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學務處 11 月 1 日
在興中堂舉辦華岡意象書法比賽，
發揚國粹，體現華岡精神。今年
學務處課外組特別邀請現任書法教
育學會評議委員黃偉中老師、書法
教育學會副理事長楊旭堂老師及書
法教育學會秘書長趙建霖老師擔任
評審委員。經過激烈評審，法律系
李彥璋同學獲得冠軍，可獲獎學金
5000元整。第二名為園生系劉宇軒、
第三名史學系魏菩芬，佳作則為美
術系四年級戴廷丞與美術系二年級
林奕辰。
　學務處今年第三年舉辦書法比賽，
學生展現大將之風，穩穩書寫出符合參賽者對華岡情感之字句，獲得評
審肯定，今年學務處於現場邀請三位老師現場揮毫指導，展現本校重視
中華傳統文化之風，也使校園充滿藝術氣息。
　此次參賽方式要寫下包括「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質樸堅毅」、
「美哉中華，鳳鳴高岡」、「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及「華岡
講學，承中原之道統」等五句有關華岡意象之字，參賽者紛紛也對這些
話表達其創作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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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重視中華傳統
文化，使得校園充滿藝術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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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三人男團王辰博、紀俊權及鄭康亮

　【文／李文瑜】文大國貿系在
「106 年度經濟部國貿局海外實
習表現績優，以《越南貿易行銷
實習計畫》，榮獲全國性競賽「大
學組第一名」、全商學程學生組
成的《供應鍊廠務經營管理》，
獲得全國性競賽第四名「大學組
佳作獎」。國貿系黃月霞副教授
和郭國誠副教授雙雙榮獲「最佳
指導老師」個人獎、國貿系 4A
鄒紹雯同學獨得「優秀個人獎」。
　國貿系黃月霞副教授指出，今
年貿易小尖兵赴新興市場實習計
畫實習成果發表競賽，各隊表現
優異，競爭激烈，今年總計有 23 
所大學，37 支隊伍，48 位指導老
師和 145 位國貿局選送公費生集
聚一堂參賽，本校師生能在此全
國性大賽中脫穎而出，表現傑出。
　黃月霞副教授說，學生前往越
南實習的兩支隊伍均在當地實習
超過二個月，體驗深，而努力的

過程，更是獲得當地台商肯定。
　「越南貿易行銷實習計畫」為
國貿系同學組成，涵蓋五家實習
企業，如越南久林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實習生為鄒紹雯和徐境君，
味丹國際 ( 越南 ) 實習生為英文
系 ( 雙主修國貿系 ) 胡安琪與麥哲
偉，興盛時代國際商貿有限公司
實習生為王宏嘉和林奇漢，以及

越南貿易行銷實習計畫全國性競賽「大學組第一名」

本校獲 106 年度經濟部國貿局海外實習

　【文／楊湘鈞】11 月 4 日中國
文化大學校友返校節有一別具意
義的活動：張鏡湖董事長與 55 年
前協創文大的莊萬里先生哲嗣莊
長江、女兒莊良有等家人，共同
在文大第一棟館樓大成館（其西
翼即萬里樓），為張其昀創辦人
親撰的「萬里樓記」牌匾揭幕。
是日華岡雖強風寒雨，卻更見溫
馨。
　張董事長說，當年創校時若沒
有莊萬里先生慷慨解囊捐款 200
萬元，就沒有現在的中國文化大
學，謝謝當年願意為教育奉獻心
力的每一個人，讓文大至今仍屹
立陽明山，培育 26 萬名校友。 
　校友返校節當天上午強風寒
雨，但莊長江伉儷、莊良有女士
等，仍堅持在牌匾揭幕儀式前先
往曉園（張創辦人夫婦墓園）致
意。他在隨後的紀念音樂會上致
詞說，若是父親莊萬里先生看到
文大至今的成就與表現，也會非
常開心當年捐款的決定；教育是

百年大計，謝謝張創辦人給父親
這樣名垂千史的機會，讓他們家
族有機會為台灣的教育盡一份心
力。
　為紀念莊萬里先生捐款協助創
立中國文化大學的貢獻，文大特
別於大成館大門口，設立張創辦
人親撰、詳載莊萬里先生捐款歷

史的「萬里樓記」牌匾，並於校
友返校節舉辦揭匾儀式。出席的
除了張鏡湖董事長與莊長江先
生，還有張海燕董事、莊良有女
士、教務長王淑音、學務長方元
沂、總務長施登山及眾多文大資
深校友，讓萬里樓記揭牌更具意
義。

細數旅菲僑領莊萬里先生協創文大貢獻
文大第一所建築物「萬里樓」紀念牌匾揭幕

勇奪台灣區「2017 青春最強音」冠軍

華岡意象書法比賽

　【文／李文瑜】文大觀光碩一
紀俊權、韓文系二年級鄭康亮及
推廣休閒系二年級王辰博同學參
與「2017 青春最強音」歌唱比
賽，組成三人團隊代表文化大學
與台灣各大學院校比賽，以「Fly 
out」獲得台灣總冠軍，同時獲
10 萬元獎學金，未來將代表全
台灣大學院校前往中國大陸與當
地大學院校競賽。三位同學表
示，將會全力以赴，希望爭取更
優秀好成績，也希望華岡師生能
多多前往他們的粉絲專頁加油打
氣。
　「2017 青春最強音」歌唱比
賽，已經踏入第二年，該比賽最
大特色是大專院校生 3 人組隊的
唱歌比賽，也不只在台灣地區比
賽，而是跟全中國大陸的學生比
賽。比賽規則先在高雄，台中，
台北，宜蘭舉辦海選，海選時是
個人的身分參賽，之後選出每一
所學校 3 個人海選時最高分數的
人組成一個團隊，代表該校 3 人

組的身分繼續比賽。
　10 月 29 號台灣總決賽時只有
12 所學校能晉級，中國文化大
學就是其中一個，首輪 12 所學
校都會唱一首歌，文大的同學第
一首唱的歌曲是「帥到分手」，
晉級第二輪，只剩六所學校，文
化大學在最終輪比賽中，拿下六
隊裡的冠軍寶座，獲十萬元獎學
金。
　雖然凡是晉級第二輪的 6 所學
校，都會去大陸並且跟大陸的 6
所學校繼續進行比賽，選出兩岸
總冠軍，而文化大學將會在 12
月 10 號去大陸進行下一階段的
比賽，文大王辰博、紀俊權及鄭
康亮表示，希望可以得到本校的
祝福，更希望成為台灣的驕傲。
　王辰博指出，目前雖未成立團
體的粉絲專頁，但三人都有各自
的粉專，希望大家能夠多多上網
給予鼓勵。Facebook : 王辰博、
紀俊權、鄭康亮。

「萬里樓記」

　萬里樓 爲中國文化大學第一所

建築物大成館西翼之樓名， 爲閩
侯盧毓駿教授設計，仿古代明

堂之規模，作四方形。西翼面

向大陸者，稱曰萬里樓，所以

紀念本校草創之初，首捐鉅款

之菲律賓僑領莊萬里先生，且

亦含有「海天萬里」與「萬里

河山」深長之用意。蓋欲使萬

千學子朝夕經行其下，仰瞻斯

樓，得以景慕僑賢萬里先生慷

慨援手之美意。

　而聯想所及，一則緬懷南

洋，海天萬里，我華僑華裔艱

難創業之精神與業績；一則西

望大陸，萬里河山，我炎黃子

孫復興中華之信心與決心，實

有無窮之希望在也。

法律系李彥璋同學獲得冠軍

鋒明興業 ( 越南 ) 實習生張伃伶。
　「供應鍊廠務經營管理計畫」
則由全商系同學組成，亦涵蓋四
家實習企業，如越南巨竹紡織 : 謝
昀臻與楊舒涵，振大纖維紡織：
陳玉玫、薛芊芊，國豐 ( 越南 ) 何
柏毅、池嘉栩、吳旻臻，及鋒明
興業 ( 越南 ) 顏如玉等共 15 位同
學。
　黃月霞副教授說，國貿局選送
學生透過此次海外職場學習之實
習經驗分享，讓國貿系與全商系
學生們有機會在即將踏出校園的
階段，認識全球化競爭越加激烈，
學生們不能再以封閉視野面對未
來職場競爭，唯有提早體會外派

人員生活，選定生涯目標，尋求
投資標的、創造人生多桶金的概
念深刻也落印實習生心中。
　郭國誠副教授則提到，這群實
習學生們均在實習間，強烈感受
到未來一定克服語言障礙、廣結
當地善緣、加強社交能，特別是
需要加強電商操作能力、注重新
興市場小語種學習、面對品牌客
人之英文溝通再強化等，都是日
漸茁壯貿易尖兵回流教育之重要
課題。這 15 位越南台商企業實習
生們皆期許保持學習心態、充實
自我，一棒傳一棒，棒棒相傳 - 分
享實習經驗，讓自己未來能夠持
續在國際貿易領域上成長茁壯。

第三名史學二魏菩芬第二名園生系劉宇軒

第一名法律系李彥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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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2017 年校友
返校節於 11 月 4 日在體育館舉
行，超過千名校友返回母校重溫
那些年在華岡求學之經歷。包括
文化大學第一屆研究所校友與外
交界華岡校友們均出席華岡人餐
敘盛會。張海燕董事致詞時提
到，因為有校友們的支持與精彩
的表現，中國文化大學屹立超過

五十年風華依舊燦爛，也因為有
校友們，每一年的校友返校節即
使在風雨中，依舊溫暖安心，歡
迎校友們多多回母校走走。
　今年出席校友返校節第一屆校
友們包括第一屆研究所、外交界
華岡校友聯誼會會長，政治碩林
享能、校友總會監事，政治碩黃
貴美、家政碩楊啟棟、三民主義

碩譚光豫及法律碩陳家驊。
　外交界華岡校友聯誼會齊聚台
灣駐外代表的華岡傑出校友們，
包括駐法國代表、駐海地大使、
外交部常務次長，政治碩畢業邱
榮男校友；駐索羅門群島大使、
駐波蘭、俄羅斯副代表、駐紐約
經文處副處長、俄文系友會會長
的俄文系詹秀穎校友；法文系第

一屆楊清源校友，曾駐聖多美普
林西比民主共和國大使；駐科威
特代表、駐拉脫維亞代表德文系
陳西忠校友；駐阿根廷、荷蘭代
表、駐教廷大使政治碩王豫元校
友，讓整場校友餐敘外交星光熠
熠。 

張董事長為畫冊撰寫序文 張海燕董事親任開幕式致詞貴賓
《中國文化兩岸融通 - 歐豪年書畫展》 出展幕後蘊藏三代溫馨交情

　【文／楊湘鈞 】歐豪年文化
基金會為推廣歐豪年美術教育，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於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5 日，與對岸國
家典籍博物館合作舉辦《中國
文化兩岸融通——歐豪年書畫
展》，中國文化大學董事張海
燕，將代表董事長張鏡湖於開
幕式致詞。
　歐豪年教授與文大張其昀創
辦人、張鏡湖董事長及張海燕
董事，已是三代交情。因此這
次歐教授應邀前往對岸屬於第
一級的國家典籍博物館展出書
畫作品，除了張海燕董事將代
表張董事長出席致詞，張董事
長也親自為歐豪年教授的畫冊
撰寫序文。
　為讓這次北京展覽的作品更
為豐富，歐豪年教授日前至文
大，親自監督打包當年捐給華
岡博物館的 78 幅作品，也向在
場的師生述說這段與張創辦人
一家四十多的交往互動的點點
滴滴，讓人聽來備感親切。
　迄今，歐教授仍保存著當年
張創辦人給他的所有聘書與書
信，文件彌足珍貴，背後的溫
馨人情更是無價。
　歐教授為響應創辦人張曉峰
博士興學之號召，於 1970 年起
應聘為文大美術系教授與系主
任、中華學術院華岡畫院主任、
哲士與華岡教授，已逾 40 年。
2005 年，歐豪年文化基金會捐
贈 100 幅作品給文大華岡博物
館，成立歐豪年美術中心，也
讓文大成為研究歐教授作品的
重鎮。

　歐豪年教授歷任孫中山紀念
館委員，致力闡爲中山思想學說
與中華文化於全世界，亦與文
大創校理念不謀而合。此次對

岸國家典籍博物館與文大華岡
博物館合辦歐豪年教授作品大
展，即富含推廣中華文化之意
義與願景。

第一屆華岡校友、外交界華岡校友聯誼會回母校

研究所第一屆校友 華岡外交校友們

　【文／李文瑜 】政府實施南向
政策以來，本校積極與印尼高中
學校交流，11 月 2 日有 28 所印
尼高中學校校長來訪，其中在印
尼頗富盛名的 Narada School 高

中每年至少送 4 名優秀的學生到
文大就讀，本校提供第一年免學
雜費。
　教務處招生組李家儂組長提
到，為推廣南向政策，多次前往

印尼了解當地中等教育現況，與
當地高中校長爭取來台灣交換的
名額，鼓勵學生來台灣學習，擴
展視野，經過一年的努力，印尼
不少中等學校都願意與本校建立

合作關係，這是很大的進展，未
來也希望印尼學生能在台灣深度
學習，並能讓台灣學生有機會與
印尼學生共同學習，開啟文大學
生國際視野。
　李家儂組長說，由於台灣高校
有不少印尼學生，在台灣若能有
更好的語文交流，會吸引更多的
印尼學生來台灣學習，這是很好
的交流方式，透過積極的合作速
度，為雙邊創雙贏，更有助深化
印尼與台灣雙邊合作關係。

印尼高中校長團二訪文大　簽交流合約

印尼優秀生就讀　文大免首年學雜費

2017 年梅花旗大學棒球賽 文大棒球隊奪隊史第 13 冠　
兩度達成 3 連霸　史上最優強隊

　【文／李文瑜 】中國文化大學
棒球隊 10 月 19 日拿下 2017 年
梅花旗大學棒球錦標賽決賽，以
6 比 5 擊敗國立體育大學，拿下
隊史第 13 冠、完成 3 連霸。文大
棒球廖敏雄教練則獲得最優教練
殊榮，林安可獲得最有價值球員
及最佳投手獎，而最佳打點獎則
由施冠宇拿下。
　廖敏雄教練指出，梅花旗三連
霸我們做到，文化大學棒球隊更
兩度達成三連霸史上最優隊伍，
根據梅花旗舉辦 19 屆以來，文化
大學總計奪下第 13 座冠軍盃，謝
謝球迷的支持，更謝謝文化大學
及全球人壽的支持，因為，大家
的鼓勵是球員們奮鬥的動力，往
後的賽事也請各位繼續支持文大
美孚隊。
　文大棒球隊自民國 52 年成立至
今已有 54 年歷史，棒球隊創立者
體育系第二屆學長同時也是美孚
建設董事長彭誠浩先生，數十年
來持續不斷地支持文大棒球隊，
除曾擔任中華棒球協會理事長
外，今年更高票當選亞洲棒球總
會會長及 WBSC 棒球部第一副會
長，並被任命為 WBSC 副會長，
成為首位華人副會長，世界棒壘
總會（WBSC）會長法卡利在場

祝賀。
　彭誠浩校友表示，亞洲棒球總
會（BFA）將是世界棒壘球總會
（WBSC）最可信賴的工作夥伴，
未來將持續分擔國際賽的舉辦
外，協助推動兒童棒球，讓更多
新一代族群認識棒球、熱愛棒球，
享受棒球。
　彭誠浩董事長現任本校文大校
友總會名譽理事長。彭誠浩董事
長說，從中華民國棒球協會到亞
洲棒球總會，自己已在棒球界已
經耕耘 60 餘年，總算踏上這最高
殿堂，「如果說這是成就的話，

這是屬於大家共同努力而來的成
就。」彭誠浩當選WBSC副會長，
賴院長等人到場祝賀，遠在日本
的王貞治也透過影片給予祝福，
期許彭會長能讓棒球成為世界級
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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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精神堡壘，亦是多年來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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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這一切成果，都得歸功於創辨人

張其昀先生的體育理念。近半世
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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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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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報答創辦人
知遇之恩。
　文化大學棒球隊成立至今經歷
了無數的戰役，培養出國內棒壇
眾多的菁英、職棒選手及基層教
練，可說是國內傳統的大專隊伍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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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贊助棒球隊，現任美孚建設
董事長的彭誠浩是催生文大棒球
隊的幕後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