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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燕董事：校友返校節凝聚華岡人團結的力量

紀念創辦人路跑好天氣 徐興慶校長鳴槍起跑

 【文 / 李文瑜】文大張海燕董事出席校友餐
會時致詞說，文大創校歷史悠久，創辦人創立
之始即以培養人才，以人為本，重視人才的培
育，華岡人這個名稱即由張創辦人提出，代表
美哉中華，鳳鳴高岡。
  張海燕董事說，校友返校節有三意義，包括

傳承、飲水思源及影響力，代代傳承華岡人的
力量，透過返校節舉行，校友們返回母校憶當
年求學初衷，飲水思源，更能凝聚華岡人團結
一起的力量，形成影響力，為社會注入正面的
能量。
  張海燕董事引用創辦人在著作《華岡理想》

一文中提到，「很多事情都是先有思想和觀
念，經全校師生辛勤耕耘，共同努力，從而開
花結果，由理想而成為事實。」華岡的校史就
是一部不畏難、不憚改的歷史，華岡人的故事
就是一段又一段孕育人才的故事，敬邀未來的
學弟妹一起把華岡人的故事接棒寫下去。

  【文 / 陳秀巧】今年紀念創辦人路跑活動 11
月 6 日在大恩前廣場舉辦，適逢好天氣，一掃
幾天前的陰雨，全校多名師生參與這個盛會，
由運健系健身有氧隊的同學帶領熱身，在徐興
慶校長帶領下為創辦人路跑鳴槍起跑。
  徐興慶校長說，文大對於體育相當重視，而
身體健康為一切的基礎，今天路跑帶有多樣意
義，呼籲各位師生有機會要多加運動，希望師
生能更加重視自身健康。
  今年路跑前三名教職女分別為張喬婷 ( 地學

所 )、陳起鳳 ( 土資系 )、李曉萍 ( 運健系 )。
教職男：周昆炫 (地學所 )、林政良 (總務處 )、
柯智文 ( 國際處 )。
  一般學生男：吳宇楷 ( 國企 )、邱子弦 ( 觀
光)、陳峙勳 (生科)及一般學生女：白芷瑞 (森
保 )、張琪琳 ( 文學 )、徐妤欣 ( 大氣 )。
  公開學生男：楊育愷 ( 體 1b)、羅文佑 ( 體
1b)、江炳瑩(技國)。 公開學生女：游涵伊 (體
1) 李佳 ( 運健 4)、徐慧君 ( 體 1b)。

  【文 / 李文瑜】金鐘導演鄭文堂，文化大學
戲劇系影劇組畢業，11 月 4 日帶領《鏡子森
林》劇組蒞臨文化大學首播，邀請本校新聞系
學生觀看，並探討當記者的酸甜苦辣。
  鄭文堂導演說，他也是文化大學畢業的校
友，當時念書時還沒曉峰紀念館，在大學時代
就閱讀大量劇本，培養紮實的文案能力，走進
社會後，更開始學會聽故事，講故事，同學一
定要好好把握機會學習。
  鄭文堂導演表示，文化大學這一場見面會，

是在巡迴各大學的見面會中劇組人員最齊全
的，包括自己女兒鄭宜農，也是擔任該劇的幕
後重要配樂者，更在該齣戲裡有重要的演出，
正是對自己就讀的大學有一份情感，所以更看
重此次的見面會。
  鄭文堂導演出生於宜蘭，是台灣著名的獨立
電影工作者之一。文化大學戲劇系影劇組畢
業，曾加入綠色小組三個月，後來從事電影編
導。
  電影曾榮獲「威尼斯影展影評人週最佳影

片」「優良劇本」、「最佳台灣電影」及
2010 年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等獎項，並
入圍南特影展；2010 年 8 月接任宜蘭縣政府
文化局局長，並於 2013 年 3 月 31 日離開宜
蘭縣政府、重回影視圈。
  《鏡子森林》經過九個月的拍攝，今年 12
月 1 日將在民視播出，分三季播出，參與演員
包括楊謹華、姚純耀、侯怡君、柯淑元等實力
派演員。 

  【文 / 李文瑜】由僑委會主辦、
108 年印尼、菲律賓、越南及柬
埔寨四國華校校長團於 2019 年
11 月 14 日參訪本校。本校徐興
慶校長、郭國誠國際長及海青班
師長與來訪四國、32位華校校長、
師長們親切座談，期待未來開展
校際合作、交流事宜。
  當日恰逢本校華岡大講堂活動
及與日本長崎大學締結姐妹校締
約日，徐校長親自接待東南亞四
國的華校校長，介紹本校師資、
教學資源。徐興慶校長指出，文
大自建校 57 年以來，全球校友已
達 27 萬人，其中更不乏有 20 位
大學校長，包含今年 2 月上任的
台灣大學校長管中閔校長，為本
校經濟系畢業校友，60 位政府官
員、國會議員；台灣每 100人中，

就有 1 人來自文化。
  四國校長團團長、來自越南的
李政達董事長說，感謝僑委會促
成此次成功參訪，深感中國文化
大學美麗的校園環境、優異的師
資、教學資源與熱情接待。期待

未來能夠在華語教學、海青班等
各個方面加強合作，並且推薦學
生到文化大學就讀。
  郭國誠國際長、海青班師長先
後介紹本校各類學程、國際雙聯
學程、交換學生計劃及海青班，

並請來自印尼等四國的本校國際
學生分享來台生活、就學心得體
驗。參訪團校長對雙聯國際交流
合作計劃提出問題、期待與文大
合作、為東南亞學生提供更多的
就學機會。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2019 校友

返校節，逾兩百位校友出席盛會。徐興慶校
長致詞表示，文大從篳路藍縷到如今卓然有
成，背後除有賴許許多多對文大、對學生無
私奉獻的師長的努力，更重要的是有著逾廿
六萬校友的堅實支持與回饋。
  徐興慶校長說，他就任校長以來，即致力
推動各項校務革新及致力國際化。具體成果
包括：獲財團法人「One Asia Foundation」
補助國際講座、成立首個校級研究單位「東
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並與大陸、日、韓、

越十二所大學簽訂學術研究合作協議，為國
內東亞學研究樹立重要里程碑。
  此外，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徐興慶校長指
出，從今年 9月開始，積極推出大型高素質、
匯聚世界級大師的學術論壇「華岡大講堂」，
以實踐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承東西之道統，
集中外之精華」的教育理念，及董事長張鏡
湖博士，敦聘名師、為師生提供優質「教與
學」環境的願景。
  徐校長說，「今天的華岡沒有風沒有雨，
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從我們的黃理事長這

個校友會理事長以來，領導有方，今天帶來
一個非常好的好天氣，寓意好彩頭，我們希
望未來整個校友總會在黃理事長的領導之下，
充分與母校合作攜手並進，一起再創文大的
另一個高峰。」
  文大張海燕董事出席校友餐會時致詞說，
文大創校歷史悠久，創辦人創立之始即以培
養人才，以人為本，重視人才的培育，華岡
人這個名稱即由張創辦人提出，代表美哉中
華，鳳鳴高岡。

文大校友返校節校友歡聚　

戲劇系影劇組畢業金鐘導演

印尼、菲律賓、越南及柬埔寨四國華校校長團參訪文大校園

徐興慶校長：校友的支持與奉獻 成就精彩華岡校史

鄭文堂校友：好好念書把握機會學習是累積實力的根基

2019 華岡校友返校節參與校友們於曉園前向張創辦人致敬
今年逾 200 多位校友返回母校，回憶那些年的青春，更在活動一開始，紛紛前往曉園向張創辦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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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靜山與張大千藝術展 展出 91 件組作品 華岡領航人故事展

培英計畫

  【文 / 李文瑜】今年欣逢 11 月 9 日張創辦人
其昀博士（1901.11.9~1985.8.26）119 歲誕
辰，並為慶祝 2019 年校友返校節歡迎校友返
校，華岡博物館特別舉辦〈郎靜山與張大千藝
術展〉，紀念創辦人期許本校「有如百花競放，
盡善盡美，使華岡成為文藝復興一個重要根據
地」之理想。徐興慶校長指出，在本校一年一
度校友返校節的慶祝盛事，舉辦該展覽，彰顯
創辦人創辦本校期盼以教育培育建國人才並發
揚中華文化，董事長繼承創辦人之理想。
  徐興慶校長說，中國文化學院民國 69 年正
名為「中國文化大學」，今年正好是第四十年，
11 月 9 日正是創辦人 119 歲誕辰紀念日，各
位嘉賓的蒞臨，對本校而言誠如創辦人所說：
「有如百花競放，盡善盡美，使華岡成為文
藝復興一個重要根據地」。當年大千先生手書
「春曉華岡麗  高峰泰岱尊」的對聯為張創辦

人賀八十大壽，創辦人同年又榮膺總統府資政
之殊榮，同年也獲得郎靜山先生亦親書慶賀本
校「正名」之作「群峰聳翠」。 
  徐校長提到，創辦人則曾手書〈遺愛長在〉
以表達對郎靜山先生之捐贈之謝忱，暨頒贈張
大千先生名譽哲士學位，讚譽大千先生「振千
年之頹勢，開藝苑之新局」，今天博物館舉辦
「郎靜山與張大千藝術展」，除了見證創辦
人與郎老和大千先生之情誼外，亦緬懷創辦人
〈遺愛長在〉以及發揚現代中國文藝復興之精
神以為創辦人祝壽。
  郎靜山先生（1892 － 1995）與張大千先生
（1899 － 1983）同為中國現代藝壇大家，張
大千以中國書畫揚名海內外，郎靜山則以現代
攝影聲斐國際，共通之處皆以傳統藝術精神創
造現代藝術的崇高精神。兩位大師之藝術精神
與創作表現，正是創辦人發揚現代中國文藝復

興之理想。
  民國六十九年，張大千先生手書〈春曉華岡
麗 高峰泰岱尊〉對聯恭賀張創辦人八十大壽，
同年郎靜山先生創作〈群峰聳翠〉恭賀本校正
名為中國文化大學。民國五十七年，創辦人則
手書〈遺愛長在〉表達對郎靜山先生捐贈之謝
忱，暨頒贈張大千先生名譽哲士學位，並撰寫
〈張大千先生頌詞〉，讚譽大千先生「振千年
之頹勢，開藝苑之新局」、「融匯中西，橫絕
古今」、「不愧為曠世奇才，當代大師」。 
  此次展出郎靜山捐贈攝影 59 件、祝壽書畫
24件，以及大千與溥心畬合繪山水十二冊頁、
孫家勤教授夫人孫趙榮耐女士捐贈大千敦煌粉
本複製 7 件等共計 91 組件，期盼彰顯創辦人
與郎老和大千先生之情誼外，亦緬懷創辦人
〈遺愛長在〉以及發揚現代中國文藝復興。

  【文 / 李文瑜】展現校友成功典範故事、每
年 11 月舉辦的華岡人領航故事展，今年持續
舉辦，共有全校 12 個學院 25 個學系推薦總
計 28 位優秀校友。徐興慶校長親自在校友返
校節當天，頒發感謝狀給每一位典範校友。
  28 位優秀校友：志邦企業陳明宏董事長 ( 地
學系 )、安口食品機械公司歐陽禹董事長 ( 園
藝系 ) 、新竹縣楊文科縣長 ( 土資系 ) 、台
北市東山高中邱瑞吉前校長 ( 體育系 ) 、特柏
資訊公司沈如山總經理 ( 應數系 ) 、喜瑪拉雅
自然文明保護協會楊文德理事長 ( 會計系 ) 、
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管理組高文婷組長 ( 建築碩
博 )。

  光電科技工業協進會賀煥湘資深經理 ( 韓文
系 ) 、興合力建築團隊林弘正總經理 ( 市政
系 . 政治碩 ) 、柬埔寨首都雙語國際學校王淑
姿顧問 ( 舞蹈系 ) 、育達科技大學黃榮鵬校長
( 觀光系 ) 、熱浪新媒體 UP 直播葉冠義執行
長 ( 經濟系 ) 、民生科技傳媒公司虞煥榮負責
人 ( 新聞系 ) 、世強化學製藥公司柯俊如副總
經理 ( 畜牧系 ) 、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蕭家福負
責人 ( 建築系 ) 、衍義國際法律事務所蘇錦霞
律師所長 ( 法律系 ) 、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
公司鄭淑芬資深副總經理 ( 紡織系 )。
  瀚翔景觀國際公司盧胤翰負責人 ( 造園系 ) 
、無印良品梁益嘉執行役員(兼台灣、菲律賓、

印尼掌管 )( 日文系 . 碩 ); 淡江大學歷史系高
上雯主任 ( 史學碩 . 博 ) 、美國 PLAT Studio
廖德軒, Principal / Design Director(景觀系) 
、臺灣師範大學張育愷體育系研究講座教授
( 國術系 ) 、Ray Chin Images 影像工作室金
磊負責人 ( 生物系 ) 、新願景科技公司張藤楠
董事長 ( 資管系 . 碩 )、皇家醫療養護連鎖機
構黃明發董事長 ( 社福碩 . 國發博 )、嘉澎塑
膠公司王政彥負責人 ( 財金系 ) 、嘉澎塑膠公
司冉祥蕾共同經理人 ( 財金系 ) 、大慶集團莊
明理負責人 (政治碩 )（以上依畢業年排列）。

【文 / 李文瑜】感
謝支持培英計畫的
企業校友，徐興慶
校長在2019校友返
校節頒發感謝狀予
參與計畫的校友。
該計畫是透過邀請
校友企業進行產學
合作，長期資助資
優或弱勢同學，提
供 Sponsorship 助
學津貼或Internship
二種合作方案，協
助學生順利完成學

業，同時為校友企業培育
優秀人才，能彰顯企業公
益形象，強化母校與校友
之情誼，讓華岡人「感恩
與承擔」的精神永續傳
承。
  今年培英計畫合作企業
方舟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
海鷗博物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執行長林俊宏、福帝
養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
許定董事長、水晶銀幕娛
樂事業有限公司溫璿執行
長。

  文大自 106 學年開始推
動「華岡人培英計畫」，
計畫共有兩個方案，包括
邀請校友公司資助成績優
異或經濟弱勢之學弟妹，
跨國學習，提升國際移動
力，或發給獎助學金以順
利完成學業，另一方案則
是由校友企業提供實習培
訓機會，幫助學弟妹於就
學期間同步接受職場教
育，同時也為該企業培育
與儲備優秀人才。

  【文 / 李文瑜】2019 校友返校
節，感謝所有為華岡系所友會積
極推動校友與母校緊密聯繫，凝
聚校友感情，促進校友團結互助，
協助母校暨校友會發展，熱心公
益，徐興慶校長親自頒發感謝狀，
感謝校友付出，更頒授新任會長

當選證書，希望未來新任會長任
重道遠，以凝聚校友與母校感情
為己任，為華岡各校友會開創新
契機。
  出席系、所友會暨地方及海內
外校友會卸任會長，包括日文系
系友會方献洲、大氣系系友會劉

少林、生命科學系系友會黃文鴻、
生活應用學系系友吳玥玲、新聞
系系友會李傳偉、舞蹈系系友會
白淑芬。
  出席系所友會暨地方及海內外
校友會新任會長：日文系系友會
黃年其、生命科學系系友會張文

誠、社會福利學系系友會馬士鈞、
土地資源學系系友會王寶元、生
活應用學系系友會陳雪霞、新聞
系系友會湯健明、舞蹈系系友會
張卉玉。

徐興慶校長：延續發揚使華岡成為文藝復興重要根據地 校友企業  領航學弟妹接軌職場  徐興慶校長親頒感謝狀

讓華岡人「感恩與承擔」的精神永續傳承

華岡之光 ! 日本政府將頒彭誠浩董事「旭日小綬章」

徐興慶校長頒發卸任會長感謝狀  新任系所友會會長當選證書
  【文 / 楊湘鈞】日本政府日前公布令和元年
秋季敘勳名單，中國文化大學董事、世界棒壘
球總會第一副會長、亞洲棒球總會會長彭誠
浩，也因長期積極推動兩國棒球交流並促進友
好關係，獲頒「旭日小綬章」，成為首位以非
運動員的身分推動棒球運動的受勳者。
  彭誠浩董事熱愛棒球，曾任中華民國棒球協

會兩屆理事長及常務理事、亞洲棒球總會副會
長，現任中華民國棒球協會榮譽理事長、亞洲
棒球總會會長、世界棒壘球總會第一副會長。
他積極推動國內各級棒球賽事，並爭取多項國
際賽事在臺舉辦，目前已舉辦近 50 次國際比
賽，包括 2001 年第三十四屆世界盃棒球錦標
賽，是臺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最成功的國際
棒球賽事；同時也積極運作催生 U-12 世界盃
並在臺灣生根。
  對於母校文大棒球隊，彭誠浩董事更是長期
無怨無悔、毫無條件出資力挺。今年大專棒球
聯賽文大勇奪冠軍，同時達成二連霸及隊史在
大專棒球聯賽第十一冠，在慶功宴上，徐興慶
校長即盛讚彭誠浩董事的奉獻，「很難再找到
第二人」！
  彭誠浩董事則憶及他在文大就讀時，請張其
昀創辦人一定要支持棒球隊、並為棒球隊員爭
取免學雜費的往事，當時學校財務狀況不佳，
但張創辦人仍然應允，讓他感觸甚深；他也指

出，徐興慶校長在準決賽時前來球場加油打
氣，讓大家士氣大增。彭誠浩董事希望大家都
能以文大棒球隊為榮，並期許大家明年力拚三
連霸。
  彭誠浩透過亞洲棒球總會表示，非常榮幸獲
得日本政府的肯定，以棒球讓臺灣進入世界舞
台，一直是他畢生的職志，未來也將繼續推廣
亞洲棒球運動，促進各級棒球賽事來臺交流，
讓臺灣棒球持續進步，在國際舞台發光發熱。
  日本政府自 1875 年開始，對「對國家公共
有功勞者中，有引人矚目的顯著功績內容」的
社會名士贈予旭日章，並於 1981 年開始頒贈
給外國人。彭誠浩董事是由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提供推薦名單，經由日本內閣府審核後獲頒。
在棒球運動上，迄今僅有兩位棒球界人士獲頒
此章，前一位獲得此項勳章的是美國職棒道奇
傳奇總教頭 Tommy Lasorda，彭誠浩則是第
二位，也是首位以非運動員的身分推動棒球運
動的受勳者。

  【文 / 李文瑜】2019 華岡校友返校節，「財
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捐助本校法學院社會
企業暨創新法治研究中心合作辦理「文大 X
理律學堂」專案活動款新台幣 100 萬元。徐興
慶校長頒授感謝狀予理律文教基金會及李永芬
執行長。
  徐興慶校長提到，本校法學院以培養厚實的
基礎法律人才，落實理論與實務並重及增強就
業競爭力，更強化優質多元的專業法律人才教
育，建立宏觀之國際化視野及培養成明辨是非
善惡能力及重視職業倫理之法律人，多年來培
養許多優秀的法律界人才，很高興有機會接受
專案活動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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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捐助法學院 100 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