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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湘鈞】文大創校 59 年來，校友遍布海
內外，並在各領域都有傑出表現。徐興慶校長
指出，校友在各領域傑出表現母校與有榮焉，更
對校友不吝提攜學弟妹以及給予學校、母系的各
種回饋、奉獻，更是感佩與感恩在心。

徐興慶校長說，恢復中斷近十年的遴選文
大傑出校友共識，在廣邀各方推薦人選，並敦聘
資深師長、校友總會代表與傑出校友聯誼會代表
等 17 位賢達組成「110 年度傑出校友遴選委員

會」，順利選出 15 名文大傑出校友，衷心感謝
委員們充分討論及費心審查，協助完成這項重要
的工作。

睽違近十年後再選拔出陳小紅教授、韓仁
熙教授、蔡相煇教授、吳威志教授、華冠教育
集團董事長黃良華、潘子瑜校長、郭淑蕙校長、
灣聲樂團藝術總監李哲藝，以及美利達董事長曾
崧柱、台灣無印良品總經理梁益嘉、安口食品機
械董事長歐陽禹、五福旅行社執行長謝宏明、彥

星．喬商廣告總經理劉安立、舞蹈教學總監白淑
芬、馬來西亞拿督蔡明富等傑出校友，他們也成
為今年文大校慶大會中最亮眼的華岡人。

徐興慶校長說，「鍾靈毓秀華岡情—2021
中國文化大學傑出校友勵志集」正式出刊，在每
一篇故事裡細讀校友憶往，華岡數十載風雲變幻
歷歷在目；感念師長、回憶同窗情誼，恍若回到
當年無悔的青春；克服逆境、毅力堅持、勇於挑
戰的拚搏精神，更是點滴心頭、激勵人心。

鍾靈毓秀華岡情—2021 中國文化大學傑出校友勵志集 正式出刊
徐興慶校長 : 感謝傑出校友提攜學弟妹 感恩回饋、奉獻母校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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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 2 月
25 日舉行創校 59 週年校慶大會，
校長徐興慶除了表揚陳小紅教授等
11 名傑出校友並頒贈當選證書，並
向全體師生及 28 萬校友報告辦學
績效。他並表示，文大已在董事會
支持下完成大典館相關容積購置，
並將陸續擴增宿舍、空間，為師生
打造更好的教、學及生活環境。

大會中，文大董事會彭誠浩董
事、校友總會理事長趙國帥也與徐
興慶校長及王淑音副校長，共同揭
開「文大 60 週年起跑」LED 跑馬
燈球布幕，宣示文大邁向 60 週年
校慶相關活動起跑。

今年因疫情關係，文大在體育

館柏英廳舉行 59 週年校慶大會，
依規定採報名制、並要求量測體
溫、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仍吸
引許多校友前來。

尤其，今年文大是睽違近十
年後再選拔出 15 位傑出校友，他
們也成為今年文大校慶大會中最亮
眼的華岡人。徐興慶校長首先向
出席來賓、傑出校友及師生深深一
鞠躬，感謝他們對文大的支持、同
仁的致力校務，以及在學術等方面
的優秀表現。他隨後簡報就任校長
兩年兩個月以來的校務現況與整體
辦學特色成效，文大在學生出國交
流人數、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成
效、企業最愛大學生等多項評比排

名皆居全國前段。
對於兩年多前大典館相關爭

議，徐興慶校長說，在董事會支持
及核定之下，文大已於去年底通過
購買容積預算及相關系所遷置，日
前已完成 7-8 樓 ( 閣樓 ) 拆除、封
存並函覆台北市政府，全棟建築安
全、消防避難、結構無虞，預估
不久後將完成審查程序。他感性指
出，20 年後再來到文大，他會拿著
枴杖指著大典館說，「當年很多人
的努力才使這棟樓不被拆除，非常
不容易」。

徐校長也表示，文大正積極
向政府爭取社會住宅為出租學生宿
舍，以及向外界承租房舍，將可大

幅增加學生上課及住宿空間。
校友總會理事長趙國帥致詞

時，除緬懷創辦人張其昀博士以及
張鏡湖故董事長創校及辦學艱辛，
並高度肯定徐興慶校長治校成績，
「註冊率、招生數等都有所增長，
創造了很多奇蹟」。在文大邁向 60
週年之時，校友總會也將配合文
大，舉辦紀念張創辦人的路跑、紀
念音樂會等活動，期盼 28 萬華岡
人共襄盛舉。

在隨後的校慶餐會中，趙國帥
理事長也致贈校友總會首次發行的
校慶紀念卡給傑出校友們，以表彰
他們榮耀母校的各項成就。

文大 59 週年校慶 表揚多位傑出校友 宣示邁向 60 校慶活動起跑

舞蹈系 77 年畢 白淑芬

日研碩 90 年畢 梁益嘉

市政系 59 年畢 黃良華

史學博 73 年畢 蔡相煇

中山博 87 年畢 吳威志 生應碩 90 年畢 郭淑蕙

新聞系 62 年畢 劉安立 氣象系 72 年畢 謝宏明

音樂系西樂組 84 年畢 李哲藝

市政系 58 年畢 陳小紅鍾靈毓秀華岡情—2021 中國文化大學傑出校友勵志集

園藝系 62 年畢 歐陽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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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為慶祝文大 59 週年校慶，2 月
25 日舉行歐豪年山水特展暨擎天藝術群展開幕
式，嶺南畫派衣缽傳人歐豪年大師致詞表示，他
在文大四十幾年，培育許多優秀的畫家，現多為
各藝術學校的老師，表現極為傑出。他認為，從
文大出來的學生，都有迎風解決困境的能力。

文大徐興慶校長表示，歐教授跟日本很深
的淵源，曾到京都的美術館臨摹寫生，他在日本

校書時即曾在當地欣賞到歐老師的作品。歐老師
的作品承襲中華文化之美，今年是文大 59 周年
校慶，歐老師展出其畫作，讓文大校慶盛典更顯
意義。他最喜愛的一幅作品是歐老師今年新創
作、在擎天藝術群展覽展出以牛為主題的「牛憇
圖」，因為他小時候養了三頭牛，對牛有特別偏
好。看到歐老師高齡 87 歲更早已是國際知名畫
家，對創作的熱情依然不減，令人感佩。

也是文大經濟系校友的台灣大學校長管中
閔應邀參觀展覽，歐老師非常開心向管中閔親自
介紹每一幅作品創作理念。管校長說，曾多次與
歐老師相遇，聽歐老師述說創作理念以及持續不
輟的人生態度，是自己亦師亦友的知音。

歐豪年老師說，他在文大 40 幾年，同學創
作若遇到瓶頸時，就會鼓勵他們望向更高的地
方，也就是擎天崗，也因此學生成立了「擎天藝
術群」。參展的每一位都是文大美術系校友，都
是文大最珍貴的資產，更是文大的驕傲；從文大
出來的學生，都會努力克服困難，畫出最精采的
作品。

校友總會趙國帥會長說，他與歐老師相識
在美國，因為每年歐老師都會到美國推廣中華藝
術文化，其作品在美國引起華人廣大迴響、深受

好評，尤其近幾年其畫作更能在中央研究院以及
北京、深圳等地展出，歐大師不僅是台灣國寶，
在華人世界更是影響深遠。

歐豪年教授，1935 年生於廣東省茂名縣。
17 歲師事嶺南派大師趙少昂，國學造詣深厚。
歐豪年慣以墨彩對景寫生，更透過造景的靈活手
法，收納許多各地山水鳥獸。他更擅於詩文，常
「以詩入畫」，筆墨尤蒼勁豪邁。一代大師張大
千曾稱讚說：「豪年道兄，纔一落筆，便覺宇宙
萬象奔赴腕底，誠與造物者同功。」足見其充沛
的內涵與博大的氣勢。

歐豪年早揚名國際，多年來一直應邀至港、
日、星、馬、歐、美等國家之美術館舉行個展，
並曾獲法國國家藝術獎等多項國際性大獎。除了
創作，歐豪年任教文化大學數十載，培育出不少
藝壇後繼及新秀，去年獲頒文大榮譽博士。

位於文大曉峰紀念館九樓的文大歐豪年美
術館，自即日起日至6月 25日（周一至周五），
展出「歐豪年山水特展」；華岡博物館一樓藝廊，
即日起至 3 月 11 日（周一至周五）舉辦擎天藝
術群展覽，兩項展出皆免費對外開放參觀，歡迎
文大校友、師生及民眾前來共享藝術盛宴。

【文 / 李文瑜】今年校慶頒發 109
學年校教學特優教師，感謝他們認
真教學研究與輔導學生。今年獲獎
教師包括理學院光電物理系吳慧敏
教授、工學院紡工系賴秋君教授、
工學院資工系洪敏雄教授兼系主
任、商學院國企系陳彥君教授、農
學院園生系阮素芬副教授、新傳學
院新聞系夏士芬副教授及教育學院
教育系陳信助副教授。

賴秋君教授說，面對學生的學
習資源以及價值觀的多元化，加上

商業功利與社群網路的導向，是非
與判斷變成只是一種選擇而無關對
錯時，高等教育如何跳脫對與錯、
黑與白的桎梏，去啟發與培養學生
獨立思考和邏輯判斷的能力；是承
擔教育責任的你我需要經常反思
的。

老師們提到，學生就是老師們
最大的資產，每每知道他們在學業
上或工作上有更好的表現，備感欣
慰，老師們獲獎的肯定會促使老師
保有熱情的態度繼續努力。

【文 / 李文瑜】今年校慶頒授五位
傑出通識教育教師，藉由通識教

育，培養學生對知識價值與生命進
行反省，探索與統整能力。109 學

年度獲傑出通識教育教師法學院法
律系王憇行副教授、理學院大氣系王
嘉琪副教授、藝術學院戲劇系井迎
兆專任教授、工學院機械系柴昌維
副教授、中國文學系文藝創作組馮
翠珍助理教授。

王嘉琪副教授指出，教授「自
然科學發展」通識課程，主要探討
在科學活動中「人」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不同領域間的互動過程。因此
在教材的編輯上，強調科學界與社
會、政治、宗教、經濟等不同領域
互相影響的關係，並盡量援引當時

的新聞話題、影片、電影、有趣的
漫畫、線上遊戲等來引起學生的興
趣。

馮翠珍助理教授認為，藏在文
字背後的，是亙古的智慧、精密的
邏輯分析；雍容豁達的人生觀、甚
至是懷才不遇的悲鳴，透過通識教
育教授情感、邏輯、思考理路，既
是智慧的傳承、更是生命歷程的重
要展現，讓學生在未來人生路上，
用以安身立命、建立思考邏輯的關
鍵。

文大辦歐豪年山水特展暨擎天藝術群展 109 學年校教學特優教師 

109 學年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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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豪年大師：文大生有迎風能力 台大校長管中閔校友蒞臨 老師們謝謝學生肯定 才讓自己教職路保有熱情

開啟不同領域學生不同學術視野

【文 / 李文瑜】今年服務滿三十年
的教職員同仁有 18 位，2 月 25 日
校慶，徐興慶校長親自頒獎予服務
滿三十年的老同事，謝謝大加為華

岡付出的每一天，寫下得精采更為
中國文化大學開創輝煌的六十年。
獲獎的中文系文藝組李李教授說，
從就讀中文研究所碩士班開始，穿

梭於華岡雅致校舍、廊池間，接受
許多大師諄諄教誨，在山巒、雲霧、
彩虹、風雨中，逐步成長；繼而入
博班深造，並有幸至中文系服務。

溫暖氛圍的文大，有著滿溢活力的
學子，教學相長間，倏忽竟已卅年，
於茲，唯「感恩」二字而已。

地理系程仁宏教授感恩母校暨
恩師張鏡湖董事長的愛護、栽培、
支持與鼓勵，方能在教務處、消基
會、監察院等獲得歷練與為國家社
會服務的機會。他本著華岡校訓與
精神，致力於教學暨消費者關懷與
保護，維護民眾權益與紓解民怨，
盡一己之力回饋母校與社會，未來
將以消保尖兵自許，並以華岡校友
為榮。

總務處黃怡安也感謝文大伴她
成長 30 年，並祝學校年年校運昌
隆。

服務 30 年教職員同仁 對學校心存感恩 祈祝校運昌隆

期勉齊心打造最美華岡
【文 / 李文瑜】今年校慶頒發 109
學年度優秀行政特優同仁，包括教
務處教務組張明瑾組長、總務處營
繕組蔡麗秋組長、新聞暨傳播學院
陳慶懋秘書、法律系郭亮玎助教、
理學院光電物理系鄭立明助教。徐
興慶校長謝謝同仁積極努力使命必
達，齊心打造最美華岡。

徐興慶校長感謝績優同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