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796 期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XX 日

發行人／中國文化大學          社長／徐興慶      　   顧問／陳虎生　楊湘鈞  　　  華夏導報網址／ http://epaper.pccu.edu.tw      　　    電郵／ editor@pccu.edu.tw

主　編／李文瑜      　　        攝影／戴見安    　     美編／華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　　　            　       電話／（02）28610511 轉 13602

【文 / 楊湘鈞】教育廣播電臺陳碧涵博士主持的
「與美感教育共舞」節目「大學不只是專業教育，
更多的是人格培養」9 月 12 日專訪中國文化大
學徐興慶校長。節目中，徐興慶校長以農家子
弟，養牛孩子，一路走到大學校長之路的過程，
強調「人格培養是教育重中之重」。
  陳碧涵博士也是文大的學姊，為體育系舞蹈組
畢業生。她提到，與徐校長一席話後，感受其謙
沖自牧，務實致遠的人格魅力，非常謝感佩母校
在其帶領下辦學成果斐然。
  陳碧涵博士主持之節目為配合教育部「美感教
育中長程計畫」-「美感教育第一期五年計劃」，
透過廣播節目製播內容，啟發社會大眾對於美感
的認知、品味，激發大眾參與美感活動的動機，
引導大眾日日實踐生活美學。
  徐興慶校長自幼生長在南投縣埔里鎮，他認為
環境影響人格的發展至鉅。回想他的童年以及成
長過程中遇到為數不少的挫折，養成了他純樸的

性格與堅毅的精神，這些都是日後成就他的關鍵
所在。
  來自鄉下的農家子弟，離鄉背井，身無長物，
事事遇挫，徐興慶校長定下人生目標後，便義無
反顧地努力奮進專注治學，乃至成為中國文化大
學校長戮力辦學，這一路走來靠的就是堅毅質樸
的態度與信念。
  徐校長認為人格培養是教育重中之重，高等教
育除了專業知能的培育外，更要重視素養、胸
襟、眼界與格局的引導啟發。因此，他特別重視
大學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不僅加深加廣學校對
社區、對社會、對世界所應扮演的角色和影響力
之外，也透過教育設計、資源配置及機會連結，
讓學生在學習中理解社會責任的重要並成為善力
量的來源，要懂得學以致用、懂得感恩與回饋、
懂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進而鼓勵他們發
揮至真至善至美的生命價值。
  中國文化大學是民國 51 年由前教育部長張其

昀博士所創辦，是一所以發揚中國文化為主旨，
倡導音樂、美術、戲劇、體育、舞蹈及大眾傳
播等學科，期以開展中國文藝復興，承東西之道
統，集中外之精華的大學；位於鍾靈毓秀之 #陽
明山 群中，可俯瞰河海交流與平原，後擁群峰，
風起雲湧時更是氣象萬千，使人胸襟灑然，有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氣概；環境對人
格薰陶養成極為重要，中國文化大學地靈人傑，
名師群集，創校至今逾 28 萬餘名畢業校友，不
乏各行各業優秀人才，分佈全球，處處可見渠等
以行動展現公民之美，為社會發展盡心盡力，這
是 # 華岡人 的榮耀和使命，也是教育不可或忘
的實踐。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以心傳心」、與
同仁們一起打拼，創造和諧的社會，是徐校長認
為人生至美的境界。給自己機會，創造夢想！讓
自己能為別人創造價值！則是此刻徐興慶校長正
在實踐的領導美學。謙謙君子，正如是！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為了
落實教育部推動每年全國「國家防
災日」活動，於 10 月 14 日早上舉
行地震避難掩護演練，全校師生除
了靜態收視地震避難宣教影片，複
習地震避難要領外，也在防疫安全
前提下讓教職員工生實際演練個人
就地避難掩護，確實做好趴下、掩
護、穩住 3 步驟，全校上下個個認
真參與，並能再次體驗地震避難的
重要性。
  演練在遵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防
疫指引下進行，首先是 9 點 10 分
大家收視由學務處軍訓室剪輯提供

有關地震避難宣教影片，教導當地
震時在室內或室外，甚至在電梯、
電影院如何正確避難掩護？每個班
級同學們都能聚精會神準時收看，
並能真正領會個人地震避難掩護需
要因地制宜，尤其在實驗室更加需
要採取正確的避難掩護之防護措
施，如此才能確保安全。
  接著在 9 點 21 分校園地震警報
響起，全校人員同時聽到後個個按
收視宣教影片示範要領，採取趴
下、掩護、穩住避難掩護 3 步驟，
從校園館樓外到辦公室及教室，每
一位都能認真確實做好動作，讓大

家體驗面對突如其來的地震，它所
給我們反應時間極其短暫，必須立
即應對出正確避難很重要，因為逃
生機會只有一次，不容有所錯誤且
不能重來。演練最後因應疫情影響
今年不實施人員緊急疏散，就在各
級師長利用 5 分鐘時間對大家說明
避難疏散要領中進入尾聲，演練依
計畫時間宣布結束。
  徐興慶校長說，爆發新冠肺炎疫
情屬人為災害，我們要做好校園防
疫，一點都不能大意，但面對不可
測的地震等天災，更需要時時做好
整備。趴下、掩護、穩住個人就地

掩護抗震保命 3 步驟，這個口訣雖
然大家都能朗朗上口，聽起來意想
動作很簡單，若不透過定期實施演
練，大家都會忽略它的要領，一旦
遭遇地震來襲將更會手足無措，尤
其台灣處於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為
地震高風險區，幾乎是每隔一段時
期就必然會發生，學校又位在陽明
山上，因此，平時做好地震防災整
備，必可大幅降低災損，就個人而
言，避難掩護演練做得好，必能確
保生命財產安全。

教育廣播電臺陳碧涵學姊「與美感教育共舞」專訪 

地震避難演練 確實做好趴下、掩護、穩住 3 步驟

內在的他者 : 近世中日文化交流的意義

徐興慶校長 : 人格培養是教育重中之重 重視大學的社會責任

徐興慶校長親身參與 落實校園防疫確保全校師生求學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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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大講座教授楊儒賓：應重視儒家文化的溝通、調解功能

【文 / 楊湘鈞】不受疫情影響，華岡大講堂 10
月 4 日邀請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暨通識教育
中心合聘講座教授楊儒賓，主講「內在的他者 --
近世中日文化交流史的意義」，透過線上直播，
引起迴響。楊儒賓教授演講表示，在剛結束的日
本自民黨總裁選舉，河野太郎、岸田文雄、高市
早苗、野田聖子等 4 名候選人出席選前辯論會
時，各持自寫的漢字書法，這充分顯示日本菁英
階層與漢學的關係。
  楊儒賓講座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爲先秦哲學、宋明
理學、東亞儒學等。這場演講，主要聚焦於中日
之間長達數百年的文化密切交流歷程。雖然近世
兩國有著激烈衝突的歷史，但書畫與儒家傳統卻
成為堅實的文化交流基礎；對日本而言，書畫、
經書雖是外來產物，卻是日本精神風土的有機成

分，是渾為一體的內在的他者。
  這場演講，同時也邀請文大校長徐興慶、何創
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董事長何國慶、成功大學副校
長陳玉女深度與談。
  清華大學講座教授楊儒賓表示，在剛結束的日
本自民黨總裁選舉，河野太郎、岸田文雄、高市
早苗、野田聖子等 4 名候選人出席選前辯論會
時，各持自寫的漢字書法，這充分顯示日本菁英
階層與漢學的關係。
  楊儒賓主講「內在的他者 -- 近世中日文化交
流史的意義」，並與文大校長徐興慶、何創時書
法藝術基金會董事長何國慶、成功大學副校長陳
玉女深度與談，從超越民族主義的觀點，探討漢
學及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意義。
  楊儒賓解析日本思想史學者子安宣邦點出「內

在的他者」的漢字、漢學、漢文化超越民族主義
觀點，以及日本漢學家平岡武夫指出「漢字與儒
家經典都有跨族群的天下性格」的意義。
  楊儒賓認為，緣於漢字、儒家思想、經學等在
東亞曾經扮演的重要角色，在當前鮮有共識、網
紅掛帥、百家爭鳴的時代，應重視儒家傳統文化
扮演的溝通、調解的功能與角色，「要把它們在
文化底層的溝通效果顯現出來」。
  他也提及，在日本殖民後期的近現代台灣，中
國傳統文化曾是當時反抗運動的主要精神武器，
林獻堂的「自治派」、蔣謂水的「祖國派」都是
如此。而當前兩岸、中日關係緊張，他認為此與
未充分彰顯儒家文化有關，期盼各國都能重視漢
學在當代跨越族群的作用。
  在深度與談時，何國慶以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
夫自傳，提及小時候不敢過河隨即想到王陽明
「與其猶豫不如行動」經歷，及以明朝袁了凡寫
給兒子的家訓「了凡四訓」作為一生的指引，不
僅要認識好的人、思想、文化等寶藏，更要知道
如何與現代生活產生聯結。
  陳玉女除了剖析作為中國文化圈的東亞世界的
四個實質要素：漢字、儒學、律令、佛教，並表
示歷史該是什麼就是什麼，「這不是統獨問題，
歷史經歷就是一個事實，要真誠的面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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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華岡的校友至今已超過29萬名，
在各領域各領域都有傑出表現，今年第 56 屆金
鐘獎，華岡人閃耀拿下多項大獎，包括首度以氣
象主播獲特殊貢獻獎的氣象先生任立渝、獲迷你

劇集電視電影女主角獎徐堰鈴老師、獲兒童少年
節目主持人獎薛紀綱、獲燈光獎的葉明廣，謝謝
校友點亮華岡之光。
  本文擷錄 56 屆金鐘獎校友的致詞感言，分享

給華岡人，謝謝學長姐努力的表現，成為仍在努
力的華岡人成長的養分。

【文 / 李文瑜】校友返校節 11 月 6

日舉行，受到疫情影響，今年餐會

取消，但是我們凝聚共識的心依然

沒有變，上午將轉播實體「創辦人

紀念暨感恩音樂會」，邀您線上與

我們共度溫暖的校友返校日。 

  每年在體育館成功辦理校友聯誼

餐會獲許多校友好評，2020 年更

席開 84 桌，各地校友返回母校參

與人數高達 840 人，規模盛大且隆

重。這兩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台灣在國人共同努力配合下，雖國

內疫情已在控制之中，不過仍有部

分感染事件發生且疫苗施打尚未普

及，截至 10 月 14 日止台灣新冠疫

苗至少施打一劑占總人口比率為 5

成七，而施打兩劑占總人口比率僅

為一成九。因此，為防疫考量，避

免人群聚集，母校 2021 年校友返

校節於體育館聯誼餐會取消辦理。

  不過，今年「創辦人紀念暨感恩

音樂會」，將持續遵循疾管局規定

集會活動室內人數總量控制，活

動會場柏英廳最大容留人數為 200

人，所以採實體及同步線上於中國

文化大學官方YouTube頻道播出，

提供各地方校友來觀賞活動內容。

  實體會場人數因受限於容留人

數，今年「創辦人紀念暨感恩音樂

會」將採邀請制，由中國文化大學

校友總會、中國文化大學學務處職

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中國文化大

學秘書處公共事務室等單位統籌受

理相關業務，如造成不便，敬請見

諒！

華岡人閃耀 56 屆金鐘獎

11 / 6 日華岡校友返校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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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系任立渝 特殊貢獻獎   戲劇系徐堰鈴 迷你劇集女主角獎
生應系薛紀綱 兒童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大傳系葉明廣 燈光獎       

因疫情取消大型「校友聯誼餐會」 轉播實體「創辦人紀念暨感恩音樂會」

118 位校友相見歡 北區跨縣市校友會聯誼活動圓滿成功

【文 / 本刊訊】初秋的陽光特別爲馨！
來自北中南一百多位華岡校友們，
10 月 2 日聚集在山川環抱的鬱金香
酒店，參加由臺北市校友會精心籌
辦的「2021 北區跨縣市校友會聯誼
活動」。
  這場校友聯誼活動，是校友總會
與台北市校友會聯合舉辦，由台北
市校友會承辦，盛況空前，118 位
與會者包括彭誠浩、張海燕兩位董
事，校友總會名譽理事長李天任與
唐彥博，以及趙國帥理事長、何和
明副理事長、11 名常務理事、理監
事及秘書處魏裕昌秘書長等；知名
雕塑家蒲浩明教授及淡江大學苑倚
曼教授；還有臺北、新北、基隆、
桃園、新竹、台中、高雄等 7 個地
方校友分會會長；傑出校友聯誼會
以及13個系所友會會長、副會長、
執行長等。
  母校師長，包括徐興慶校長、王
淑音與王志誠兩位副校長，以及教
務長方元沂、學務長李亦君、總務

長施登山、國際長陳維斌、藝術學
院樊慰慈院長等師長，也都出席了
這場校友盛會。
  上午 11 時，活動由舞蹈系校友
搭配母校師長的「手舞足蹈•相見
歡」揭開序幕，勁歌熱舞，瞬間點
燃氣氛。
  緊接著由籌辦東道主臺北市校友
會理事長陳碧涵致歡迎詞。她說，
在這日月精華、山川環抱的國際級
美麗會場，臺北市校友會以最高的
熱忱用心接待每一位貴賓。臺北市
校友會自去年 12 月 20 日成立以
來，校友們就像兄弟姊妹一樣互助
合作，做好每一件事；在這期間有
來自母校的支持，讓我們感受到學
校的關愛。希望藉由這場活動能團
結校友情誼，讓校友們做母校辦學
的最堅強後盾！
  校友總會趙國帥理事長表示，這
次北區跨縣市聯誼活動堪稱包涵範
圍最廣的一次。從母校董事會董事
到校長、副校長、院長乃至行政、

系所主管的參與，前所未見；各地
校友會、所友會也熱情參與，出席
校友更含括 10 學院 35 個系所，以
及老中青三代，感謝之餘更讓他感
動！
  校長徐興慶表示，母校正邁向 60
年，如今在各方面已有很好的成效；
文化大學孕育出的校友都是最優秀
的，在各領域都有很大的成就，令
人欣慰，亦盼各位校友都能成為學
校發展的力量泉源！
  大學長彭誠浩董事感性表示，
60 年來，他沒有一天忘記過文化
大學，因為文大「教做人！更教做
事！」；一年多前他獲日本天皇頒
贈旭日小綬章，「這個榮耀其實是
文大給我的」；他更深刻記得創辦
人張其昀的無中生有、質樸堅毅等
訓勉，永誌不忘。
  張海燕董事說，她的祖父張其昀
博士創辦中國文化大學時，即定位
為一所規模大、系所多，全方位培
育各方人才的大學。而文大的大，
包涵多種內涵：它大而有為、大而
有成丶大而有本、大而有道、大而
有心、大而有力。文大是大而成功
的學校，未來也要靠校友支持永續
發展。
  「這是 13 年來最體面的一次校
友活動！」校友總會名譽理事長李
天任讚許臺北市校友會陳碧涵理事
長及全體會員外並說，60 年來文大
培育人才、讓學生涵養知識、為社
會所用，如今每一領域都有校友的
傑出表現，正是「今日你以華岡為
榮，明日華岡以你為榮」！未來希

望大家都能把校友平台建立起來，
支持母校讓校務做得更好！
  校友總會名譽理事長唐彥博則感
謝母校的培育，更感念華岡人的難
得情緣，也希望大家團結努力，作
母校最堅強的後盾，共同打造華岡
之光！
  此外，包括傑出校友聯誼會何和
明會長、詹秀穎大使、蒲浩明教授、
李亦君學務長等，也在會中致詞感
謝校友會。地方分會會長，包括高
雄黃良華會長、台中蘇英建會長、
新竹楊文科會長、桃園會長吳正
群、新北會長黃志雄、基隆會長張
淵翔等，也致詞感謝臺北市校友會
的籌畫及介紹分會與會成員。
  接著就是最讓人感動的全體大合
唱校歌！雖然因為疫情影響大家不
得不戴上口罩，但並不影響大家唱
校歌憶往以及愛校之心。隨後全體
與會者大合照，各分會團體也紛紛
留下美姿倩影，大家一同開心製造
快樂！創造回憶！
  校友總會趙國帥理事長介紹系所
友會會長與大家見面，包括民族與
華僑所友會的張徽貞會長、國發所
友會唐彥博會長、印刷系暨資傳系
所友會周龍修副會長、地理系友會
易榮昌會長、土資系友會王寶元會
長、園生系友會余祥泰會長、法律
系友會呂偉誠會長、企管系友會高
許定會長、國企所友會林永孟會
長、韓文系友會鍾仕康會長、國術
系友會蘇春和會長、舞蹈系友會張
卉玉會長以及國劇系友會童柏壽總
幹事等。

團結校友、建立情誼，作母校堅實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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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內容及地點 校園展覽

專車赴華岡：專車一08:30 台北車站東三門外
專車二08:50 捷運劍潭站（2號出口） 1. 2021華岡領航人故事展

（大孝館8樓交誼廳）

2. 校友著作展
（圖書館2樓入口大廳）

3. 創辦人張其昀先生大事繫年
（圖書館7樓）

4. 歐豪年人物畫特展
（歐豪年美術館/資訊處9F）

5. 金契蘭結—中日書畫文化交流展
（華岡博物館4樓特展廳）

6.「25#19912021#30」
第25屆美術系校友聯展
（華岡博物館1樓）

7. 本校紀念品展售
(大孝館8樓交誼廳)

紀念創辦人誕辰－曉園致敬

校友報到／大孝館8樓

創辦人紀念暨感恩音樂會／大孝館8樓柏英廳／線上觀看

各系所－校友回娘家活動／校內外各場地

校友總會－現代養生氣功示範教學／大孝館1樓韻律教室2

校友總會－校友會組織發展共識會議／曉峯紀念館第一會議室

華僑大學歐豪年美術館開幕介紹／歐豪年美術館 (資訊處9F)
內江市歐豪年美術館開幕介紹／歐豪年美術館 (資訊處9F)

「金契蘭結—中日書畫文化交流展」
開幕式暨頒贈校友捐贈感謝儀式／華岡博物館 4 樓特展廳

賦歸／搭乘專車赴劍潭捷運站 17:00 大孝館

『 我 這 一 輩
子，可以說只做了一
件工作，就是氣象預
報、分析、報導。也
就是說把各種各樣
的氣象資料搜集起
來，經過研判、分析
然後去推算未來這
段時間他的整個的
變化，再把這個變化
去告訴大眾，讓大家
來使用，這一輩子做

的可以說就是這一件事情。可以說最一開始就是從民國 52 年，我進入了中國
文化學院，現在叫做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學氣象，這是我的啟蒙。

生 活 應 用 科
學系校友薛紀綱獲
兒 童 少 年 節 目 主
持人獎，他致詞時
提 到， 今 天 這 畫
面 很 難 得，20 年
前 我 本 來 要 加 入
5566，這是真的，
因緣際會沒加入，
也造就了自己走向
主持人這條路，非
常謝謝金鐘和評審
給他的肯定。

今 年 獲 迷 你
劇集電視電影女主
角獎徐堰鈴老師，
在 金 鐘 獎 致 詞 時
提到，謝謝中國文
化大學戲劇系主任 
黃惟馨和同事、助
教們總給我強力的
支持。我也要特別
謝謝表演工作坊、
創作社、莎士比亞
的妹妹們的劇團、

人力飛行劇團等，在過去 20 多年來給我很多工作的機會，我今天才能
站在這裡。

中國文化大學大
眾傳播學系校友 葉明
廣以天橋上的魔術師
拿下燈光獎，他提到，

我的燈光生涯很
早就當上燈光師，我
當助理的時間太短，
所以我一直覺得很不
足，我想私心特別感
謝我的師傅們，謝謝
你們教我這麼多，我
真 的 很 喜 歡 這 個 工
作。

大氣科學系 任立渝     

生活應用科學系 薛紀綱

戲劇系副教授 徐堰鈴

大眾傳播學系 葉明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