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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為了使各位畢業生在文化留下美
好的畢業回憶，學生社團畢業生服務委員會即日
起至 12 月 4 日 ( 二 ) 在曉峰紀念館前廣場進行
班級團拍。屆時可能影響路過曉峰前廣場之師
生，敬請見諒。
  畢業班團照拍攝日期將近，以下為注意事項，
請各畢業班注意。包括敬請各畢業班於拍照前
20分鐘到達曉峰紀念館前廣場進行拍攝前準備，
並由專責於拍照前 20 分鐘攜帶證件代表報到，
報到完領取學位服，並以高矮順序著裝完畢於等
候區整隊等候，師長請於拍照前 5 分鐘到達拍攝
現場即可，各班拍攝時間皆為 30 分鐘，一切準

時開拍，準時結束。
  拍攝當天將租借每位同學一套學位服 ( 含學位
服、披肩、學位帽 )，學位服須於團照拍攝結束
時，當場統一歸還，經工作人員清點無誤後簽
名，即完成團照學位服歸還程序。如發生歸還數
量不足及損壞之情形，該班必須負賠償之責任。
畢服會提供借用之學位服，需搭配白色或淺色立
領襯衫，請畢業生自行準備襯衫。
  畢業生服務委員會提供領帶臨時現場租借，但
不保證當時領帶數量足以支應，建議自行攜帶，
如有遺失情形，須賠償。

【文 / 大傳系校園記者顏約諾】從
律師到議員，現任台北市黃珊珊副
市長 11 月 23 日應邀至文化大學演
講，張海燕董事、方元沂教務長、
李亦君學務長、土資系李家儂主
任、政治系楊中立教授等師生出席
現場聆聽演講。
  黃珊珊副市長說，考上台大大氣
系，大二時因旁聽法律課，覺得課
程更貼近生活，決定轉念法律，畢
業後也因各種機緣，以其律師專業
助人無數，才知道，當年得勇敢嘗
試，挑戰不可能的決定，是多麼的
棒！她鼓勵學生，不要設限，年輕
就是要勇敢找到自己的夢想。
  黃珊珊說，當年畢業後接委任律
師的第一樁辯護案，影響自己至為
深遠。那時，有位小女孩不識法律，

只因連帶被影響，雖未觸法，卻被
當年主審法官要求認罪減刑，小女
孩與家人認為當下不用被關，認罪
是最好的選擇，但這卻是她一輩子
的汙點難除，她是當時辯護律師，
卻因家屬認罪而無能為力。
  她說，這小女孩改變她未來職涯
規劃，唯有更認識法律的意義，才

能勇敢讓大家知道，法律是幫人，
不是害人，只要沒有觸法，法律
就能幫人。正因如此，黃珊珊在
1993-1998 這段時間，提供義務法
律服務 6 年，對於人民的需求開始
進行關注。1998-2019 年推動繼承
法修法，連任 6 屆，義務法律服務
21 年。

  擔任副市長後，她認為，最美的
宣傳就是人的故事，她積極尋找
每件事背後最溫暖的執行者，透過
他們的故事，推動各種宣傳，讓大
家知道，市府團隊是站在民眾立場
上，協助他們更好的生活品質。
  黃珊珊更在柯文哲市長的鼎力信
任支持下，積極推廣移動支付，
幫市府找公宅用地，推廣臨時拖育
及假日拖育，國小電塔拆除……這
些大小事務都幫助提升了台北的形
象，不斷往正向發展。
  黃珊珊副市長更為現場師生，預
告了台北即將開始的「open house 
」項目，「藝文中心」「大巨蛋」⋯⋯
她為我們勾勒台北美好的明天。期
待大家和台北一同成長！

【文 / 李文瑜】即即日起至 12 月 24 日，
曉峰圖書館舉辦各項展覽與活動，包括有
12/16、12/23 周三午場電影院-「看電影，
療心裡」、快閃書刊跳蚤市集、年度借閱

排行榜比賽頒獎，參加每一種活動都可集
LINE@ 圖書館點數，滿十點就可參加抽
獎，贈品非常豐富，持續一個月的圖書館
月，歡迎全校師生一同參加。
  圖書館月活動包括，圖書館舉辦「周三
午場電影院」、「主題書展」、「專題演
講」、「知識市集」、「圖書館想見你問
卷調查」可集 LINE@ 圖書館點數。
  周三午場電影院”看電影，療心裡” -
每場 1 點、今晚我想來點心靈雞湯主題書
展 - 每則 1 點、專題演講 - 每場 2 點、知
識市集 - 逛攤位每攤 1 點、教育訓練每場
2點、「圖書館想見你問卷調查」可得1點。
凡是集滿 10點可參加抽獎，每人限抽獎一
次，獎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最大大獎
是 Switch 將於 12 月 24 日頒獎。

歡迎來文青

黃珊珊副市長提出自我生涯的關鍵：勇敢嘗試，挑戰不可能

畢服會提供現場一套學位服 敬請按照歸還程序辦理

圖書館周系列活動 參加就可集點抽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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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服會團拍貼心小叮嚀 統一深色長褲及鞋子

獎項 內容 數量

一獎 任天堂 Switch 新型續航力加強版主機 1

二獎 任天堂 Switch 健身環大冒險 + 寶可夢 1

三獎 3M 淨呼吸個人隨身型空氣清淨機 1

四獎
創見 StoreJet 25M3 1TB USB3.1 2.5 吋 

軍規防震行動硬碟
2

五獎 Sony WH-CH510 無線藍牙 5.0 耳罩式耳機 2

六獎 OSTER Blend Active 隨我型果汁機 1

七獎 PRINCESS 荷蘭公主手沖細口快煮壺 1

八獎 星巴克飲料券 20

九獎 100 元禮卷 (7-11) 1

十獎 7-11 中杯拿鐵咖啡卷 20

* 一至七獎 圖書館週頒獎日由校長、館長親自頒獎

【文 / 李文瑜】文大故董事長張鏡湖博士逝世一
周年紀念追思會，25日在曉峰國際會議廳舉行。
張海燕董事代表張董事長家屬出席。她說，張董
事長是在名山治學，每逢困境與阻力時，總是鍥
而不捨努力克服，留下百年教育基業，未來，我
們要將此一教育精神傳承延續，再創文化大學教
育新巔峰。
  徐興慶校長說，今天是張故董事長逝世一周年
紀念日，去年的今天，文大痛失這位帶領全體華
岡人克服逆境，再創輝煌的大家長，今日此時此

刻，我們以緬懷感恩的心情，感念張董事長為文
大的付出與努力，未來我們將持續秉持創辦人與
張董事長的創校理念，延續文化大學教育基業。
  追思會上，播放了一部文大歷任校長緬懷張董
事長的影片。林彩梅前校長指出，張董事長非常
關懷學生，董事長認為培養優秀的青年學子，才
能夠為社會繁榮，為國家經濟的發展，甚至為世
界的和平會有更多的貢獻，那才是我們大學教育
的使命，所以他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子女，認真投
入在教育基業上，更致力敦請名師提供優良教學

讓學生放心學習。
  李天任前校長說，張董事長的遺願應該是希望
看到文化大學在品質上，能夠不斷的躍升，能夠
在各個階層裡面遍布，我們的校友都看到他們的
發展，這也是創辦人董事長辦學初衷最體貼的顯
現，也是他們最能夠感到安慰的一個方向。吳萬
益前校長說，身為張董事長的後輩，就是努力繼
續發揚我們創辦人創校的質樸堅毅的精神，以及
董事長追求卓越、擇善固執的這樣的努力。
  徐興慶校長則強調，未來將永續經營，給予學
生更多的國際觀，提供未來發展的良好基礎 。
  張海燕董事分享張董事長的治學理念說，張董
事長在當年積極開設新的系所，比如說廣告系、
資管系、觀光系等，雖然當時並不是那麼受到矚
目，但是張董事長大力推動下，這些系所培育無
數優秀的人才。
  張董事說，她深深體會立下根基對一個大學而
言是多麼重要的事情，至今我們仍能在很多的困
難中前行，就是靠著先人留下的基業。張董事長
一生在名山（陽明山）治學，提供優良的學習環
境，邀請名師駐校教學，造就優秀的華岡人才，
感恩前人，更感恩在這一條路與我們同行的每一
位教職員，謝謝大家，未來我們共同將張董事長
的遺願持續發揚光大。

張故董事長逝世一周年追思 

張鏡湖董事長大事紀

1985

接掌董事長職，篳路藍
縷與全校教職員工同甘
苦、共榮辱，秉持創辦
人教育理念，改善財務
，推動硬體建設，拓展
國際學術交流，被譽為
「教育界的艾科卡」

1989

文大開啟兩岸學術交流
先聲，張董事長領先出
具正式邀請函，在兩岸
分治四十年後，首度邀
請大陸學者趙松喬教授
展開為期15天學術之
旅，獲當時許多媒體訪
談。

1994

獲頒韓國慶熙大學名譽
博士

1996

獲頒日本創價大學名譽博
士
首開國內兩岸大陸遊學交
流之先聲

1997

獲頒俄羅斯聖彼得堡大
學名譽博士

1999

當選國際歐亞科學院院
士，為台灣第一位獲此殊
榮的學者。

2001

出版《世界的資源與環境》一
書，為大專院校相關系所重要
參考讀物。
膺選為台灣首屆私立大學傑出
教育事業家。正秉持20餘年來
一貫的熱忱與使命感，奉獻心
力，繼續引領文大超越自我，
邁向卓越。

2002

獲韓國湖南大學名譽經營學
博士
獲頒韓國「金大中大統領」
獎
獲日本國士館大學名譽博士
率18位立法委員及次級團體
赴北京，受重於兩岸，在兩
岸各界影響力與日俱增。

2003

獲美國創價大學「最
高榮譽獎」

2006

獲韓國安東大學名譽理
學博士
獲美國克拉克大學名譽
人文學博士

2007

獲烏克蘭基輔大學名
譽理學博士
2007年5月起與日本
創價學會池田大作會
長進行對話

2008

應邀參加福建師範大學、廈
門大學在福州主辦之第二屆
海峽兩岸經濟發展論壇。
應邀參加南京大學106周年
校慶，受聘為該校客座教
授。

2009

應邀參加促進中國現代化學會
在內蒙首府呼和浩特主辦的第
十四屆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
會，演講地球增溫及其影響

2010

出版對話錄《教育與文
化的王道》一書。

2012

赴南京大學為傑出校友
張其昀先生特展揭幕，
在仙林校區舉行。
率團赴浙江大學，與浙
大副校長羅衛東共同為
《孔學今義》英文本新
書發表會。

2018

理學院榮譽教授劉廣
英著《陶然》一書，
口述整理及專訪張鏡
湖董事長，完整著成
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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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歷任校長齊聲感念張董事長 治學認真、投入教育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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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夏維璠 

邊不邊緣沒關係
-學習與自己在一起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一個無趣的人，不太習慣與他人交流，
不容易討他人喜歡，常常都是自己一個人。我
好羨慕同儕們三五成群，課堂上互相幫助，私
底下也一起出遊吃飯，彼此談天聊心事的樣
子。我也想要加入他們，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不要被邊緣化排擠。可是我又不想為了被他們
喜歡，而改變自己，或是強迫自己做不喜歡的
事情。輔導老師，我該怎麼辦？

By 擔心自己變成邊緣人的 小惠 

親愛的小惠，你好：
  從妳的信裡，感受到好失落、很矛盾的心情，妳
期待自己是三五成群同儕中的一份子，可是事與願
違。感覺妳也擔心不被他人所接納，害怕自己孤單，
但也不希望為了被喜歡，而勉強改變自己或討好別
人。我們來思考看看該怎麼辦，以下提供小惠不同
的方向去思考，希望能幫助到妳：
妳喜歡自己嗎？
  觀察到小惠似乎覺得自己是不被喜歡的，不知道
小惠喜歡自己嗎？若是不喜歡也無法接納自己，同
時壓抑真實想法，就難以嶄露真實的樣子。當小惠
散發著缺乏自信的氣息，他人可能不容易向妳親
近。當妳越喜歡自己，越了解自己，將會發現擁
有的優勢和獨特的魅力，別人也會看見妳的吸引
力！！
欣賞妳才是好朋友：
  親愛的小惠，當妳面對人際時，如果要勉強自己
改變成別人喜歡的樣子，這樣的人際關係好辛苦，
這會是妳期待的嗎？如果別人打從心裡欣賞妳，在
關係中可以自由的展現自己也能夠自在地互相交
流，而妳也滿心期待下一次朋友的出現，那麼這段
關係就變成一份美好的禮物，而非討厭的事物。
如何與自己相處：
  一個人不等於寂寞，在等待緣分到來的同時，我
們可以試試這些方法學習與自己相處吧！
1. 探索自己的內在聲音：

小惠可以好好把握時間探索自己，每天寫下自己
很有感受的話語。從中了解自己的價值觀想法，
更重視自己的聲音。當你越了解自己，則越有機
會綻放自我的美麗。

2. 掌握自己決定要做甚麼：
好好善待自己，好好尊重自己，擁有掌控自我的
能力，負起做自己責任，做一些自己一直很想做
的事情，像是享受一個人的漫步旅行、獨享一份
美味大餐等等。

3. 充實自己創造才能：
學想學的技能或知識，例如閱讀一本具有深度和
知性的文學作品，或者學習一些想學的語言，慢
慢的成長蛻變為自己期待的樣子。

4. 參與自己喜歡的團體活動：
自處並不一定是孤獨地封閉自己，也可以享受一
個人參加團體活動，讓你更加認識自己，對自己
更喜歡、更有自信。

參考資料：駱香雅 ( 譯 )(2018)。劃出善良底線，好相處，更能

獨處：取悅別人只會廉價出賣自己，堅持自我意志，你的善良

才有價值！ ( 原作者：午堂登紀雄 )。台北市：方言文化。

 

~ 有心理困擾或需求，歡迎前來學生諮商中心 ~
電話預約初談：

(02)2861-0511 轉 12612 至 12615
親自預約初談：

直接前往大孝館 2 樓 學生諮商中心 
安排會談時間

【文 / 楊湘鈞】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持續延燒，
中華經濟研究院日本中心總顧問蘇顯揚 15 日
表示，在後疫情時代，已存在的潮流會在疫
情後加速進展，但全球化並不致逆轉，而是
從效率型調整、轉向為混合型；至於日本，
則可望結合相同理念國家主導多邊合作秩序。
  蘇顯揚博士是日本經貿專家，他是應中國
文化大學之邀，為文大學術、行政主管剖析
「新冠疫後的日本經濟與全球化」。文大校
長徐興慶表示，無論是老人化、少子化甚或
地震防災等方面，台灣均深受日本的影響；
蘇顯揚博士是台日經貿重要顧問，他的研究
不僅是為日本經濟把脈，更可供台灣參考借
鏡。
  蘇顯揚從「全球化會否改變？」以及「日
本經濟何去何從？」兩大問題切入表示，就
如同當年美國雷曼兄弟倒閉引發全球金融風
暴「震央在美國、重災在日本」一般，新冠
肺炎疫情也重創日本經濟，預估要到 2024 年
才會恢復。日本雖提出緊急經濟對策並投注
龐大財政支出，但恐將造成偏向「國窮民富」
的日本未來龐大的財政負擔，「債留子孫」
結果也可能形成世代不公。於此同時，日本
因應措施的速度、對企業融資手續是否繁瑣，

乃至疫情長期化風險、核心物價負成長、通
貨緊縮的惡性循環等，均是日本必須面對的
重要課題。
  有不少人認為全球化潮流將因疫情而逆轉，
但蘇顯揚認為不是「逆轉」而是「調整」，
即從 Hyper Globalization 轉向 Smart Glo-
balization、由效率型轉向混合型。至於新冠
肺炎的影響，將使各國體認到，緊急時國民
只能依賴自己國家、全球供應鏈的脆弱，乃
至保護主義興起、本國主義抬頭導致國際合
作弱化等；同時，產業結構將脫離大量生產
及消費模式並重新認識環境問題的重要性，
地方政府自治權及權限也將擴大，避免密閉、
密集、密接「三密」將成社會常態。
  蘇顯揚表示，未來社會樣貌包括：1.5 公尺
經濟、非接觸經濟社會、數位經濟；企業為
了避險將更為分散；國際秩序則是美、中對
立可能更為嚴重。至於在政治體制部分，民
主制或是 IT 極權主義也將會有一番較勁。蘇
顯揚也指出，日本希望能抑制保護主義，維
持多邊自由貿易體制；疫情後，日本將結合
相同理念國家主導多邊合作秩序，畢竟珍惜
民主社會價值，還是有賴跨國合作。

蘇顯揚：後疫情時代
全球化會調整但不致逆轉

  謝謝學校安排這一段追思會，雖然我
父親張鏡湖董事長已經過世一年，但大
家身依然非常懷念他，我也必須更加努
力。從前我曾問父親，為什麼要做這麼
多事，原本想說他會給出一個轟轟烈烈
地回答，但他總是說：「我只是在創辦
人的基業之下做事。」因此我想將今天
的致詞訂為 「為文化立基業」。
  我張董事長前半生致力成為國際一流
學者，後半生極力完成張其昀創辦人的
遺願。
  我想從三方面紀念張董事長為文化大
學奠立的基業：學術、建設、財務。 
  張董事長在國外知名大學擔任 30 幾
年教授，一直埋首教學與研究工作，一
年一年地教學，一個一個研究生指導論
文，一篇一篇期刊論文發表，生活規律
且實在。1970 年代美國地理學專業刊
物統計了 500 多名頗具知名度的地理學
者發表的著作，他高居第二位，因此我
從他身上學會教學與研究認真的精神。
他往往為了一篇演講或論文可以廢寢忘
食，不眠不休，只為了呈現最好的成
果，他會將自己看的書拿出來，在桌上

一邊翻，一邊對旁人解釋，非常有耐
心。
  他是一位認真的學者，堅持學術的水
準；他能夠禮賢下士，為了延請優秀師
資，他常親自造訪，誠懇地邀請；若是
某些科系找不到合適的師資，他寧願不
開那堂課，也不隨便濫竽充數。他希望
台灣的學校能夠達到國外的標準，他重
視圖書館、實驗室，每天不斷地吸取最
新的科技，最新的資料，日新月異。這
是張董事長在學術方面立以身作則立下
的根基，因此文化大學今天依然能夠保
持相當的學術水準。
  在建設方面，由於張董事長在國外時
間很長，深知國外大學的圖書資料豐
富，設備、儀器優良，因此認為國內大
學要提高水準，就要充實設備。今天我
們身在的國際會議廳，落成時我父親曾
很驕傲地說，這個會議廳是按照國際標
準訂的，桌子、椅子、桌上麥克風等，
都是國際規格；體育館籃球場、八樓柏
英廳都是符合國際規格，創造良好的教
學環境是張董事長立下的根基。  
  財務方面，張董事長經常以「文化大

學的財務狀況在私立學校中是最好的」
引以為傲，目前文大的財務在私立學校
中是數一數二的，我問他是如何辦到
的，我以為他會說因為他將學校的債務
還清，又省吃儉用，靠大家共同的努
力，但他卻謙虛地說，因為創辦人在建
校時打下的規模，開設的科系又多又
廣，因此學校的學生多，有較多收入，
能夠維持一定的財務來源。因此文化大
學一直能夠在私立學校名列前茅。  
  今天追憶我的父親張董事長，從學
術、建設、財務方面來闡述，我深深體
會到立下基業對私立學校是一件多麼重
要的事情。父親做人做事都極有原則，
具有遠大的理想，他一旦有所決定，務
求把事情做好，遇到外界的壓力或阻
力，總會鍥而不捨地去突破困難。今天
他留給下一代的是辦學品質，張董事長
是在「名山辦學、名山講學、名山治
學」，前人的理念努力造就幸福的下一
代，張董事長決心將教育辦好，這樣的
教育精神是需要傳承下去的，也謝謝大
家對我父親的支持，祝大家會議順利。

 張鏡湖故董事長逝世一週年追思

文/文化大學董事、商學院張海燕教授
名山治學 為文化立基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