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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3 月 1 日舉行創校
六十周年校慶大會，宣示今年在新屆董事會暨董
事長陳泰然、代理校長王淑音等的帶領下，將以
「永續創新、邁向頂尖」新面貌，迎向下一個甲
子。

校慶大會在文大體育館柏英廳舉行。出席
來賓包括教育部政務次長劉孟奇，海地、聖文森
格瑞那丁等國大使，文大董事會陳泰然董事長以
及彭誠浩、張海燕、周燦德董事，校友總會理事
長趙國帥，各校友會代表，李天任、吳萬益、徐
興慶前校長，以及教職員工生代表等四百餘人。

劉孟奇政次肯定文化大學張其昀創辦人以
書生之力興學、創辦終身教育學習機構以利社會
人士學習。六十年來，在張創辦人、張鏡湖故董
事長，以及歷任校長的努力與帶領之下，卓然有
成、成為國際知名的綜合性大學，連續八年獲教
育部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獎勵，並成為繁星計畫大
學以及優久聯盟成員。

劉孟奇次長說，很高興文大第十九屆董事
會組成、陳泰然董事長就任，又欣逢文大六十周
年校慶，教育部非常期盼文大能在陳董事長、董
事以及王代理校長的帶領之下，克服高等教育面
臨少子化逆境，並多多募款，辦好教育。

陳泰然董事長表示，曾任教育部長的張其
昀教授，為培養優秀人才，毅然創建中國文化大
學，接棒人張鏡湖董事長落實質樸堅毅的校訓，
終將中國文化學院轉型成為多元系所、國內外著
名的綜合型大學。

陳泰然董事長說，本屆傑出校友都在各行
各業裡有很精采的表現，單單在縣市首長上，在
廿名傑出校友中就佔了三位，還有法律界、建築
業及媒體影視菁英，這些都是文大努力辦學的成
果。

他也謝謝教育部的支持，讓文大在各界及
社會的支持下遴選出新的董事團隊，更謝謝校友
們對母校的愛護回饋。真心期待大家共同努力，
讓文大邁向頂尖，邁向一所為社會各界所期待的
頂尖優秀大學。

王淑音代理校長說，對中國文化大學來說，
六十周年校慶是個史詩般的日子。一甲子何其不
易，緬懷先賢篳路藍縷創校建校歷程之餘，誠心
謝謝全校教職員工生及各界人士這六十年來的一
路襄助。

她說，六十年前文大創校之初，菲律賓僑
領莊萬里捐贈鉅款，建立文大第一棟大成館，開
啟六十年光輝歲月。因此特別謝謝出席的莊萬里
先生家族代表黃其光、黃其輝。此外，彭董事支
持母校棒球隊數十年，累計金額達兩億餘元，棒
球隊更在六十年間奪得五十三面金牌。

王淑音校長說，未來高教環境雖然不佳，
但文大有目標、有衝勁，更有著像莊萬里先生、
彭誠浩董事以及許許多多對文大默默付出的華岡
人。相信未來在陳董事長以及董事會的擘畫領導
下，必能帶領文大突破逆境，邁向頂尖。

校友總會理事長趙國帥說，他回到母校來
團聚，慶祝母校一甲子的生日，意義非常的重
大，更難得是，校友們團結一致，回饋母校、協
助母校，良性的發展，現在更有知名學者陳泰銘
教授，曾擔任台大副校長接任董事長，未來期待
新董事會能以前瞻的思維與高度，引領文化大學
邁向頂尖大學。

文大 60 校慶  宣示「永續創新、邁向頂尖」
陳泰然董事長：落實質樸堅毅校訓 推動改革成國內外著名綜合型大學

全台三位縣市首長同台接受傑出校友表揚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3
月 1 日舉行創校 60 週年校慶大
會，頒授 20 位傑出校友證書。
今年有三位縣市首長獲頒傑出校
友，同台出席接受頒獎，包括基
隆市長林右昌、新竹縣長楊文科
及花蓮縣長徐榛蔚，校友們更拍
攝影片祝福文化大學未來「永續
創新、邁向頂尖」。

60 週年校慶大會在文大體育
館柏英廳舉行，教育部政務次長
劉孟奇、文化大學新任董事長陳

泰然、文化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
趙國帥，以及文大前校長李天任、
吳萬益、徐興慶等人出席。

本屆獲頒傑出校友證書者包
括：王丰、任賢齊、李阿利、林
右昌、柯文煥、洪志昌、翁得元、
馬詠睿、徐榛蔚、陳十美、陳建
成、陳建佑、陳碧涵、梁元錫、
郭釧溥、黃至堯、黃敏境、楊文
科、廖晏瑋、蕭煥章等 20 位傑出
校友。

60 周年校慶 頒發 20 位傑出校友

王丰 中山博士班 98 年畢 

洪志昌 體育系 73 年畢   

馬詠睿 大傳系 79 年畢 

陳碧涵 體育系舞蹈組 72 年畢

廖晏瑋 都計系 71 年畢

李阿利 勞工系 69 年畢 

徐榛蔚 音樂系國樂組 80 年畢

郭釧溥 法律系法學組 78 年畢、中山碩 82 年畢

黃至堯 哲學系 87 年畢 

蕭煥章 地學研究所博士班 97 年畢

林右昌 景觀系 81 年畢 

翁得元 新聞系 70 年畢

陳建佑 地理系 81 年畢 

楊文科 土資系 65 年畢 

《文大校訊》為您掌握校園動態。歡迎前往曉峰紀念館資訊中心八樓、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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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校一甲子、迎接新挑戰：敢於攻頂、邁向頂尖 為領航邁向全球化一流頂尖大學的心路歷程作見證

2022 年 3 月 1 日，是中國文化大學
60 歲生日。為慶祝這特殊日子，我在二月
發表「率先轉型、積極轉型」、「敢於攻頂、
邁向頂尖」、「承擔責任、貫徹校訓」感言，
我將帶領全體董事協助校方善用資源，優
化師資，培育人才，改善交通，讓文化大
學脫胎換骨，向社會期待的頂尖大學邁進。

感念張其昀博士篳路藍縷創辦文化大學

張其昀博士是人文地理專家，南京高等師
範文史地部（後更名為中央大學）畢業後
應商務印書館聘任編纂的《高中本國地
理》，與林語堂的《開明英文》、戴運軌
的《開明物理學》，並列為民初三大著名
教科書；之後，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他，於
1951 年更促成中國地理學會在台復會，並
擔任 20 多年的會長，是地理學界與製圖界
的領袖，他編繪出版的《中華民國地圖集》
與《世界地圖集》，可說是當時台灣最權
威、最具代表性的地圖集。

張其昀博士曾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長
（1954 年 5 月至 1958 年 7 月），任內將
當時臺北市南海學園規模擴張為國立歷史
博物館、教育資料館、藝術教育館、科學
教育館和教育廣播電台等五館，並開創博
士教育，著力中小學教育，奠定了臺灣的
教育格局。

張其昀博士不僅是地理學家、史學家，
也是教育家，他一生以弘揚中華文化為己
任，認為學術文化是國家的命派，大學應
該成為一國學術文化的堡壘，於是於 1962
年篳路藍縷創辦了文化大學。

敬慕張鏡湖博士半生心血奉獻文化大學

張鏡湖博士是地球物理科學家，30 歲
即在美國大學任教，40 歲時已是地理領
域裡最傑出的研究學者之一，曾是美國全
年論文發表數量第二名的學者，學術地位
崇高。在這我透露一個小小的祕密，他於
1954 年獲美國克拉克大學博士學位後，轉
赴哈佛大學 (Harvard University) 藍山氣象
研究所，負責美國軍方委託的研究計畫，
那時的他須收集全世界土壤溫度資料，研
究土壤溫度在石同深度的變化，最後完成
了 [ 地面溫度 ]《Ground Temperature》報
告，後由哈佛大學出版成書籍。

他曾與家人簡單提過，他在美蘇冷
戰期間，成為第一位被哈佛大學聘請的華
人科學家，協助美國軍方研究坦克車於冰
天雪地行駛時會碰到哪些阻力。此外，他
也是第一位代表美國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擔任「熱帶水文與氣候委員會」召集
人的第一位華人（1981 年），也因此獲得

世界各國珍貴自然資源與環境的資料，進
行研究，進而著作《世界的資源與環境》
一書。由於張鏡湖博士在地理方面的卓越
成就，被國科會 ( 現為科技部 ) 邀請擔任海
外學者總召集人。

張鏡湖博士在該書緒論中開宗明義的
說：「19 世紀以前的農業社會，刀耕火種，
人類對環境的影響微乎其微。工業革命以
後，世界人口『爆炸』，農田擴張，林地
萎縮，都市激增，兼以大量消耗礦產、燃
料，製造各種工業產品，導致資源耗竭，
生態環境惡化。尤其自從第二次大戰以後，
半世紀內，衝擊之大超過過去數千年人類
活動的總和」。當時他即倡導環境保護，
從各個面向深入淺出，用科學證據、科學
數字來實證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及當務之
急。

 1985 年創辦人張其昀博士仙逝，張
鏡湖博士回台接棒經營財務困窘的文化大
學，他於短短的 3 至 4 年間，將學校負債
17.8 億餘元，轉虧為盈外，更發表多篇論
文，精闢分析氣候變遷、雨量、風力、水
力等天然資源對台灣及全球政經、土地、
人口的影響，也提出許多建言，提供政府
參考。

張其昀博士、張鏡湖博士父子見識寬
廣、學識淵博，在過去 60 年，認真治校，
專注研究，專心授課，讓文化大學地理學
系成為強棒、學校閃亮招牌！

文化大學地理學系，主要研究地表上
人類活動與其環境相互關係的科學，強調
自然環境分析、人地關係探討和區域研究
內涵，同時著重地理學的應用，重視學生
野外工作經驗，使理論與實際相互驗證。
在現今世界各國資源短缺，氣候快速變遷、
人口爆炸下，文大地理學系仍有很大空間
發揮所長，未來大有可為。

張鏡湖博士教學時，準備的資料非常
豐富，例如某堂課教授的是台灣氣候時，
會準備台灣地形地貌資料，讓學生充分了
解氣候對台灣的影響同時，也會提出世界
各國的資料，拉大學生的視野；他對學生
的期許很高，希望學生學有所成，學以致
用，更希望學生走出象牙塔，進入世界各
地頂尖大學學習，歸國報效國家社會。

我是 1985 年和張鏡湖博士認識的，
那時他從國外回台，在臺大擔任客座教授，
他話不多，就是愛閱讀，愛做研究，像個
「書呆子」，文化大學圖書館沒有的書，
他就請我幫他向臺大圖書館借；他的專長
是地球科學，我的專長是大氣科學，我們
擁有共同的語言，成為好朋友。他平易近
人，虛懷若谷，宛若兄長，但他同時也擇
善固執。儘管如此，他對文化大學最重要
的付出，是解決了財務困難，從虧到盈，
短短 3 至 4 年即看到斐然成績。

2019 年 11 月張鏡湖博士仙逝，高齡
92 歲，臨走前他仍心懷文化大學的師生，
他真心希望文化大學成為頂尖的一流大
學。

創校一甲子的新挑戰
─承先啟後，邁向頂尖大學

我與文化大學淵源深厚，1975 年我獲
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大氣科學博士學位後

返回台灣，在臺大任教，1979 年在文大地
學所所長（前教育部政務次長）孫宕越教
授邀請下，到文化大學兼課，教授「高等
天氣學」，我指導的第一位博士生是中央
氣象局副局長紀水上（現已退休）。仔細
算算，我在文化大學兼課並指導碩博士生
進行論文研究長達 22 年之久，國內很多著
名氣象專家學者都是我文大的學生。

我非常欽佩創辦人張其盷博士，他是
位「儒者」，有理想的教育家，其高風亮
節，一心辦學，令人敬仰；其子嗣張鏡湖
博士是熱愛學問、熱愛研究的學者，終其
一生專注於地球物理科學，他同時也是將
文化大學轉虧為盈的重要推手。今年 (111
年 2 月份 ) 教育部正式核定我為文化大學
第 19 屆文化大學董事長，我將以弘毅精
神，傳承文化大學優勢，努力協助校方「敢
於攻頂、邁向頂尖」。

現讓我們一起思考文化大學如何「脫
胎換骨，邁向頂尖」。我將率所有董事，
協助校方，設立「文大邁頂基金」，呼籲
校友們和社會善心人士捐款挹注，做為下
列用途：
1）強化師資：設立「文大講座」，引進大

師級專家學者、院士、國家講座、傑出
研究者，塑造學術重鎮。

2）引入高端學生：設立「文大精英獎學
金」，引入頂尖學生，讓學生安心就學，
培養社會棟樑。

3）優化教職員工之工作環境，使人人適才
適所，盡其所能，為邁向頂尖大學而努
力。

4）打造學生學習的優質環境，改善教學設
備，改善學生的住宿和交通條件。

5）其他有助邁頂目標的策略和行動方案。
文大六十，匡世濟時。回顧創校一甲

子歲月，從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草創，到子
嗣張鏡湖博士接棒；從一棟校舍發展到 20
棟校舍；從負債到校務基金已有盈餘，積
累經驗、藏器待時。如今正是文化大學大
躍進時刻，讓我們勇敢向前，讓文化大學
的未來風起雲湧。敢於攻頂、邁向頂尖—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dare。

文為地理學報程仁宏邀稿後所著

自幼讀書識字以來在
家裡或學校即喜歡聽父母
或老師講名人努力求學及
為理想而努力打拚奮鬥的
故事，及長至大學時期就
喜歡閱讀名人傳記或聽其
講演，並學會做筆記，並
將其嘉言語錄予以記下，
且若有機會也會將其精華

之處與親朋好友分享，所
謂 (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
也是人生一件很有意義之
事。

日前我有一次很好的
機 缘與台大前副校長現任母
校中國文化大學董事長陳
泰然博士聚會，聆聽了一
席宏觀，高瞻遠矚的辦學

理念，令我深為感動，尤
其 拜 讀 了 他 於 2022 年 3
月 1 日為了慶祝母校中國
文化大學 60 歲生日所發表
的[率先轉型，積極轉型]，
[ 敢於攻頂，邁向頂尖 ]，
[ 承擔責任，貫徹校訓 ] 感
言……] 之一篇大作，令我
深深的感受到陳董事長與

文大深厚的淵源及其在文
大多年來從事教學研究卓
著的貢獻，及其他對張故
創辦人及張故董事長鏡湖
先生兩位恩師創校興學，
為國育才，以蔚為國用的
教育核心價值知之甚深，
且誓言繼志承事，貫徹先
賢 辦 學 之 宗 旨 與 理 想 目

標，勇於承擔責任，帶領
文大全體師生員工及分佈
於國內外廣大校友們，同
心同德，上下團 缘一致，在
既有的良好基礎上，全力
以赴，共同為今後的文大
邁向全球化一流頂尖卓越
國際知名大學而奮進的毅
力與決心。

我 身 為 文 大 的 一 份
子，且也是長年奉獻教育
工作者，讀了深受感動，
而陳董事長的這一篇大作
的發表不但是今後他 缘航文
大辦學的教育核心價值理
念與實 缘篤行指標，亦當可
做 為 青 年 學 子 們 進 德 修
業，奮發向上的重要参考
借鏡之教育經典之作。誠
如古聖先賢所言：( 見賢思
齊 )，( 養天地正氣法古今
完人 )，炎東出身於母校中
國文化大學，有鑑於此，
因特恭錄陳董事長的大作
如次 , 以供諸博雅先進卓
參，不勝感恩之至。

王校長贈禮感謝何和明會長四十年付出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傑出校友聯誼會，
今天舉辦「回娘家」活動。王淑音校長在會上，
特別致贈感謝狀以及精緻的紀念品，送給已擔任
會長職長達四十年的何和明會長。

王校長說，文大有廿八萬校友，傑出校友
的數量卻很少，顯示要當選很困難，也都是各行
各業的佼佼者。數十年來，文大傑出校友的選拔

曾經有斷層，但每一屆也都有老有少，仍有相當
的代表性；尤其，何和明學長擔任會長四十年，
無私付出，每隔幾個月就會舉辦聯誼活動，更是
讓人感動。

王淑音校長表示，今天是文大六十周年校
慶，傑出校友回到母校，也回到傑出校友聯誼會
的娘家，正是大家關心母校的展現。每次看到校

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都很是感動，也希望校
友能持續母饋母校，並以華岡為榮。

何和明會長表示，傑出校友選拔是於民國
六十二年創辦人時代舉行，當時是各系所推荐
後，由董事長、創辦人親自圈選，至今已有千餘
位。民國六十九年鄭 嘉武校長希望能聚傑出校
友力量，便委託他籌組聯誼會，每次聚會，董事
長、校長都親自參加，傑出校友也踴躍提供寶貴
意見。

他表示，四十年來雖也曾想要卸下會長職，
但卻沒有人有意願接棒，他只好持續擔任下去，
可以說是受到創辦人精神感召。為凝聚傑出校友
間的感情，希望未來接任者能繼續努力。

學務長李亦君說，相信各位傑出校友今天
返校，都看見了母校持續進步。文大恢復了停辦
十年的傑出校友選拔，目的就是希望能找出楷
模，讓學弟妹看到未來的方向。她也感謝去年、
今年當選的傑出校友加入傑出校友聯誼會，也希
望母校與各位傑出校友之間，能有更多的合作機
會。 

傑出校友回娘家

華岡有愛、感謝有您—慶祝六十週年校慶捐款芳名錄 ( 新增及補正 )

紀念櫻花樹

高雄市校友會
套裝 60 週年校史

郭瓊瑩
限量編碼紀念酒

魏香明
無編碼紀念酒

李哲藝 劉敏 王福星

校務發展基金

陳素月 蕭煥章 汪進揚 王婷尹

慶祝餐會餐券

林東茂 范憶萍 洪堯居 林祚堅 德富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甘錫昫 高許定 吳貴龍

校務發展基金

楊維謙 謝昕晏 曾煥棋 陳富祥 楊宜芳 施登山

（以上依品項、單位、個人及匯款時間排序，若有不周或疏漏，尚祈見諒，並於下期文大校訊見刊）

文 / 陳泰然董事長 大學講座教授 / 黃炎東恭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