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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 人嗨爆全場

學生會 2014 為你兒笑萬聖公益演唱會

【文/李嘉恩】第 11 屆學生會主辦的 『2014
為你兒笑萬聖公益演唱會』 於 29 日晚間在大
孝館 2 樓舉辦，學生會表示此次活動歷年舉辦

看見華岡 文化藝術季
華岡之美攝影

郭紹彬會計師：文化會計系畢業生進入安永工作之表現優異

【文/李文瑜】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邀請
本校在校學生一起看見華岡，於 103 年 11 月 1
日 至 12 月 1 日徵求華岡之美的照片，第一名
獎金新台幣 3000 元，邀請你與妳用快門為文
化留下銘心的觸動，讓大家看見美麗的華
岡！
華岡有許多美好的瞬間，觸動人心，讓我
們一起用鏡頭拍下在校園各角落的文化風
采！以 「華岡之美」 為主題，捕捉、紀錄任
何含有 「華岡」 元素的畫面，內容不限人、
事、物，請將投稿作品依照以下規格寄至中
國文化大學看見華岡-文化藝術季電子信箱
pccuartfestival@gmail.com。 ( 長 邊 1200 畫 素 ，
72dpi 之 jpg 之電子檔案，不限數位或底掃)。
檔案照片需超過 3MB。參賽者請務必填寫報
名資料標題，評選標準，徵稿作品將於 12 月
1 日至 12 月 18 日 期間進行線上投票。
投稿比賽之作品將有機會展示於 103 學年度
之畢業年刊別冊，更可呈現於 103 學年度校園
攝影展覽上，讓你的作品給更多華岡人看
見。獎金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3000 元、第二名
獎金新台幣 2000 元、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1500
元、佳作三名獎金新台幣各 500 元。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與本校會計學系 校園徵才說明會

徵稿比賽

同類型活動最多入場人數。校園頓時萬人空
巷 的 盛 況 ， 而 大 孝 體 育 館 被 約 2600 觀 眾 擠
爆，現場人聲鼎沸，場面熱鬧十足。該活動
結合公益與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 合
作，演唱會全數收入都將捐助至該基金會，
為兒童謀取最佳福利，並義賣單親媽媽親手
縫製的襪子娃娃、公益小樹日曆等公益義賣
品。
演唱會眾星雲集，超強卡司有唱作鬼才
《謝和弦》、戲劇甜心《曾沛慈》、鐵肺女

郭紹彬所長

王《李佳薇》、療傷歌姬《林凡》等藝人，
唱跳甜姐《安心亞》與舞者穿著性感火辣登
場，還有同為文大校友的戲劇男神《炎亞
綸》、玩酷男聲《陳彥允》現場勁歌熱舞，
最後也請到《八三夭樂團》和三位兩公尺高
的《Luxy Boyz 鋼鐵人》當此次公益演唱會壓
軸，全場粉絲為之瘋狂，氣氛嗨爆整棟大孝
體育館。
同為文大校友的主持人《小蝦(陳道賢)》和
歌手《炎亞綸》、《陳彥允》則分享了在文
化大學就讀時的美好回憶，兩位學長都是第
一次回學校開唱並表示 『夢想著有一天能在
自己學校的舞台上唱歌給學弟妹們聽，想不
到今天真的實現了！』 ：炎亞綸以自身求學
經驗特別提醒同學們注意仰德大道上的交通
安全，希望大家都可以快樂上學平安放學。
就在八三么樂團的歌曲 『來去夏威夷』
中，演唱會圓滿落幕了，此次活動也結合了
『全人學習護照』 的美育簽證活動，關於此
次演唱會的活動花絮及未來各項活動可關注
學 生 會 官 網 http://ccusa.pccu.edu.tw 或 學 生 會
Facebook 粉絲專頁喔！

張正道會計師

【文/李文瑜】安永（EY）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與本校會計學系合辦 「校
園徵才說明會」 ，10 月 29 日由新竹所
郭紹彬所長率同仁親臨文大校園，為
會計學系大四及研二學生，進行 2014
年校園徵才活動。帶隊介紹的郭紹彬
與張正道會計師均為安永合夥會計
師，更是本校會計系畢業之優秀系
友，郭紹彬會計師說，文化會計系畢
業生進入安永工作之表現優異，特別
是團隊合作，溝通協調之能力備受事
務所肯定，學生之 「實幹」 精神更領
先其他學校之畢業生，最受推崇，這
是文大人的優勢，更是文大人的精
神。
郭紹彬會計師說，安永（EY）聯合
會計師事務所，每年與文大舉辦校園
徵才均會提供本系學生 15 名以上之工
作機會，居私立大學會計學系之首。
郭紹彬說，目前安永會計事務所六十
位合夥人中，就有三位來自文大會計
系，希望各位學弟妹了解機會是掌握
在自己手裡，只要肯願意投入，相信
職場一定會給予豐厚的回應。
「校園徵才說明會」 徵才內容包含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介紹、安永校
園徵才活動及人才培育介紹及會計師
及學長姐經驗分享，更有職涯諮詢
等。
郭紹彬會計師提到，學弟妹到安永
(EY)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是一個很好的
選擇，因為安永大中華區隸屬於亞太
區，分支機構遍佈 23 個城市，員工總
數超過 11,000 名，安永(EY)具有與眾
不同之企業文化，以全球整合之優
勢，推崇企業家精神，形塑獨一無二
之安永人文化，並延續 2013 年佳績，
蟬聯 Universum Global 全球最具吸引力
雇主第 2 名，位居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之首，同時也是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中，最受全球商學院畢業生青睞的專
業服務機構，亦為台灣幸福企業獎得
獎企業，備受肯定。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學系每學年均為
會計學系應屆畢業生舉辦 「校園徵才
說明會」 ，希望提供學生更多進入職
場的經驗分享，以大手牽小手的概
念，由資深學長姐們的職場經驗分
享，提供學弟妹正確進入職場的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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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資政
江丙坤博士

【文/李文瑜】總統府資政江丙
坤博士於 103 年 10 月 28 日下午 13
時 10 分 14 時在大恩館 103 室哈佛
講堂主講 「兩岸關係發展與台灣
經濟」 ，分享兩岸關係發展與台
灣經濟之經驗與心得，本校張鏡
湖董事長也親臨演講會場聆聽。
江丙坤博士提到，以前念書到
日本時，爭取獎學金，但出國那
一刻就把所有的錢留給父母，當
時只留船票的費用，就是擔心父
母在台灣賺錢養家很辛苦，因
此，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能好好唸
書，孝順父母，才不枉父母養育

電話／（02）28610511 轉 13602

主講 兩岸關係發展與台灣經濟

之恩。
「江丙坤兩岸經貿講堂」 由中
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趙建民
與國際貿易學系郭國興教授聯合
敦邀貴賓群蒞臨演講。該講堂邀
請之貴賓包括政治大學國家發展
研究所所長童振源、中國文化大
學董事長張鏡湖、總統府資政暨
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兆豐證
券董事長劉大貝、長榮航空總經
理鄭傳義、CoCo 都可茶飲總經理
林家振、經濟部部長杜紫軍、兩
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執行長陳德
昇、中國文化大學社會科學院院

長邵宗海、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副
總經理蔣振彰、淡江大學大陸研
究所所長 張五岳、中國文化大學
全球商務學程主任郭國誠。
江丙坤博士為現任中國國民黨
第一副主席、國際民主聯盟副主
席、國立台北大學校友總會總會
長。曾出任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海基會）董事長。
江丙坤資政提到，兩岸經濟間
之協議好比是兩岸之間的鐵橋，
進一步聯繫雙方經貿的發展，臺
灣大部分的出口，都受惠於 WTO
下的優惠，兩岸直航也有突破性

的發展。中國大陸去年出口已達
4.16 兆美元，已成為世界第一大
貿易國，目前推動經濟穩成長，
從十二五規劃、上海自貿區、十
八屆三中全會等政策，都能看出
發展方向。臺灣目前應加速自由
經濟示範區的法制化，並推動區
域間經濟整合，才能讓臺灣出口
獲得進一步成長。

內政部長陳威仁蒞臨演講
拜訪本校張董事長 雙方相談甚歡
【 文/李 文 瑜 】 內 政 部 長 陳 威
仁，也是本校實業計劃研究所工
學博士，10 月 22 日應環設學院林
建元院長之邀，蒞臨本校演講，
以 「我國居住政策之挑戰與實
踐」 為題，分享內政部推動改善
居住政策之規劃。陳威仁部長並
拜訪張董事長，暢談母校之動
態，與張董事長相談甚歡。
陳威仁部長畢業於國立成功大

學都巿計畫學系、美國華盛頓大
學土木工程學碩士、中國文化大
學實業計劃研究所工學博士。曾
任職於臺灣省政府、臺北市政
府，並曾擔任臺北市副市長、行
政院秘書長。
陳威仁部長分析，近來房市已
有冷卻現象，房價趨勢、房價所
得比等指數多由去年的高點下
降，隨著貨幣寬鬆制度即將退場

及相關配套措施之制定,房價將可
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居住政
策涉及範圍甚廣，非主管住宅業
務之單一部門可獨立解決，與主
管財稅、社政、勞動薪資、物價
等單位及民眾傳統觀念均密切相
關，只有透過不同單位間政策工
具的整合應用，配合滾動式檢討
方能發揮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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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張其昀創辦人於民國 70 年 11 月 8 日致辭時提到，
華岡慶典有三，建校節、正名節、校友返校節，校
友返校節訂於每年 11 月第一個星期日，而一個私立
學校得以日新月盛，發揚光大，賴畢業校友關懷母
校、贊助母校，情感交融、熱誠無比，以校友返校
節作為結合之頂點。
2014 華岡校友返校節 11 月 8 日，以 「緬懷創辦
人」為主軸，茲編錄張創辦人談華岡之史的緣起故
事，與華岡人分享中國文化大學諸般之美。

華岡歷史

1983 年張其昀先生獲頒行政院文化獎章

文／張其昀創辦人

校 名

私立中國文化學院位於陽明山之高岡，海拔四
百六十公尺，地勢超曠，後擁羣峯，前晀都市、
原野與海洋。山川歷歷如繪，氣候風光隨時變
化，有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之勝境。校
址乃開闢草萊而成，特創新的地名曰華岡。華指
中華，意欲培養成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中國
人。岡指高岡，意欲作育高瞻遠矚、砥柱中流的
愛國志士。

本校定名為中國文化，乃先總統 蔣公所親
賜。中國文化有待復興，務當發揚我固有文化的
優點美德，一面要比較參考現代世界文化，斟酌
吸收，作為新血液，所謂 「承東西之道統，集中
外之精華」 。另一面要融會貫通、審時度勢，瞭
解時代需要，結合科學新知，為中華文化再注活
水，賦予新生命，庶幾達乎湯"盤銘"所曰 「苟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 的文化時代新義。

張其昀先生與公子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張鏡湖博士

校 訓

校 旗

本校引用 國父 「質樸堅毅」 四字，作為校
訓，質指質直，樸指樸實，質樸係事實求是之
意；堅指堅強，毅指弘毅，堅毅係精益求精而
言。求精求實，止於至善，就是我們所共同努力
的目標。求實則落空，求精則不落後， 「舊學商
量加邃密，新知涵養轉深沉」 ，此教育之功效
也。

校 歌
本校校歌中有四句話，引用北宋儒者張載 (字
橫 渠) 的 四 句 教 ， 即 「 為 天 地 立 心 ， 為 生 民 立
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為天地
立心」 說明哲學上天人合一之旨，民意就是天
心，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為生民立
命」 ，是史學上溫故知新之義，民意所歸，便是
國家命脈，史實昭然，絕無疑義。 「為往聖繼絕
學」 ，絕是卓絕之絕，孔子天下為公的大同學
說，乃是千古卓絕之學。 「為萬世開太平」 ，大
學教育最後目的在於重建持久世界和平。 國父
曾說： 「中華民國的開創者，其目的本在和
平。」

校 園

校 風
先總統 蔣公與張其昀博士合影

本校校旗，以木鐸為校徽，與國旗相並立，每
天迎風招展，美觀大方。 「天將以夫子為木
鐸」 ，這夫子兩字，並非個人而言，乃指大學而
言。現代大學好比一座發電廠，把光和熱由此幅
射出來，以照亮世界，溫暖人羣。又好比一做廣
播電臺，傳遞音波無遠弗屆，以盡其為文化中心
的使命。

張其昀先生雖曾擔任黨政要職，但其終身職志在
致力於中國文化的宣揚。一九六一年主編 「清史」
及 「國父全集」 。一九六四年，他籌劃編纂 「中文
大辭典」 ，邀請多位國學大師擔任編輯，數十位學
者參與，歷時八年，完成了最完備的中文大辭典。
一九五○年著 「臺灣史綱」 一文，用文化層的方
法將臺灣歷史分為九個時期，一九六八年與方豪編
「臺灣叢書」 序言題為 「臺灣是中國的臺灣」 。
一九六一年，張其昀先生撰寫 「中華五千年
史」 ，不幸僅寫到西漢就逝世了。他所撰上古歷史
收集的文獻資料極為完整。但近數十年，中國發現
了許多考古遺址和史料，河姆渡文化的發現即為一
例。但其所著 「孔學今義」 ，是傳世之作。二○一
○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簡體字版，二○一二年浙
江大學發行英文版行銷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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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係以德智體美羣五育並重為校風。民族精
神教育是德育的內容。人文教育與科技教育，兼
顧並重，為智育的內容。身心修養，自強不息，
為體育的內容。音樂美術，詩情畫意，為美育的
內容。敬業樂羣，互助合作，為羣育的內容。五
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方能成為完整統一的人
格教育。

校園乃空間、道路與建築物聯綴而成，本校道
路以古代聖哲為經，有孔子大道、老子大道、釋
迦大道、基督大道、穆聖大道 (穆罕默德)、蘇公
大道 (蘇格拉底)等六條縱貫大道。空間則由園藝
系、森林系、植物系主持，使整個校區成為美麗
的林園化。建築物為已故建築系主任盧毓駿先生
所設計。他是已故的一位大師，冶科學與哲學藝
術於一爐，兼具中國之風格與現代之設備，表現
文藝復興的新面目。

〇

【文/李文瑜】母校校友中心
與校友總會為增進全校師生與
各地校友會的互動，以及校友
回娘家的歡樂氣氛，由校友總
會邀集國內各地校友會，從
103 年 11 月 6 日（四）起至 11
月 8 日在菲華樓一樓舉辦校友
商展，由各分會提供在地美
食、藝品與校友創業產品，不
僅讓各地華岡人能分享自家好
東西，也希望藉由這樣的互動
平台，讓校友產品交流、擴大
商機。
校友總會也將在 11 月 8 日中
午在菲華樓一樓，舉辦華岡人
聯誼茶會，一方面感謝支持校
友商展、上山設攤的校友們，
也讓遠道專程回娘家的華岡人
放鬆開心的敘舊與交流！
2014 的 校 友 商 展 暨 聯 誼 茶
會，感謝近 10 個校友分會共襄
盛舉，各地華岡人紛紛貢獻好
康，包括台北分會的牛樟芝美
食、保養品，台中分會提供
Shipaolai 思柏萊精油與養生產
品、嘉義分會帶來民雄好米榮
苗米、動科系系友會掛保證的
樂活畜牧場系列產品、以及動
物科學系自營農場的雞蛋與香
腸等安心畜產品。校友中心和
校友總會希望所有華岡人能遠
離食安風暴的陰霾，返校安心
採購又能享受健康！
連續三天的校友商展期間，
校友總會還特別精選校友紀念
品（如華岡美景馬克杯與帆布
個性包）讓華岡人以優惠價帶
回家，也將致贈捐款的校友一
套由作家校友劉克襄與焦桐親
筆簽名的暢銷書。
校友總會也特別呼籲華岡人
們，帶上您珍藏的、充滿美好
回憶的華岡老照片返校，由校
友中心同仁協助掃瞄成數位檔
案，讓母校與您永久珍藏！歡
迎各屆學長姐前往校友中心，
共襄盛舉。就在 2014 華岡校友
返校節，校友總會真心企劃，
攜手華岡人嚴選推薦產品與服
務，學長姐們，請您一定要前
來品鑑！

一四華岡校友返校節 校友商展

校 址

二二

華岡慶典有三 建校節 正名節 校友返校節

《文大校訊》是一份報導教育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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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