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華岡校友返校節  張董事長推薦《俯仰》 
齊聚百位資深校友 李校長期許文大發展經營 萬萬歲

　【文／李文瑜】張其昀創辦人
紀念暨感恩音樂會，在大孝館 8
樓柏英廳舉行。今年有超過百位
校友出席，重頭戲就是前理學院
劉廣英院長發表《俯仰—中華民
國政略家張其昀傳記》新書。張
鏡湖董事長說，創辦人著作等身，
一生出版專著 200 餘種，中文論
著約2300篇，英文論著107篇，
對推動教育與文化的發展，貢獻
卓著。
　李天任校長指出，創辦人創立
中國文化大學，培養許多文化校

友，今年第一屆最資深校友逾 90
歲，第二位 86 歲，都是行管系校
友，其他參與校友累歲超過萬歲，
希望文化大學未來經營也如校友
們累歲加計達「萬萬歲」。
　張董事長在近一個小時的專題
演講中，主述創辦人學術成就和
教育理念。他提到，1941 年創辦
人獲政府資助，主編《思想與時
代》期刊，闡釋中西文化與歷史，
撰稿者除浙大教授外，尚有西南
聯大、中央大學等校學者，發刊
後洛陽紙貴，至一九四九年始停

刊。近年浙江大學又選擇其中若
干篇重新複印出版，顯見大陸對
張創辦人相當重視。
　張董事長提到，創辦人師承恩
師浙江大學竺可楨校長，獲竺可
楨校長邀請赴浙大創辦史地系，
雖當時戰火仍頻，仍為浙江大學
全力延聘良師，成立第一批碩士
研究所，當時浙大學術水準之
高，被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譽為東方劍橋，當時
史地系研究生日後當選為中國科
學院院士者有六人之多。這幾年

2016 校 友 返
校節近百位校
友返回母校參
加活動，11 月
5 日一早校友
們齊聚曉園，
向張創辦人致
敬，感念一代
教育家為中國
文化大學的奉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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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楨校長日記已逐漸被大陸官
方重視複印出版，其日記書寫許
多創辦人事蹟，顯見竺可楨校長
非常重視創辦人的學術表現。
　劉廣英院長說，張董事長多次
提到，大陸已有創辦人專著，台
灣卻沒人重視，相當可惜，他耗
時一年半的時間，鑽研創辦人的
專書與日記，若遇不理解的段落
或事蹟，則貼身錄音採訪張董事
長，務使本書更具完整與真實。   
　張董事長說，《俯仰—中華民
國政略家張其昀》，是國內第一
本，更是兩岸三地撰寫最清楚紀
實的一本張其昀傳記。
　張其昀對推動教育與文化的發
展，貢獻卓著。母校南京大學為
他建一紀念堂，陳列著作，以表
彰他「學海淵深，赤心報國」的
貢獻。迄今，在臺灣和大陸地區，
以張其昀及其學術思想作為研究
對象者，單篇論文已逾 200 篇，
專書出版數冊。
　張董事長也提到，創辦人是全
神教的信仰者，全神教強調眾神
平等。他解釋，西方宗教包括猶
太教、基督教、希臘正教都是「人
格神」的一神教。而中國的儒教、
道教和佛教是「非人格神」的多
神教，「道並行而不悖」。西方
世界中古時代，宗教戰爭不斷，
十字軍多次東征即是一例。但中
國則自秦漢以來，宗教可以互相
尊重和平共存，鮮少有宗教戰爭。

　「什麼是華岡人的風格呢？本人以為這是由

於天時、地利、人和三者培育而成的。前人有

詩云：「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

又云：「江山重複爭供眼，風雨縱橫亂入樓。」

風雨縱橫，便是華岡氣候的特色。

　華岡是世界上一所最美的學府，人所共知，

不待多說。可是有一位詩人稱華岡為「咆哮山

莊」，有時風狂雨驟，驚心動魄，那是事實，

而為諸君所親自忍受的。可是我看諸君所寫的

回憶，繫念最深的不僅是春花秋葉，明月清風。

尤其是華岡的風和雨，茲當離別在即，彌切風

雨連床之感，古人云：——中華民國政略家張

其昀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本人以為這是有深

長的意義在那裡面。華岡給予諸君的，乃是一

種精神，那就是艱難創業的精神，興於憂患的

精神，在逆境中挺然而立的精神，不為環境所

克服轉而克服環境的精神。華岡人不是花房裡

的裝飾品，經不起風吹雨打。我們乃如歲寒松

柏，備嚐艱苦，櫛風沐雨，胼手胝足，與大自

然風雲變幻為伍，本著校訓「質樸堅毅」的精

神，隨時準備犧牲奮鬥，再接再厲，百折不撓，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深信最後勝利和成功，

一定是屬於任重道遠的志士仁人。

　總結起來，一位華岡人，都應該具備華岡人

的風格，析言之，第一要有大無畏的精神，第

二要有力求上進的精神，第三要有遠大眼光與

文藝修養。能知此義，而躬行實踐，夙夜精勤，

孜孜不懈，以期造成母校優良的學風和傳統，

那麼華岡才不愧為中國文藝復的一個發祥地了。

市政系第二屆校友 11 月 8 日重返母校拜訪師長

　【文／李文瑜】「回母校指導
有興趣的學弟妹自己動手染出一
條布的感動，是很棒的！」化學
系畢業王道隆學長今年選擇在返
校節前夕，以「陽明山的古老產
業 — 藍靛＆染之體驗」開課，
介紹陽明山的古老產業，藍染技
術，透過自然植物的沉殿與混
合，設計與綁染，動手作出最天
然的手布作，吸引近 20 位師生
參與。
　王道隆學長指出，藍染可說是
陽明山的古老產業，從古老植物
萃取，提煉藍靛顏色，透過技巧
變化，讓一塊簡單布作充滿設計
風味感。這是在華岡化學系就讀
吸取的養份，成就現在尊重自然

的開始。
　王道隆學長指導現場師生從認
識染料植物開始，染液的製作，
染布的技法等，讓失傳百年的藍
染技藝在得以親身經驗，現場師
生相當開心有機會自己動手染出
一條布作。
　王道隆學長也指導藍染染液的
萃取方式，加入素材進行化學變
化，從綠葉搗取綠汁，一直動手
滾晃沉澱，藍色慢慢顯現，靜置
兩到三天，再將布放進染液中浸
染，如此才能把把布染成藍色。 
  王道隆學長為讓同學親身感受
布作樂趣，也特別帶來藍靛提供
現場參與的師生染布，每一個同
學拿布合影，相當開心。

　【文／李文瑜】觀光事業學系
歡慶成立五十年！ 11 月 5 日盛大
舉辦 50 週年系所友回娘家，各屆
觀光系校友齊聚，共同憶起那些
年在華岡雲霧翹課好時光。
　今年參與者包括現職與歷屆師
長，欣傳媒董事長，也是系所友
會凌瓏會長、盧惠莉系主任以及
在各學術單位擔任總經理、董事
長、教授等的前輩們，李天任校
長與吳青松院長也蒞臨現場致詞
合影。
　活動現場設置 50 週年拍照打卡
抽機票活動，加入趣味 Bingo 遊
戲，讓與會者可以抽華航、長榮、
東航、菲航的機票、廣角鏡頭、
飛機模型、50週年紀念手提袋等，
緊張又歡樂的氣氛讓現場歡笑不

斷。會場內有還有勇奪好幾次冠
軍的觀光系壘球隊、系學會一同
來與學長姊們交流，吉他懷舊歌
曲表演。
  系所友學長姊回憶起學生時期
的求學記憶，點點滴滴都是美。
包括「以前學餐的哨子雞腿飯真
的超好吃」、「颱風天的文化到
處都是瀑布」、「無敵好玩的迎
新宿營」、「超熱血的大觀盃」、
「山在虛無飄緲間，雲霧從教室
左邊進來，同學從右邊教室離開
翹課」。
  此外，場內更準備美味豐盛的
餐點提供及觀光系獨有的「產學
咖啡廳」在現場為大家調製飲品、
製作小輕食，活潑溫馨的氣氛讓
活動充滿朝氣。

觀光 50 暨系所友回娘家
文風觀昔、化雨光景 憶昔大學青春回憶

校友們動手  染出險失傳藍染布
化學系畢業王道隆學長回母校指導教學

創辦人民國 57 年 6 月 15 日張其昀以《華岡人之風格》對畢業生講話內容

華岡人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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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張大千先生「關
門弟子」、國民政府北伐時期五
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將軍幼子孫
家勤，曾擔任文大藝術學院美術
系教授，師生獲益匪淺。孫教授

夫人孫趙榮耐女士 11 月 5 日更親
自將張大千先生指導孫家勤教授
繪製的敦煌描稿等珍貴藝術文物，
贈與華岡博物館。華岡博物館也
配合策劃《大風馨傳—孫家勤教
授繪畫展》，展期至 2017 年 1 月
13 日，展出 70 件孫家勤教授作
品。
　孫家勤出身軍人世家，因早慧
書畫而棄「少帥」身份，隨侍大
千先生「苦求」藝術，力作橅敦煌
六代三唐以來壁畫，成為大千先
生晚年重要畫藝傳人。大千先生
曾言，「晚得此才，吾門當大」。
　孫家勤與文大淵源極深。創辦
人張其昀博士於 1962 年創校之初
即設立美術系，亟欲延攬禮聘孫
家勤先生，然 1963 年孫教授拜入
「大風堂」門下，隔年毅然負笈
巴西，並成為大千先生所建的八
德園「關門弟子」。
　孫家勤「學益大成」後，國際
畫展邀約不斷，畫名遠播海內外。
1977 年大千先生返國定居「摩耶
精舍」後，孫家勤也逐漸將重心
轉向國內。1982 年文大禮聘孫教
授為藝術研究所客座教授、1996
年為藝術學院美術學系教授，文
大師生獲益匪淺。
　孫夫人誠心念其夫與文大深厚
情誼，特別將張大千先生指導孫

家勤教授繪製敦煌描稿等珍貴藝
術文物贈與文大華岡博物館。孫
夫人致詞說，「孫家勤生前對文
大有一份特別的情感，無論是創
辦人張其昀，或是張鏡湖董事長
都對先夫器重有加，使我每次返
回文大有如返回娘家」。
　李天任校長謝謝孫夫人的慨贈，
華岡博物館結合科技傳播，將藝
術傳播發揚光大，藝術作品需要
珍貴保存展覽，更需要透過現代
科技傳播，讓更多人親近藝術之
美，珍貴情誼延續文大與孫老師
間深厚的師生情，讓更多後輩欣
賞孫家勤老師的精彩藝術人生。
　展出 70 件孫家勤教授繪畫重要
作品中大千先生題款，如〈榭樹
雙猿〉、〈八德園孤松頂〉；張
大千先生與孫家勤教授共同合作
之敦煌壁畫粉本，如〈安西榆林
窟第五窟文殊菩薩赴法會像〉、
〈安西榆林窟第五窟普賢菩薩赴
法會像〉；館藏張大千和孫家勤
書畫作品，如〈春曉華岡麗 高峰
泰岱尊〉、〈紫藤〉等。
　展出作品年代上自北魏以至現
代，內容包括山水、人物、花鳥，
涵蓋傳統工筆、寫意與現代繪畫
風格，呈現中國繪畫多樣與豐富
性。

孫家勤繪製敦煌描稿 孫夫人趙榮耐親贈華岡典藏
大風馨傳繪畫展出 70 件孫重要作品  李校長 : 讓更多人親近藝術之美

孫家勤教授 自題新詩

我們不是芬芳的幽蘭
也沒有牡丹的富貴

我們只是路邊的野草
盆邊的野花沒有引人的香氛

也沒有鮮豔的色澤
很少人知道我們的名字

但  只要石隙磚縫
    一點小土
    一絲陽光
    一滴雨水

我們就快樂的綻放
開花結果

高唱著生命之歌

　孫家勤教授對生命真愛的謳
歌與在藝術創作中抒發情感的
表現，雖然只是路邊的野草，
沒有芬芳，沒有富貴，沒有豔
麗的色彩，但只要一點、一絲、
一滴的土、陽光、雨水，便可
綻放出快樂的花果和「高唱著
生命之歌」。

孫家勤   仿周昉簪花仕女圖卷 張大千 ( 書法 )    孫家勤門生序

孫家勤   牡丹鷹犬

　【文／李文瑜】今年文大棒球
隊奪獲 2016 年全國大學錦標賽
冠軍，廖敏雄教練更獲最佳教練
獎，由本校董事張海燕、校友總
會名譽董事長彭誠浩親自頒獎。
今年本校女籃隊表現傑出，再度
拿下 2016 年全國大專女子籃球隊

冠軍，成為本校女籃隊第 17 面冠
軍獎牌，由張海燕董事頒獎。
　彭誠浩董事長並感謝創辦人高
瞻遠矚支持體育，文大棒球隊是
他心目中最厲害的棒球隊，如今
文大棒球已成為代表華岡的運動
文化，更是文化大學推展體育運

動的精神堡壘，也是多年來校友、
師生與職員工們共同護持的愛心
結晶，為系、為校、為社會、國
家爭光，帶動全校的運動風氣，
凝聚華岡師生團結的向心力。
　彭董事長表示，近三十年來，
華岡棒球隊員相繼為國、為校、

爭取相當多的榮譽，帶動社會棒
球運動推展的指標，也成為社會
體育運動的領導菁英。華岡棒球
人代代相承維持學術兼修的教育
品質，希望未來學弟妹持續發光
發熱，報答創辦人對體育教育的
貢獻。

女籃 棒球奪冠表現優異   感謝創辦人高瞻遠矚支持體育

　【文／李文瑜】2016 年校友
返校節，特別舉辦華岡萬歲餐
宴，李天任校長說，感謝校友們
盛情出席，更感謝每場主持費
超過百萬的「百萬主播」李傳偉
校友義務回母校主持餐會。名為
萬歲餐宴，就是希望母校經營萬
萬年，更期盼華岡校友們健康百
歲，年年回母校團聚。
　現任東森雲董事長李傳偉，也

是國內知名主播，畢業於新聞
系，從主播台轉戰新媒體市場，
表現優異。他說，今年回母校主
持相當開心，看到許多第一屆校
友們在社會上優異表現，更看到
年輕一代，包括棒球隊與籃球隊
傑出表現，這是傳承，更是發揚，
傳承過去的美好，發揚華岡的質
樸堅毅校訓優質精神。
　華岡萬歲餐宴成立目的是為邀

請資深校友共襄盛舉參加校友返
校節活動，除緬懷創辦人，並與
董事長、校內師長餐敘、相互關
懷，以凝聚校友情感與向心力。
目前全球校友會組織活動熱絡，
華岡人情誼愈來愈凝聚，全球海
外共 38 分會，國內 20 個地方分
會，系所友會共 65 個。
　李校長並宣布 2017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19 日，校友總會將於

奧地利維也納舉辦第八屆全球
校友年會，歡迎校友踴躍報名參
加。
　校友總會副理事長、第一屆校
友會會長、建築系畢業的黃有良
學長說，今年第一屆的同學就來
三桌，顯示大家都很盛情，希望
大家能夠持續關注學校，學校也
永遠是最溫暖的娘家。
　

華岡萬歲餐宴 
百萬主播李傳偉主持  李校長盼校友年年回母校團聚

大風馨傳  孫家勤教授繪畫暨捐贈展海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