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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愛校品德教育
華岡之歌 新生創意校歌比賽
【文／李文瑜】 「華岡之歌」 校歌比賽今年邁向第
十一年，與往年不同的是，本次比賽分為創意組及阿
卡貝拉組，讓大學生展現創意與技巧，讓校歌有更多
元的曲風與不同風格演唱方式。103 年初賽有 37 隊報
名，選出 17 隊，於 10 月進行總決賽，約 1,200 名新生
參賽，創意無限組冠軍由 「中國音樂學系」 獲得，阿
卡貝拉組冠軍由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獲得，融入
無限創意與唱腔方式，搭配音樂改編、豐富肢體動作
及口號，增加團體精神分數，顛覆對校歌演唱方式的
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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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無限組 國樂系勇奪冠軍！
阿卡貝拉組 運健
運健系勇奪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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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教育的舵手

創辦人張其昀先生數位典藏資料庫正式啟用
策畫執行經年、極富歷史教育意義的創辦人數位
典藏資料庫於 11 月 8 日校友返校節當日緬懷創辦人
活動中宣告正式啟用，具劃時代意義。剪綵儀式由
李天任校長、張海燕董事與圖書館館長吳瑞秀館長
共同主持，創辦人數位典藏資料庫未來將陸續擴增
照片、書信、簡報、手稿、著作、獎章等六大部

千人連署 拒絕菸害
無菸校園活動 表達
表達多數人的聲音
多數人的聲音
藉由同儕及師長力量共同監督勸導教職員
工及同學吸菸行為，同時請吸菸同學參與戒
菸。另配合教育部 「 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

時學生影響深遠；另一位是史學
名家柳詒徵先生，柳先生重視方
志學、圖譜學和史學方法，為中
國文化史開山宗師，創辦人深受
柳詒徵治學方法之影響，亦深感
柳先生對自己的提攜；再者是竺
可楨教授，竺先生為哈佛大學博
士，創辦人在學之主修地理學課
程，在畢業後又戮力於地理教科
書的編纂，以及翻譯世界地學名
著和作地理考察等，受竺可楨教
授的影響至深。

畫」 ，103 學年全校吸菸區減為 2 個，撤除大
恩館與大功館間之吸菸區，希望逐年減少吸
菸區設置，進而邁向理想的無菸校園。

張其昀任教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時，
於民國 23 年帶學生赴浙江全省地理考
察。

文化教育事業的起始

菸害防制常識問答

張其昀先生生平事蹟

菸害常識有獎問答
菸害有 sense、身體 say yes
(1)幫助學生增加菸害知識，增加審視
自身健康！
(2)讓學生學習菸害防制常識，讓他們
遠離煙味，保持清新好口氣！

【文／李文瑜】為落實全民健
康觀念，提倡大學生拒菸意識進
而積極戒菸行動，鼓勵全校師生
共同參與，藉由創意海報比賽方
式，增進師生對菸害防制的認

分。圖書館目前典藏張其昀先生與相關人士或事蹟
的照片與影音檔，透過數位資料庫建立以利流傳與
提供現代史、台灣史教學研究之用，並為歷史實
證，見證台灣政治、社會、文化及教育發展的過
程。未來將提供後續研究之用，供日後研究教育
史、學術史之資料。

知，加強師生對菸害防制積極推
廣，期達到無菸校園最終目的。
102 學年度 「菸害防制」 海報設
計比賽得獎作品張貼於大恩館川
堂：第 一 名 美術 1 郭芷廷

求學過程

第 二 名 廣告 3A 陳柏仲
第 三 名 大傳 4B 簡弘儒
佳作 3 名 財法 2 張辰蔓
資傳 2B 何怡萱
史學 3 連心瑀

創辦人 7 歲時(1907)於家鄉張氏
祠堂所設立的小學就讀， 1913 年
進新江鄞縣第四高級小學，學校
在全謝山故里。1915 年考進浙江
省立第四中學，受國文教師陳康
黼先生之影響，體認中小學教育
之重要，因而有志於投考南京高
等師範學校。同時受到歷史教師
洪允祥和地理教師蔡和鏗兩位先
生之影響，特別著意於歷史學和
地理學。
1919 年五四運動時，創辦人以
寧波學生會代表身分出席上海的
全國學生會，同年錄取南京高等
師範學校，放榜以後，父兆林公
向創辦人說明，當年進入鄞縣第
四高級小學時，把全謝山的《鲒
埼亭集》放在創辦人行篋，意在
提示鄉賢全謝山因重志節而才有
真學問，期創辦人效法之。

南京高師 問學尋道
1919 年創辦人進入南京高等師
範學校(後改制為東南大學、中央
大學、南京大學)，校長為郭秉文
博士。時學校名師雲集，創辦人
在校時深受其中三位老師的影
響，一是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劉經庶先生，劉先生主張哲學與
史學應互為表裏，而人類文化史
應以思想史為核心，其論說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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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夏，創辦人以第一名畢
業於南京高師文史地部，旋進入
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教科書，前
後凡 4 年，其所編高中與初中地
理讀本，廣為學校採用，影響深
遠。1927 年，經柳詒徵教授的推
薦，創辦人至中央大學地理學系
任教，自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
在中央大學期間，創辦人開創了
研究中國人文地理學的先聲。此
外，創辦人又與學者專家至全國
各地作地理考察，並發表考察報
告及出版專書。至 1935 年，因創
辦人在地理學上的傑出成就，獲
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評
議員。時創辦人年僅 35 歲，為評
議員中最年輕的學者。

執教浙江大學
1936 年 浙 江 大 學 成 立 史 地 學
系，嗣後增設研究所，聘創辦人
為史地系主任兼所長，後又兼文
學院院長。抗戰時期，創辦人與
浙大師生遷至貴州遵義。當時英
人李約瑟根據其視察戰時中國大
學之結果，曾以西南聯大譬喻為
中國之牛津，浙大則為中國之劍
橋，而浙大史地研究所同人創辦
〈思想與時代〉雜誌，以溝通中
西文化為職志，亦不負眾望，著
作甚多，其中集體撰著之《遵義
新志》一書，方法新穎，允為治
方志學之範例。1943 年，創辦人
以浙大教授身分應邀赴美訪問並

民國三十八年七月中旬，中華民國總統
與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赴菲律賓訪
問，與菲國總統季里諾在該國碧瑤聯合
舉行中菲會議。中方代表團隨行要員為
王世杰、張其昀、吳國楨、黃少谷、俞
濟時、沈昌煥，以及夏功權等人。一行
人於七月十日中午抵達碧瑤萬松宮，兩
國於雞尾酒會中分別發表書面談話。
十、十一日分別舉行一、二次會議，會
中計劃組織遠東國家聯盟，十二日公布
聯合聲明。照片為蔣中正總統與季里諾
總統等與會人員的合影。

講學。留美二年餘，在哈佛大學
期間，創辦人致力於地略學研
究，亦留意當代西方史學大師的
學說。自美歸國，仍在浙大教
學，直至 1949 年始離職來臺，在
浙大前後任教 14 年。

推動文化復興
1949 年 6 月創辦人渡海來臺，
隔年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改造委
員會秘書長，創辦人深知文化之
於民族精神之重要，因此特別著
意於文化事業，除著書立說外，
並與相關行政部門合作，創立中
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及發
行刊物多種，展開文化事業的札
根工作。
1954 年 7 月，創辦人出任教育
部長，任內（1954-1958）促成清

華大學、政治大學、東吳大學等
多所大學復校，並核准東海大
學、高雄醫學院之設立，同時改
制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臺灣省立
法商學院等，亦在師大、政大等
校開設博士班，對臺灣高等教育
厥功至偉。創辦人對於中小學基
礎教育亦特別重視，對推展美
學、科學及社會教育，以及完整
的臺灣教育體系，貢獻無與倫
比。

深耕文化學術
1958 年 8 月創辦人出任革命實
踐研究院主任，旋轉任國防研究
院主任。國防研究院集研究、教
育與訓練三者於一身，專門選訓
國家高級文武官員，每期 8 個
月。迄至 1972 年共辦了 12 期，受
訓者多出任國家要職，對國家貢
獻甚多。
自 1961 年 開 始 ， 由 創 辦 人 主
編，國防研究院出版了《清
史》、《中華民國地圖集》、
《世界地圖集》和《文物精華〉
等多部大型圖書，並印行《國父
全集》等多種出版品，復與中國
文化學院合作編纂《中文大辭
典》。創辦人自己開始撰寫《中
華五千年史》，寄民族大義於歷
史，為學術之研究。創辦人仿美
國國家科學院於 1966 年籌設中華
學術院，並於 1968 年舉辦第一屆
國際華學會議，為臺灣地區召開
大型國際學術會議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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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園致敬 返校校友們向張創辦人行禮
2014 校友返校節於體育館八樓舉
行，蒞臨近百位校友返回母校參加
活動，11 月 8 日一早校友們齊聚曉
園，向張創辦人暨夫人致敬，感謝
一代教育家創辦中國文化大學之偉
大貢獻。

緬懷創辦人張其昀博士現代名家書畫特展盛大開幕

【文／李文瑜】華岡博物館於
博物館四樓展出《創辦人張其昀
博士現代名家書畫》，並於 11 月 8
日校友返校節盛大開幕，貴賓蒞
臨剪綵，掀起活動高潮，展期將
展至 11 月 24 日，歡迎全校師生蒞
臨觀賞。
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博
士，字曉峰，清光緒二十七年
(1901 年)11 月 9 日生於浙江省鄞縣

書香世家，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
南京大學前身)，民國 16 年起先後
任教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浙江大
學，民國 32 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
任哈佛大學訪問教授。民國 36 年
行憲後，學而優則仕，以一介書
生，終生報效黨國、獻身教育、
發揚中華文化為職志，貢獻非凡
而被譽為台灣 「教育之父」 和
「文化之父」 。

欣逢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
昀博士曉峰先生 114 歲誕辰，華岡
博物館 10 月 6 日起至 11 月 24 日特
別舉辦 「緬懷創辦人張其昀博士
現代名家書畫特展」 ，精選包括
先總統 蔣公、經國先生和黨政大
老（嚴家淦、何應欽、谷正綱、
張群、倪文亞），學術耆老（于
右任、錢穆、潘重規）、藝術大
師（張大千、黃君璧、傅狷夫、

葉醉白、趙少昂、林玉山、歐豪
年）、華梵大學創辦者曉雲法師
以及校友等 88 幅書畫名作。11 月
8 日校友返校節下午 2 時舉辦開幕
儀式，邀請各界人士回顧創辦人
張其昀博士事蹟與現代書畫名家
藝術精品，以期與創辦人張其昀
博士曉峰先生之精神相互輝映。

頒發新任校友會會長 賦予凝聚華岡人的重責
感恩卸任校友會會長 為校友熱情付出的貢獻
今年校友返校節，於大會典禮會場，由張
海燕董事頒發校友會代表14份新任當選證
書，並由李天任校長頒發13份卸任感謝

狀，透過賦予他們凝聚華岡人的重責，並
感謝他們熱情付出的貢獻。
新任當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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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返校節精彩溫暖
校友返校節
精彩溫暖
李天任校長

華岡人至今已逾 23 萬約台灣人口 1%
華岡人是穩定國家發展的重要生力軍

【文／李文瑜】11 月 8 日返校節，當日上午 10 時
30 分在大孝館 8 樓柏英廳舉行的 「校友返校節慶祝大
會暨創辦人數位典藏資料庫啟用典禮」 。李天任校長
致詞時指出， 「華岡校友遍布全世界，不一定要有顯
赫的成就，只要校友為社會所用，安分穩健在職務與
工作認真表現，甚至在家庭裏也能安定，這些力量就
是穩定社會與國家的發展，這就是文大擴充出去的強
大力量。」
李校長更指出，面臨高教嚴苛的考驗，在少子化的
衝擊下，每所私立大學都會面對招生的挑戰，但是本
校不能只顧著招生，弱化教學的品質。因此，本校對
學生的教學推動與學生職場安排與出路，都相當重視
並積極改善。
因此，李校長懇切呼籲校友們能夠多多關心校友們
畢業的系所，關心我們的學弟妹，給他們一條道路，
提拔他們一下，今天我們對他多提拔一下，是為了社
會、為了國家盡了一份力，也為華岡，更是為張其昀

創辦人當年蓽路藍縷創建這所學園增添一份力量，希
望各位校友多給學弟妹指點，嘉惠在校的同學，讓我
們有機會把學校變得更好更棒，不受台灣教育環境變
遷之影響。
李校長說，創校迄今 52 年，數十年來已有超過 23
萬位畢業校友，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每位
校友都是我們重要的資產，母校希望透過每年的返校
節活動，凝聚校友力量，建立良好的伙伴關係，互動
合作以期將校友將個人在社會上的傑出表現及經驗，
傳承給在校的學弟妹，並藉由薪火相傳的交流互動，
強化校友對學校的認同及支持，建立出屬於文化大學
代代相傳的大家庭。
今年校友返校節典禮由國樂系舞蹈系與音樂系共同
演出，節目精彩，現場校友們掌聲不斷，隨後在一首
校歌大合唱後，全體校友們合影留念，希望記住 2014
年這一刻校友返校的感動與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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