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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唱友合唱團 與 華岡合唱團 聯手歡唱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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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華岡唱友合唱團」與「華
岡合唱團」聯手歡唱校歌，李天任校長說，「這
是一場很棒傳承的校歌，大家在這一首校歌
裡，回憶了那些年我們在中國文化大學學習與
成長的點點滴滴。」
「華岡唱友合唱團」是中國文化大學「華岡
合唱團」之歷屆畢業團員所組成的合唱團體，
於 2004 年「華岡合唱團」四十週年團慶後成
立，二十多位唱友開始重新步入合唱音樂的優
雅天地。2012 年 1 月間，七十餘位歷屆畢業
唱友與當年華岡合唱團的指揮杜黑老師聚會，
回憶許多當年美好的合唱時光，以及至今仍然
朗朗上口的優美旋律，於是大夥兒發起再續合
唱音緣的提議，以舉辦「華岡合唱團 50 週年
音樂會」為題，號召歷屆唱友擴大參與，為音
樂會的舉辦開展一條新的音樂旅程。 當年受

過華岡合唱洗禮的我們，從大學時代至今，幾
十年來都沒有忘懷我們深愛的合唱音樂，仍然
在這一條路上瀟灑前進。我們深切希望擁抱合
唱之美，推展合唱之美，運用合唱音樂的天籟
之音，延續人與人間緊密的情感，進而建構一
個更優雅美好的生活天地。
華岡合唱團成立至今已有 52 年歷史，目前
有團員 52 人，均為中國文化大學各科系學生。
團員唱歌以興趣為主， 自 2013 年起，華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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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豪傑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與現代文藝特展
浙江大學感念創辦人對浙大之重大貢獻 祝賀展覽順利舉行

2016 年文化大學寒假遊學團
- 讓你度過一個特別的寒假！

2016 美國暑期實習 Work & Travel ！

歡迎挑戰報名

首創百人揮毫！提升美育修養

【文／蔡詠翔 】為了宣揚校歌「振衣千仞
岡，濯足萬里流」的理念，並讓華岡人對於
校訓「質、樸、堅、毅」的精神有更深刻的
體悟，藉由活動以培養本校學生具備愛校情
操與提升個人美育修養，並重視中國傳統文
化，使得校園充滿藝術氣息。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將於 11 月 25 日在
大孝 8 樓交誼廳舉辦華岡校歌校訓書法比
賽，希望透過百人校訓校歌的書寫，以書法
體現文化大學的美，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可以
前往學生專區報名，特別此次活動為課外組
首度舉辦，機會難得，更要來試一試。
本次比賽於 11 月 25 日下午 1:00-2:00 將
錄取 100 位同學在交誼廳比賽，比賽時間為
50 分鐘，比賽成績依照高低分取特優 3 名
佳作 4 名共七名，獎金 500 元至 3000 元不
等，且所有參賽人員皆可獲全人學習護照美
育點數 2 點。
報 名 方 式 請 於 10 月 26 日 ( 一 ) 至 11 月
18 日 ( 三 ) 於本校學生專區之校園活動報名
填妥報名資料後，始完成報名手續。注意參
賽人員當天請自行攜帶毛筆、墨水等書寫用
具，紙材 (4 開紙張，約 52cm*38cm) 由主
辦單位提供，格式不限直書或橫書。詳細資
訊請參考學校首頁公告華岡校歌校訓比賽辦
法。

唱團每兩年與華岡唱友團合辦一次音樂會。今
年更是致力於組建國際上流行的 Acapella 小
團，並且希望創新歷年來聖誕報佳音的形式，
發展為快閃活動，為合唱團注入新的活力。我
們希望透過對合唱音樂的探索，把真、善、美
的聲音傳送至各地，響應以音樂服務社會的號
召，承襲了光榮的傳統，朝著「振大漢之天聲，
傳中國之雅樂」這最高宗旨而努力。

發行人／張鏡湖

2016 年寒假文化大學特別
精心安排寒假旅遊團，歡迎
立刻預約報名講座！寒假旅
行包括柏克萊大學美西團 +
舊金山 + 拉斯維加斯 + 洛杉
磯， 美 西 精 華 旅 遊 共 28 日
及英國倫敦學記 + 週末牛津
劍橋走透透 + 花都巴黎四日
旅 遊 共 25 日。 另 外 本 校 推
廣部也推出「2016 美國暑期
實 習 Work & Travel」，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實
習，快速成為國際人！邊累
積工作經驗、邊賺取旅費，
還有一個月美國到處玩！實
習工作時間為暑假實習期間
從 2016 年 6 月 至 2016 年 9
月，對這兩類有興趣的同學
請立刻預約報名講座，每周
六上午 11 時 00 分，在山下
大夏館舉辦講座，歡迎來電
預約！
累積 23 年舉辦遊學的專
業經驗，今年寒假文化大學
再度推出多元化的遊學行

程。文化大學不但為遊學第
一品牌，且能提供團員最有
品質保障及安全的服務，本
次美西柏克萊英語營以及英
國倫敦遊學營，讓你 EASY
圓夢。專人接機服務及老師
陪同照料，讓你玩得盡興，
並玩得安心 !
全台正規大學遊學團，深
受老師、家長推崇。豐富遊
學行程，為日後留學暖身。
此外，其語文課程老師皆是
大 學 內 之 專 業 語 文 教 授，
採用活潑的國際語文教學方
式，使學員在無中文的環境
下，自然而然聽力大幅進步，
日常用語及發音也會越來
越道地。遊學是你未來留學
進修的最佳前哨站，也是你
深入認識一個城市的最佳方
式。歡迎和我們一起出發！
2016 年寒假文化大學特別
精心安排，柏克萊大學美西
團 + 舊金山 + 拉斯維加斯 +
洛杉磯 美西精華旅遊共 28
日及英國倫敦學記 + 週末牛
津劍橋走透透 + 花都巴黎四
日旅遊共 25 日。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
實習，快速成為國際人！邊
累積工作經驗、邊賺取旅費，
還有一個月美國到處玩！參
加對象英文程度中上，18 至

29 歲在校學生 ( 包含應屆畢
業生 ) 個性積極負責。虛心
受教，獨立包容，並取得父
母同意者。
暑假實習期間從 2016 年 6
月 至 2016 年 9 月。 工 作 地
點為美國遍布全美各州主題
樂園、度假村或旅館、餐廳
或賣場等。工作類型餐廳內
外場人員、廚房助手、收銀
員、售票員、銷售人員、房
務人員…等。
說明會時間與地點每周六
上午 11 時 00 分。在山下大
夏館舉辦講座 , 歡迎來電預
約！預約講座請洽有興趣報
名的同學可至台北市大安區
建國南路二段 231 號。也可
預約講座請洽電話 :
(02) 27005858
轉 8580~8585 李小姐
網址 :
http://studyabroad.sce.pccu.
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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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豪傑創辦人張其昀博
士與現代文藝特展」11 月 7 日舉辦開幕典禮，
本校張鏡湖董事長致詞時開幕說，「我今天非
常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報告，華岡博物館設
立於華岡學府創校之時。創辦人張其昀先生與
許多大陸名畫家往來密切，包括張大千先生、
孫家勤先生及歐豪年先生等，民國 51 年 3
月 1 日訂「創校旨趣書」，以「高等教育（大
學）學術研究（研究院）服務推廣（企業）三
者一體」，為興學創業之方針，採取「圖書館
與博物館」並重的原則，創設博物館之議。
華岡博物館曾經展出大型恐龍展覽，但因佔
地面積廣泛，將大型恐龍模型轉送其他博物
館，時至今華岡博物館則以書畫展覽為主，今
天在這裡舉辦這樣的一個特展，希望大家好好
看一看。」浙江大學特別致函：感念張創辦人
為浙江大學作出之重大貢獻。

浙江大學賀函

頃悉貴館即將舉辦「書生豪傑創辦人張其昀
博士與現代文藝特展」－我校深感歡欣，謹藉
此良機表達祝賀。
張其昀先生與浙江大學淵源頗深，他是竺可
楨先生在東南大學地學系培養第一批學生，在
學術思想上深受竺先生影響，其學卓然有成，
是中國人文地理的開山大師。竺先生任浙大校
長十三年間，張先生受聘為我校史地教授兼主
任、史地研究所所長，後又兼任文學院長，對
竺先生府輔佐甚多，1937 年抗戰爆發，我校
西遷辦學之際，張先生率人多次前往各地尋訪
合適的辦學地點。1940 年我校順利抵達遵義，
遷校之舉，張先生功不可沒，張先生到臺灣後，
創辦了中華學術院和中國文化學院，戮力推動
教育和文化事業，其心之堅，令人感佩。

今年恭逢先生 115 歲誕辰，貴館舉辦此展，浙
江大學感念先生為我校作出的重大貢獻，敬請
貴館向先生後人轉達我校的誠摯問候和由衷敬
意，並祝賀展覽順利舉行。
「書生豪傑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與現代文藝特
展」展出內容包括：一、張創辦人墨寶；二、
政黨元老墨寶：國父孫文、先總統 蔣公、嚴
家淦、蔣經國、張群⋯；三、文藝界作品：于
右任、柳詒徵、王雲五、董作賓、南張北溥、
渡海三家、郎靜山、傅狷夫、朱玖瑩、王則潞、
歐豪年⋯⋯等名家精品近百件，以彰顯創辦人
張其昀博士曉峰先生「中國文藝復興」之精神。
創辦人張其昀博士字曉峰，浙江鄞縣人，生
於清光緒 27 年（西元 1901 年）11 月 9 日，
逝世於民國 74 年（西元 1985 年）8 月 26 日。
先總統 經國先生〈褒揚令〉：「器識宏達，
學術淵博。嗣歷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教育部
部長、國防研究院主任等職，並創辦私立中國
文化大學。其生平遒為忠毅，操履清儉，而著
書之勤，育才之篤，耄齡無倦。」
張創辦人曾說 :「國格之提高，尤賴文化之

復興」，其一生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任，認為
「學術文化是國家的命脈，大學應該成為一國
學術文化的堡壘。」孔德成先生特贈書鐘鼎文
〈文化興邦〉、張大千先生亦書「春曉華岡麗
高峰泰岱尊」對聯一幅，以感佩創辦人從「一
介書生」「讀聖賢書」到「報效黨國」「幹國
家事」之職志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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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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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 24 企業簽訂合作 產學攜手 華岡躍升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人文、社會、
科技並重，系所完備，素有厚實的學術傳承。
有感於社會的快速變化及大學的社會責任，近
年積極發展產學合作，期能透過研發能量的整

合與資源的交流共享，擴大產業的效益及社會
的貢獻。感謝校友和企業的支持和投入，產學
合作推動有成，以共同發展開發技術與服務、
規劃課程與教學、提供實習機會等多元的合作

方式，培育國家發展所需的人才。今年校友返
校節特別安排產學合作簽約儀式，邀請合作的
校友與企業共襄盛舉，產學攜手，華岡躍升，
社稷永續。

2015 華岡校友返校節校友曉園前向張創辦人致敬
【文／李文瑜】2015 華岡校友
返校節參與校友們於曉園前向張
創辦人致敬，張董事長謝謝校友
們對母校的支持與回饋。
張董事長強調，這是一所具中
華文化之美的大學，張創辦人致
力建立一所完全大學創校超過 53
年，未來希望能夠為台灣教育盡

超過

月

11

多位校友蒞臨母校

日 舉 辦「 華 岡 傳 承、 名 山 有 愛 」 校 友 返 校 節

7 500

家企業產學攜手使華岡躍升

24

最大心力。
本校以發揚中華文化及學術為
宗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文
學、史學與哲學，近代西方文明
的優點在科學與民主，而中國文
化的振興必須「承東西之道統，
集中外之精華」，達到東方與西
方、人文與科學、藝術與思想、

理論與實用的全面結合。本校辦
學，人文、社會、科技並重，教
學與研究兼顧，以復興中華文藝
的華學基地自許，以培育五育兼
俱、學以致用的人才為己任，進
而建設一所國際性的完整大學。
本校以「質樸堅毅」為校訓，
「質」是質直，「樸」是樸實，

「堅」是堅強，「毅」是弘毅。
質直樸實，是實事求是的處事態
度；堅強弘毅，是精益求精的惕
勵期許。求實則不落空，求精則
不落後。辦學與求學，唯有求實
求精，方能止於至善，臻於教育
的最高理想。

企業名稱 合作系所

1

一二三視股
份有限公司

丹多爾國際
2
有限公司

舞蹈系

3 台一農牧場

動科系

4

台北中山雅
樂軒酒店

日文系

5

吉禾生技有
限公司

生科系

光磊國際版
6 權經紀有限
公司
【文／李文瑜】 中國文化大學於 11 月
7 日舉辦「華岡傳承、名山有愛」校友返
校節，約近 200 位校友返回母校，紛紛
趕回母校回憶那些大學青春的美好。本校
創校時第一屆文化學院研究所的同學則回
到母校，其中，最高壽 88 歲，譚光豫曾
任本校經濟系主任，其餘第一屆文大會計
室主任廖大林、佛光大學副校長退休楊啟
棟、張培士學姐、高準學長、前農委會主
委林享能學長，前市政系退休教授黃貴美
及安密邇學長。張鏡湖董事長特別接待校
友們，感謝他們對母校的恩澤。
張 鏡 湖 董 事 長 則 提 到， 本 校 創 建 於
1962 年，以發揚中華文化及學術為宗旨，
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文學、史學與哲
學，近代西方文明的優點在科學與民主，
而中國文化的振興必須「承東西之道統，
集中外之精華」，達到東方與西方、人文
與科學、藝術與思想、理論與實用的全面
結合。本校辦學，人文、社會、科技並重，
教學與研究兼顧，以復興中華文藝的華學
基地自許，以培育五育兼俱、學以致用的
人才為己任，進而建設一所國際性的完整
大學，謝謝中國文化大學的校友回到母校
感念母校與創辦人。

母校參與今日的活動，華岡是我們永遠的
家，歡迎大家常常回到母校，來看顧學
校，來關心學校。
李天任校長說，今年校友返校節首度邀
請華岡合唱團與華岡唱友會傳承與接棒文
化大學培育之情，特別舉辦「創辦人紀念
感恩音樂會」，該活動主要為華岡唱友會
主持大家獻唱，期待更多的社團校友匯集
更多的力量，讓我們華岡人的向心力凝聚
更強大的力量，壯大文化的校友會，回到
母校懷念種種。文大不停在成長，而文大
要變得更好，就是校友們的力量，未來，
學校不變的晨霧，不變的夕陽、不變的夜
景，不變的風雨則會永遠陪伴著我們，還
有不變的師生情誼亙古長久，謝謝每一位
華岡校友們，因為有你們，中國文化大學
才會持續茁壯強大。

金緻網路資
7 訊服務股份
有限公司

南一書局企
8 業
有限公司

法文系

資工系

地理系

工學院印刷學系林文清學長
捐贈水墨畫 34 件及水彩畫 31 件
約 180 餘萬元

關世傑將軍子嗣關家惟

美孚建設股
9
份有限公司

研發處

10

皇家護理集
團

中山
大陸所

11

律動國際音
樂有限公司

音樂系

財團法人資
12 訊工業策進
會

研發處

頂築工程顧
問有限公司

景觀系

贊助成立「華岡海洋研究發展中心」

本校與國內 24 家企業簽訂產學合作
李天任校長致詞提到，校友們回饋母
校，合計牽線國內 24 家企業與本校簽訂
產學合作，提攜文化的同學，使之無縫接
軌到社會環境，成為社會有用的人才，產
學攜手，華岡躍升，成為各行業的菁英人
士，很高興今年有許多來自海外校友回到

世傑將軍，其子嗣關家惟，現任萬壽興業
公司董事長，繼承父業，實踐父志，首年
將捐贈新臺幣 2 百萬元回贈給父親執教之
中國文化大學，贊助成立「華岡海洋研究
發展中心」，弘揚關世傑將軍畢生主張的
海洋興學、海洋救國理念，裨益了中國文
化大學海洋研究領域更上一層樓；大孝尊
親，他的善行義舉，更讓關世傑所長得以
名垂海洋研究發展史，光大留芳！

電機系

本校第一屆創立文大海洋系、所主任關

本校工學院印刷學系，林文清學長，民
國 78 年畢，深愛母校，熱衷參與校友團
聚盛會，今為回饋母校，藉此凝聚校友向
心力與認同感，於 2015 年 6 月份與高學
校友會聯合共同捐贈「方延杰先生繪中華
帝王像系列作品」水墨畫 34 件及「方延
杰先生繪畫作品」水墨畫、水彩畫及複合
媒材畫共 31 件，總價值 180 餘萬元。作
品將於明年 3 月份於華岡博物館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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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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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1，是一群由工
業技術研究院出來的專業技術團隊，公司產品銷
售主力在智慧型影像分析系統。一二三視開發出
來的應用設備，由整個系統到前端單一元偵測元
件，均能提供專業服務，目的在於使影像系統具
備智慧化。
丹多爾國際有限公司位於新北市土城區，主要事
業為手工藝術精品設計與教學，也從事咖啡杯、
馬克杯等生活用品禮贈品的設計販售、及手作材
料的批發零售。
台一農牧場，為台灣大型白肉種雞場。經營四十
餘載，秉持「管理用心，品質安心」的理念為台
灣提供優質雞肉。
台北中山雅樂軒酒店座落於中山區，致力於設
計、音樂及科技元素上的創新，時尚而別出心裁
的態度一如喜愛雅樂軒的人士富有創見而個性張
揚的特質。
吉禾生技有限公司 致力引進尖端科技研究設備，
協助研究者提昇研究效率，縮短研究時程，並減
少研究經費損失，達到最大效益。
光磊國際版權經紀有限公司（The Grayhawk Agency）由資深版權代理人譚光磊成立於 2008 年，
主力引進歐美圖書版權到繁簡中文書市，至今代
理書種超過三千種。除了版權引進，本公司亦從
2009 年起代理華文作家的國際版權。
金緻網絡資訊服務公司於 2010/7 月，由本校應數
系第七屆（68 年畢業）校友郭俊男所創立，是一
家以研發雲端服務為主的本土廠商，產品名稱為
「口袋碟」，研發的領域從早期的雲端空間演進
到 O2O 的實際運營！提供市面上最夯的線上影音
服務！
南一書局成立於 1953 年，專營中小學生學參考
用書，1993 年教科書開放民編，開始投入研發中
小學教科用書，2002 年南一成為全國唯一 12 年
一貫的教育出版公司。
美孚企業自 1973 年投身建築事業始，即以「至
善至美 誠信穩健」的理念從事城市塑景，營造質
地與氣度兼備的頂級建築，備受業界肯定。進入
21 世紀後，重新思考知識經濟時代『美孚企業』
競爭力的來源，將重心轉注於技術精進與服務整
合，期能保持企業活力，再創嶄新面向。
台灣面臨少子化及人口老化，長期照護機構因應
社會需求如雨後春筍般林立。互相削價競爭下，
導致照護品質堪慮、權益受損，故本機構由一群
有護理之家實務經驗及理念所發起，期望為失能
患者建立有生命力的優質護理之家。
律動國際音樂有限公司所設計的演出活躍於國內
外各式演出場合。擁有專業素養與豐沛的資源整
合管理能力，近年更積極且多元的與各式藝術工
作者合作，共同激盪出一次次令人驚艷的演出。
資策會於民國 68 年由政府與民間共同籌設。以
策進我國資訊科技之創新應用、協助發展知識經
濟、邁向全民資訊化社會等為宗旨，期達成推廣
資訊技術有效應用，促進資訊社會之健全發展、
建構數位經濟發展環境，帶動資訊產業之永續成
長之任務。
頂築工程顧問公司成立於民國 86 年 7 月，公司
集合包括景觀、建築、遊憩、土木、及都市規劃
設計等多元背景人才。“創造可供回憶的空間
(memorable places)”是我們對專業的基本承諾。
“綠色環境改造專業團隊”是我們與環境共生的
自我期許。

企業名稱 合作系所

14 敦煌書局

英文系

華碩聯合科
15 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韓文系

雅德娜有限
公司
16
(A-DENA
Limited )

俄文系

17

農友種苗股
份有限公司

園生系

18

新路山傳播
有限公司

國劇系

19

萬壽興業股
份有限公司

理學院

20

銘宇興業有
限公司

景觀系

遠音聯合業
21 務股份有限
公司

美術系

廖晏瑋建築
師事務所

建築系

23 樂活畜牧場

動科系

璞玉茶業有
限公司

俄文系

2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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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書局創立於 1952 年，創立以來持續開拓台
灣英語閱讀市場、引進優良出版品，也提供台灣
出版界的資訊予國際友人，使中外優良出版品相
互交流；身為出版業及書店業者，敦煌書局希望
能為台灣帶進更豐富的閱讀視野。
華碩憑藉著多元化產品線在市場的強勁表現，連
續三年蟬聯「台灣二十大國際品牌價值冠軍」，
未來華碩仍將秉守「追尋無與倫比」企業精神，
崇本務實的企業文化，持續不斷朝世界一流領導
企業的目標努力。
A-DENA is team of experts in the eLearning, surveillance industries and customer service. Always
Determined to be Efficient, New and Active. You will
find the flexible, reliable and appointed to long-term
relationship partner for your business. For our customer
we choose the best in their fields’ Taiwanese brands,
which proved over the time, that their products and
service can be trusted. We ensure that choosing us,
you choose partner who care about your business.
農友種苗公司以創造園藝新品種，研究種苗新技
術，生產優良種苗，開發種苗資材，提昇農業，
造福人群為創業宗旨。
新路山傳播有限公司創立於 1993 年 , 致力於電視
劇節目企劃製作等相關事宜，具備完整且專業的
執行經驗。近年除製作台灣本土電視劇外，也因
應市場需求及公司發展，結合資金、人員、媒體
等多方資源，製作大陸電視劇，頻創收視佳績，
膾炙人口，屢獲肯定。
萬壽興業股份有限公司由創辦人關世傑先生於民
國 68 年設立。主要代理國外海洋與造船產業之
船用設備。民國 78 年首度為臺灣第一座液化天
然氣接收站引進專用拖船隊以來，陸續為國內各
重要能源與工業港口提供最先進之碼頭與船舶設
備。並於民國 94 年始，為海巡與海軍等高速船
舶提供品質與性能最為優良之推進系統。
「銘宇興業有限公司」在設計界擁有 10 年的經
歷，跨足餐飲業則有近 7 年豐富的餐廳經營管理
經驗。旗下擁有「規劃設計部」及「餐飲服務部」
由於努力受到各界肯定，多次榮獲國家一級獎章
及獎項等，展現公司團隊強大的經營服務實力。
遠音聯合業務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2000 年，目
前為 POWER AVS 人體氣場攝錄儀亞洲區總代理，
致力於推廣 AURA SHOP 五大自然療法療程－能
量判讀、光能空間、脈輪芳香、共振音樂、水晶
平衡，冀引領大眾了解靈性彩光提升覺知，創造
身心靈平衡的最圓滿幸福。
廖晏瑋建築師事務所於民國 82 年 6 月間成立，
目前擁有 2 位建築師及約 20 位專業工作人員。
服務項目包括各項公共工程、科技廠房等，我們
的理念是掌握新建築時代的潮流脈動，更要尊重
自我的歷史與本土環境。
樂活牧場秉持著無毒、安心、新鮮與美味的理念
從事生產，為消費者層層把關，只給消費者最好
的放牧土雞肉。全程透明化，安心看得見完全無
用藥，健康有保障。
茶，是中國古老的文化。而在俄羅斯，喝茶文化
也是歷史悠久 !! 感謝 " 茶 " 這位和平大使，讓台灣
與俄羅斯有所連結，並搭起友誼的橋樑；我們希
望璞玉茶業能成為一個兩地交流之處，不論是遠
從俄羅斯來台商洽、旅遊的朋友們、或是對俄羅
斯文化感興趣的台灣朋友們，即便只有短暫的停
留，都歡迎前來這裡品嚐一杯 融合台灣及俄羅斯
風味的好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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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