都
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客戶和顧客。我
們的學生將獲得全球視野，讓他們
瞭解文化差異。S-I-R 將有助於為
ESU 學生建立一種與旅遊業相關的
國際意識文化。

盧惠莉主任將應邀參加眾多的
校園座談會，進行討論和演講，並
將在學年開始時，就當前國際旅遊
和旅遊趨勢與發展的主題向校園社

區發表演講。她將領導與 ESU 榮
譽計畫的非正式討論，加入飯店俱
樂部參加紐約市的年度飯店體驗貿
易展，在 ETA 西格瑪三角洲國際
飯店榮譽協會入職儀式上發言，並
參加 ESU 的年度全球週活動。

盧主任還將幫助 ESU 實現一
個短期目標，即在其宿舍內創建一
個全球生活學習社區，為 ESU 學
生提供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和國家
的其他學生一起生活的機會。該學
者將作為全球生活學習社區的導
師，這將有助於實現向更廣泛的全
球開放 ESU 的長期目標。

文化大學藉由盧惠莉主任的駐
外學者的機會，可以積極推動兩校
之學術交流，並且發展文大學生赴
美國實習的機會。

觀光系所長盧惠莉 獲邀任美國賓州東勞德斯堡
大學首位傅爾布萊特常駐學者

【文 / 李文瑜】今年第 56 屆華岡青年選拔，總
計有 35 位同學脫穎而出成為華岡青年候選人，
進一步爭取「華岡青年」的自我肯定與最高榮
譽！

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於《華岡理想》第七冊
張創辦人之致詞指出，立意培育「德、智、體、
群、美」五育兼備的現代青年，特於民國 59 年 
6 月舉辦了第一屆華岡青年選拔，創國內各大學
優秀青年選拔活動之先例。自此，華岡青年的選
拔工作亦成為學校的年度大事，50 多年來為學
校與國家培育了不少優秀人才。

秉持創辦人培育優秀青年精神，本屆華岡
青年總決選評選方式分三階段評定，各系所推薦
候選人先提交包含「優良事蹟」、「華岡與我」
及「若當選華岡青年，如何回饋學校並實踐質、
樸、堅、毅校訓之精神」之書面資料，且擇期舉
行筆試測驗，分數須達 60 分以上方可參加事蹟
審查評分及最後階段之口試決選。口試決選當
日，候選人在限時一分鐘時間內進行自我推薦及

口試問答，以得體的儀態與臨場反應，爭取評審
委員的最佳印象。

依事蹟審查、口試各 65%、35% 之配分比
率，產生當屆當選者。民國 110 年 4 月 15 日，
第 56 屆華岡青年選拔口試總決選於大恩館國際
會議廳舉行，各評審委員排除繁忙公務，親自擔
任評審工作，足見主任委員副校長、各院長及一
級單位主管對華岡青年之重視，歷經一個下午的
評選過程，終於順利選出本屆博士 2 名、碩士 8
名、大學部 25 名，共 35 位華岡青年。

【文 / 楊湘鈞】由司法院、教育部
及中國文化大學承辦的「國民參與
刑事審判制度 -國民法官再體驗」，
5 月 7 日上午在文大曉峰國際會議
廳舉行。文大副校長王淑音代表文
大，感謝司法院及教育部對此司法
新制的重視，也期盼未來司法改革
能更透明、納入更多民意。

為提升司法透明度，反映國
民正當法律感情，增進國民對於司
法的瞭解及信賴，彰顯國民主權理
念，司法院提出「國民法官制度」
構想，並於 2020 年 7 月 22 日

三讀通過《國民法官法》，2023 
年元旦將正式實行。為讓更多民眾
及文大師生了解新制，因此舉辦這
場研討會。

王淑音副教長致詞表示，有些
重大案件的審判結果會與民眾的期
望有所落差，但民眾卻不見得會知
曉背後法律審判必須考慮的種種因
素；另一方面，許多民眾也對國民
法官新制很陌生。期盼透過這場研
討會，讓師生能了解什麼是國民法
官，並且收穫滿滿。

文大法律系校友、台南地院法

官陳欽賢致詞表示，國民法官新制
是司法改革最受矚目也是最重要的
一項，更需要高度的社會動員以及
支持，希望未來司法體系與制度能
跟上社會進步的過程，展現司法不
同的面貌。

隨後陳欽賢法官以「今天，你
想怎麼判？」為題進行專題演講。
他表示，或許一般人並沒有審經驗
或法律專業，但只要具備通常是非
判斷標準，相信即能勝任國民法官；
未來國民法官新制會否成功，主要
看「會不會被職業法官牽著鼻子

走」，因此他期盼未來的國民法官
在用力說服別人的同時，也能保持
可以被說服的狀態，不要淪為橡皮
圖章，「要認清自己是來當國民法
官而不是來交朋友的」。

下午的研討會，台北地院法
官吳志強，從戲劇、電影來介紹未
來國民法官如何運作；士林地院林
季緯法官與司法院劉瓊丹司法事務
官，則以「人民有感的司法改革—
你也有可能是國民法官」為題進行
專題演講，以及介紹國民法官制度
推廣工具包。

第 56 屆華岡青年選拔 35 位優秀同學獲選華岡青年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制度研討會 

系級 姓名

地學所博 3 谷帥臻

政治所博 2 陳伯瑋

史學所碩 1 林恭凱

地學所碩 3 王毓婷

國發所碩 2 吳靜君

行銷所碩 1 陳顗竣

新聞所碩 1 郭虹伶

資傳所碩 2 康書愷

建築所碩 2 張雯珺

心輔所碩 3 林久榆

文學組 3B 李俊賢

史學系 3 梁芷寧

地理系 4 陳昶伶

社福系 4B 黃仁弘

行管系 3A 蔡明致

園生系 4 蘇奕如

動科系 4 王缃祺

土資系 3 郭明青

系級 姓名

生應系 4 張雅祺

化材系 4B 關永斌

資管系 3C 劉怡姍

新聞系 4B 張心妮

新聞系 4B 翁唯真

資傳系 3A 景義豫

大傳系 3B 顏約諾

大傳系 4B 張郡庭

國劇系 3 江廷倫

舞蹈系 4 魏靖庭

建築系 5 許佑平

教育系 3 黃誼峻

心輔系 4 黃柏霏

體育系 4A 楊雅晴

體育系 4B 薛暐翰

體育系 4B 賴禹蓉

技擊系 4 陳慶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