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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日本國立大學
法人鹿兒島大學農學部，由部長
富永茂人教授、農學部國際交流
委員長寺岡行雄教授與技術專門
職員川口昭二先生等三人代表，
於10月3日蒞臨本校農學院，由
黃鵬林院長代表簽訂完成兩校院
際間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及學生
交流協議書。

鹿兒島位於日本九州最南端，
在日本戰國時代及明治維新期間
出現過篤姬、西郷隆盛、大久保
利通等多位著名的歷史人物。鹿
兒島大學源起於1773年之 「藩學
造士館」 ，1949年整合為新生國
立大學，現有九學部、十個大學
院，學生總數約11000人。近三
年來該校農學部與水產學部師生
與本校農學院間，已有多次實質
的學術研討及學生交流活動；鹿
大農學部源起鹿兒島高等農林學
校，迄今已有 102 年歷史，以

「島嶼」 、 「環境」 、 「食與健
康」 為主軸，對於九州特色農業
研究及產業發展上具有顯著之貢
獻。

在鹿兒島大學農學部協助安排
下，本校農學院園藝暨生物技術
學系於6月19日，前往該校進行
「日本高等農學教育發展趨勢

(Development trends of higher agri-

cultural education in Japan)」 移地
學習課程。園生系熊同銓主任是
率團指導教授，在黃鵬林院長同
意下，正式與該校副學長、農學
部部長、國際交流委員長及留學
生中心長等進行討論，同時，達
成由鹿大農學部與本校農學院簽
訂正式之學術及學生交流協定之
共識，八月份送經該校農學部國

際交流委員會及教授會正式通
過，為表慎重富永農學部長決定
親自率團來台簽約。

10月3日下午，由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李孔智處長接待下，富永
部長先行前往拜會吳萬益校長。
吳校長說，相當歡迎鹿大農學部
貴賓，未來期盼農學院可以在黃
鵬林院長及全院的教授努力下，
設法能與該校合作爭取國際學術
合作研究計畫。

富永部長表示，推崇張董事長
及吳校長辦學精神，目前已有本
校畢業生進入其研究室深造，期
待兩院未來有更多的學術與學生
交流。黃鵬林院長表示，兩院簽
約後將更能增進農學院實質推動
「學術研究國際化」 及 「學生學

習國際化」 之核心價值，未來在
兩院院長及師生合作下相信會有
更顯著的交流成果。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參訪文大傳播學院
張董事長專文演講談 張創辦人的生平與事蹟

【文 / 李文瑜】南京大學新聞
傳播學院率師生來訪，張鏡湖董
事長一見面就高興的對學生說，
「我是南京人」 ，現場南京大學

師生鼓掌。張董事長說， 「父親
今年獲得其母校南京大學設立一
座永久紀念館，永久展示父親一
生重要事蹟與文物，自己也多次
前往南京故鄉巡禮，尋找兒時求
學的各種記憶，因此，每每遇到
來自南京大學的師生，心裡都會
有一種遇故知的快樂，歡迎各位
貴賓來到文化大學，這是父親一
手創建的大學，創校已經五十
年，目前已經是台灣知名的綜合
性大學」 。

來自南京新聞傳播學院師生團
包含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
長院長汪萍副教授、南京大學新
聞傳播學院副教授周海燕副教
授、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
周圍講師、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
院文思敏、虞恬靜、高佳佳、白
一婷、何丹妮、李慕琰、劉夢

潔、談楊、姚志源、何天蔚、楊
溢、蘇煜雅、周菁、羅秋敏、李
子申等學生。

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是應本
校新聞傳播學院之邀請，特別參
訪文大傳播學院，由於本校傳播
學院引領台灣傳播教育之始，創
立相關新聞學系，培育許多優秀
的新聞界菁英。

傳播學院葉明德院長說，文化
大學傳播學院是台灣首創以新聞
傳播事業教育為主而成立的新傳
學院，採取跨領域學群的教學方
式，提供不同需求、不同學生、
不同實習媒體經驗。成立五十年
來，校友超過六千多人，在國內
外新聞傳播、印刷、廣告、公關
業及政界、學術界等，傑出優異
的表現，校友滿天下，提供了學
弟妹寒暑期實習機會，進而直接
接觸新聞圈，掌握職場，掌握人
生未來的方向。新傳學院年年報
到率超過九成。葉院長說，新傳
學院重 「專業倫理素養」 ，培養

公正、誠實、正義、關懷社會的
媒體人。

葉院長也提到，文大的圖書館
與博物館，是台灣大學院校獨有
專設的機構，提供學生在學習之
時，能透過親身參訪圖書館與博
物館，而沐浴在美學涵養裡。

張董事長特別為南京大學的學

生舉辦一場小型的專題演講，分
享張其昀創辦人對教育與政治之
貢獻。張董事長說，今年 5 月 7
日南京大學為紀念南京大學傑出
校友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
先生，在南大仙林校區設立一紀
念館，永久展示創辦人一生重要
事蹟與文物。

張創辦人，其昀先生，字曉峰，浙江省鄞縣人，生於一九○一年。中學就讀
於鄞縣第四中學，一九一九年代表寧波中等學校學生赴上海參加五四運動，贊
同吸取西方政治和文化中的某些優點，但堅決反對全盤西化，揚棄中國傳統文
化。同一年他考取南京高等師範文史地部，創辦人在三年級時已出版7到8篇學
術論文。高師畢業後，擔任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曾著 「虹口公園博浪之錐」
一文，讚揚韓國青年尹奉吉，於一九三二年在上海虹口公園圖炸日本白川大
將，為宗邦復仇，事敗後慷慨就義。

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張創辦人任教中央大學。當年除從事有關中外史
地論文的撰寫外，並關心國事，著文譴責一九二八年日本所主導的濟南慘案，
並評論一九三三年國聯調查團由英國李頓勳爵 「Lord Lytton」擔任團長所提出對
東北問題的報告。

一九三六年張創辦人應杭州浙江大學之聘。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浙大
輾轉西遷至貴州遵義。一九四一年創辦《思想與時代》雜誌，內容包括中西文
化、政治、經濟等問題。自第一期第二十二期每期都親自撰寫論文，後因赴美
國哈佛大學講學而中止。二○○七年浙江大學出版社選擇該雜誌中五十一篇論
文重新出版並當做通識教材，可見其重要性與貢獻。

一九六八年創辦人籌備 「國際華學會議」他用 「華學」而捨 「漢學」，因為
不僅 「漢學」易與 「宋學」 「清代樸學」相混淆，而且中華民族除漢族外還有
滿、蒙、回、藏等民族，漢學實難概其全。一九六一年，創辦人開始撰寫 「中
華五千年史」，但僅寫到西漢就逝世了。他所撰上古歷史收集的文獻資料，極
為完整，但近數十年，中國發現了許多考古遺址和史料，河姆渡文化的發現即
為一例。但其中的《孔學今義》，是傳世之作。二○一○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
簡體字版，二○一二年浙江大學發行英文版。

全神教的信仰，相信互相尊重與和平共存。一九八五年張其昀先生逝世，在
遺書中自稱是全神教的信仰者，西方宗教包括猶太教、基督教、希臘正教都是
「人格神」的一神教。而中國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是 「非人格神」的多神教，
「道並行而不悖」。西方世界中古時代，宗教戰爭，史不絕書，十字軍多次東

征即是一例。歐洲沒有像中國自秦漢以降大一統的局面，實以非人格神的宗教
可以互相尊重和平共存。

張董事長與南京大學師生合影

拓展國際學術合作視野 本校農學院本校農學院與鹿兒島大學農學部鹿兒島大學農學部
簽訂完成院際間交流合作協議書

【文 / 李佳如】2012華岡藝術展演講由藝
術學院主辦，於十月在華岡博物館一樓，舉
辦一系列業界實務講座。10月2日由美術系林
金標教授主持，並邀請美術系第19屆學長陳
炳誠，也是藝術學院木作與創意工作訪指導
老師到現場，與同學分享 『學木工，玩木
頭，你選哪一樣？』 的概念，讓大家一起享
受樂活、用創意玩木頭！

陳炳誠老師認為，雖然在這便捷的時代，

有許多東西都是唾手可得。不過，如果每個
人的一生都是一模一樣那就不好玩了！所
以，同樣一根湯匙，如果可以運用創意，讓
我們的生活變的更具多樣性，也讓生活不再
只是標準規格， 「用玩木頭、做木工」 的概
念，為生活增添不一樣的樂趣。

陳炳誠說，自己做木工的經歷只有5年，但
是玩木頭卻有40多年了。他說，從小生活在
大家族，生活中最常見到的就是木材、樹
枝，所以總是一個人躲到安靜的角落、靜靜
玩木頭。第一次拿鐵鎚是兩歲，在三歲時，
就曾經拿著家中柴刀，將所有樹枝劈成自己
想要的樣子。

陳炳誠以自身的作品 「黑面琵鷺」 向同學
說明 「經驗」 是如何創造出更多可能！他運
用工人所剩下的木料，搭上力學概念創造
出，可以不斷啄米、點頭的黑面琵鷺。這件
作品引發了在場同學的讚嘆、也引發同學們
想一起玩木頭的渴望！在這時候，陳炳誠將
作品轉向背面，用作品背面無數的孔洞和台
下觀眾說明， 『只要有心，一切都是可能』
的概念，向同學分享原先自己也是不懂如何

做木工、對力學的重量分配也不是很熟悉，
不過，經過一次又一次錯誤卻寶貴的經驗，
造就出這個會上下點頭、啄米的黑面琵鷺。

古人曾說： 『天生我才必有用』 這句話，
在陳炳誠老師玩木頭的世界更為可信。曾經
有位同學向陳老師提問，什麼是最好的木
頭？陳老師回答，只要是能用的、在你心理
他可以有其他用途的木頭，就是好木頭！所
以，不是只有檜木可以被稱為好木頭，陳老
師認為，只要發揮創意、妥善運用經驗在剩
餘的木料上， 『朽木也能找到屬於他的春
天』 ！

不斷點頭的黑面琵鷺們是經過一次次失敗才完成的

【文 / 陳妤】三十個小時的飢餓你體驗過
嗎？學生會邀您10月20日早上9時30分至10
月21日下午17時於大賢館、興中堂體驗饑餓
的感覺。歡迎全校師生一同來 「敢」 受這份
饑餓的 「感」 受！！！

在世界上許多國家中，很多人長年累月忍
受著飢餓的痛苦，是被譽為幸福的一代的我
們體會不到的，因此，學務處課外組以及學
生會與 「世界展望會」 合作推出體驗營活
動，凡是全程參與的同學將可獲全人學習護
照之認證，也可獲得由 「世界展望會」 提供
之飢餓三十營友包，其中包含一張 「飢餓三
十體驗營證書」 ，此證書可作為日後免費參
加第24屆全國大會師之資格證。

今年的活動宣傳將配合募款及募集發票等
活動，讓參加 「飢餓三十」 的朋友體驗身心

的辛勞，同時歡迎本校師長體驗自主飢餓，
並出席10月20日上午10時在興中堂舉辦之宣
誓大會，願華岡人經由飢餓三十可以發揮人
性善良及社會關懷品德，將活動的愛與精神
能散播到所在的每個角落。

凡是有參與活動的同學，請準時於指定地
點報到，營期活動中請斟酌攜帶保暖衣物，
也敬請各位學員務必告知家長參與此次活
動，以免家長擔心。營隊期間若需離營，請
向現場工作人員說明，填妥 『離營切結書』
後，方得離營。在體驗的這30小時之內，活
動範圍為文化大學及周邊，其中安排的活動
內容以不耗體力的方式進行。各位同學也應
考量身體狀況，若活動期間遇忍受不住之情
況，也不要勉強，身體有狀況都要盡快告知
營長。

職發組生涯歷程檔案推廣活動
我對大學的期望 新生徵文比賽開跑

【文/李佳如】開學經過一個月，相信許多
大一新生對於剛換下的高中制服應該還不太能
適應，所以在這一個月大學生涯中，各位新生
們對校園、上課方式有什麼不熟悉、或是有什
麼期待呢？現在各位新生只要到學生專區進行
網路報名，在個人 「生涯歷程檔案系統」 中，
撰寫公開文章 「我對大學的期望」 文章一篇。
報名的前100位同學還可以直接獲得可愛小
物，歡迎大一新生快到學生專區進行網路報名
吧！

本次的參賽資格及評分方式如下，請大一新
生登錄學生專區，並在個人 「生涯歷程檔案系
統」 中，撰寫 「我對大學的期望」 文章一篇，
選擇 「自我介紹」 項目進行儲存並置於網頁最
上端，並設定成公開文章。文章內容將由學生
事務處職發組的3位師長進行評分，再依照同
學文章豐富度做為評分標準。評分最高的前十
名同學可獲得精美禮物及獎狀一只，希望獲得
大學生涯中第一張獎狀、第一份光榮紀錄的同
學歡迎踴躍報名。

撰寫 「我對大學的期望」 一篇文章，也能同
時替自己的大學生活、學習態度，訂下目標，
寫下自己在剛進入大學的新期望、心情，待到
將來有機會回憶之時，依定會得到更多的喜悅
及肯定。現在就請各位大一新生快進行網路報
名一起寫下 「我對大學的期望」 吧！

超級紅人榜
校園台語歌唱大賽 文化站開跑囉！

【文/方怡婷】愛唱歌的你還在等什麼？即
日起至10月18日晚上24時前為報名時間，比
賽日期為10月19日星期五下午18時於大恩館
1樓階梯教室，比賽前4名參賽者可進棚與挑
戰選手合作PK衛冕者！

若欲報名的同學或老師可至 「超級紅人榜」
官方FB報名，或是洽電0981624497至詞曲創
作社龍同學索取報名表，或是每日早上11時
至晚上21時洽詢報名專線0911404070報名，
當日也可現場報名。比賽方式為以台語歌為主
軸，輕唱或是自備卡拉皆可，時間限3分鐘，
不限形式。

此次比賽為三立電視台超級紅人榜主辦，由
文化大學詞曲創作社協辦。若有疑問也可製
FB搜尋活動 「超級紅人榜之校園台語歌唱比
賽」 。歡迎愛唱歌的同學踴躍報名！

【文 / 李文瑜】
榮獲 101 年曉峰苑
生專文寫作亞軍的
教育系吳柔緻說，
「我是曉峰苑生，

我在一年課程裡，
學習到現今社會是
一個兩分鐘的世
界，你只有一分鐘
表現出你是誰，第
二分鐘則要展現你
的魅力，讓對方接
受你、喜歡你，在
團體的學習與學校
的支持下，我擔任

曉峰苑生，看到不一樣的學習態度。」
吳柔緻說， 「很高興可以成為曉峰苑生候

選人，因為上了將近一學期的演講課程之
後，覺得自己在許多領域都有不同的收穫及
另一番思考模式，也因為自己的身分不同，
而讓自己有更積極的心情想要學習及充實能
力，也想把握機會，認識不同的老師及同
學，彼此相互學習及輔助，會讓我們都進步
的更快速與順利。」

社科學院楊中立老師的領導統御課，談論
所謂 「領導」 裡不同的見解，吳柔緻說，以
前總覺得領導者只會在活動帶領之中才會出
現，而且是要有領袖風範與氣息的人才能勝
任，但是聽過楊教授的講解之後，我發現其
實日常生活中就會有領導的角色存在，如：
在進行小組討論時，帶領大家做決定與思考

的人，就可以算是領導者，而且人人都有可
能會擔任這樣的角色，因為領導的範圍是非
常廣泛的；所以當我們有機會成為領導時，
應該要積極地去練習與表現，以磨練自己的
能力及訓練思考、統御力，這不僅僅是在學
生時代會運用的到，更是在未來生涯中都可
能會派上用場，若我們有相關經驗時，就不
用害怕自己成為領導時會當不好，這樣的體
認，讓我在最近的小組活動中，更勇於承擔
工作。
王偉華老師的國際禮儀，讓自己體認競爭的
社會，王偉華老師說， 「這是一個兩分鐘的
世界，你只有一分鐘表現出你是誰，第二分
鐘則要展現你的魅力，讓對方接受你、喜歡
你。」 吳柔緻說，因為日前有幾場面試工讀
的機會，所以感受特別深，因為唯有適當的
表現出自己的誠意及決心，並且要有熱情，
才能夠讓對方願意錄用。且而在出發前，還
特別拿出所寫的筆記來對照自己是否呈現最
佳狀態，再去進行面試，感覺上，增加了不
少自信，也讓自己順利被錄取。

周亦龍老師的創意激盪課，覺得最感動的
一句話是： 「你不會只是這樣」 ，吳柔緻
說，不管是在需要很多點子的廣告界或是日
常生活中，每個人身上都有無限的可能，隨
時都會被激發出來，不得小覷，這句話也是
自己媽媽常常告訴我的，尤其是遇到挫折或
困難時，這句話總是會給我勇氣，滿懷自信
去面對障礙，並盡可能去跨越，往往在這麼
想之後，獲得的都會是好結果。

二分鐘的世界 看到全新的自己

我是曉峰苑生
教育系吳柔緻

挑戰 飢餓三十體驗營飢餓三十體驗營 舉手做公益

美術系學長陳炳誠老師教你 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玩木頭

精彩的啦啦隊是團隊合作中一次難忘的經驗

揮灑汗水替自己
的學校爭取光榮



《文大校訊》是一份報導教育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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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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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版 第３版文化人生 美國作家 寇蒂斯 萬丈高樓平地起。 師長金句 吳萬益校長 深耕文化，提升學術地位，創校60週年進入世界知名大學。

學生諮商中心【心理診所】學生輔導中心【心理診所】學生諮商中心【心理診所】
專欄作者：陳秋蓉 輔導老師

相隔兩地，心仍能靠近嗎相隔兩地，心仍能靠近嗎??
老師您好：

輔導老師您好：
我的女朋友即將出國去當交換學生一

年，我為此替她感到開心。但一年的時
間不算短，面對她即將出國，我的內心
很捨不得，也擔心我們的感情會出現狀
況。看著開心的她，我卻不敢告訴她我
的不捨與擔憂，只好裝做沒什麼事，但
時間一天天過了，我的不安卻越來越
多，請問現在的我該怎麼辦?

By不安的阿俊

親愛的阿俊你好：
你願意試著去面對自己心中的擔憂，

這是很需要勇氣的!老師能從阿俊的來信
中感覺到你對女朋友的愛護與疼惜，身
為男朋友的你為了她即將踏上完成夢想
的道路而欣喜，因此不忍心破壞她如此
好的心情；但另一方面，正因為你對她
有深厚的感情，面對這充滿未知的一
年，內心自然會有許多的不捨與不安，
這樣的心情卻不能讓最親愛的她知道，
獨自一人承受，我想你的心一定覺得相
當矛盾與難熬。

想問問阿俊是否清楚自己說不出口的
原因是什麼?擔心說了也會讓女朋友跟著
不開心，所以寧可獨自承受?還是，因為
不確定她與自己是否有一樣的心境而說
不出口呢?若是前者，其實每個人的情緒
都需要宣洩，當你感覺到不安與不捨
時，可以找個信任的人說出你的感受，
或者做些能讓你發洩的事情，例如：運
動、書寫甚至是哭泣也沒關係。如此能
讓你的感覺得到抒發，也不用擔心造成
女朋友心中的負擔，千萬不要以忍受或
漠視的方式度過喔！而若是後者，增進
對彼此的了解將有助於紓緩你的現況，
因此可以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與環境，
在你準備好，也確定對方能安靜聽你說
話的時刻，清楚且具體將你的感受告訴
她，例如： 「對於未來一年相隔兩地，
我擔心我們的感情會有變化，心裡覺得
很不安。我也好想知道妳的感覺和想
法，妳願意告訴我嗎？」 兩人可以藉此
更了解對方,可能你的女友也有相同的擔
憂卻也不知道該如何跟你討論,這樣的分
享與討論不但有助於舒緩你的擔心,甚至
可能讓你們靠近呢！

此外，情緒本身並沒有好壞，而是要
先釐清不安的內容才能進行調適。不曉
得阿俊是否曾思考過自己不安與恐懼的
到底是什麼?是擔心分隔兩地沒時間聯繫
?還是擔憂兩人生活圈與視野的不同會拉
大你們間的距離?釐清這些感受的具體內
容，透過適當的方式表達，反而能增進
彼此的了解，雙方的關係也會更加牢固
喔。針對說不出口與不安的感受，以下
幾個方法供你參考：

1.分隔兩地沒時間聯繫：共同討論未
來這一年彼此想要的相處模式，什麼時
間可以通話、要用什麼樣的方式等。例
如：用 facebook、 skype。也許在寒暑
假，時間、費用等各方面許可的情況
下，能在國外或台灣見面。

2.生活圈與視野不同：未來一年中你
或許會比現在有更多自己的時間，回想
一下，有沒有哪些事情是你一直很想去
做，但卻沒有時間完成的，現在就是你
最好的時間了！將生活重新規劃一下，
去參與那些自己感興趣的事，例如：社
團﹑打工﹑某種專業的精進甚至是才藝。
讓自己的生活充實，也能讓相隔兩地的
你們有更多的豐富話題與對方分享喔。

你可以試試看以上的建議，嘗試釐清
自己的感受以及針對問題進行討論，也
許你會發現，這份不捨是兩個人共同的
心境，彼此都很珍惜這份感情，也都很
想要一起經營喔!

有任何心理困擾或需求，歡迎前來諮商中心~
電話預約：(02)2861-0511轉12611或12612

親自預約：直接前往大孝館2樓
學生諮商中心 安排會談時間

E-mail預約：cufak.pccu@gmail.com
(請註明姓名、系級、聯絡方式及想先讓老師知道的部分)

美西柏克萊英語研習營

獨家行程 + 三週美語生活訓練讓你變成舊金山達人!!!

舊金山（柏克萊ESI ）3週英語課程（每週預計15
小時ESL英語課程 + 3小時戶外教學活動）+ 洛杉
磯(LA) 三天兩夜遊: 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星光
大道+ UCLA巡禮參訪
住宿YMCA : 2或3人一間

舊金山趴趴走：
史丹佛大學、金門大橋、藝術宮、漁人碼頭、金門
公園、九曲花街、惡魔島、沙薩利多島、柏克萊電
報街、聯合廣場購物街、卡斯楚街、嬉皮區、日本
城、中國城、奧克蘭湖區、名牌大賣場…等。（依
照學校安排而調整之，可自由參加）

具有22年遊學經驗並享譽遊學第一品牌的中國文化大學將於2013年寒假再度推出美西柏克萊英語研習營!能提
供團員最有品質保障的服務，並且是全台唯一正規大學外語教育之海外語文研習團，深受老師、家長推崇。歸國
學人帶您認識當地國的學制，為日後留學暖身。前進海外深度遊學讓您體驗到優良的教學品質，上課教材全由專
家製作，以不同的主題讓您認識其文化、風俗、制度、禮儀、俚語等。專業的師資採用活潑的方式，使您在完全
英文的環境中，自然而然聽力大幅進步，日常慣用語及發音也會越來越接近正統英文。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2013年寒假遊學團-中國文化大學 美西柏克萊英語研習營開始報名了!
名校遊學．第一品牌．大學級基金會主辦．家長安心 口碑第一．活動豐富多樣化．全程照料

說明會地點： * * 文化城區部：每週六 PM2:00 ~ PM3:00 B303室
文大學生報名享有優惠折扣價，還有豐富的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預約講座請電洽華岡興業基金會_文化大學推廣部：(02) 2700-5858 海外組分機 8581 ~ 8585
網址:http://studyabroad.sce.pccu.edu.tw/ 電子郵件: cylee@sce.pccu.edu.tw

【文 / 李文瑜 攝 / 陳俊宏】迎接即將到來
的2012校友返校節，校友總會特別於10月6日
舉辦校友共識營，邀請全球校友會各區會長於
大新館舉辦校友聯誼活動，文大校友總會彭誠
浩榮譽會長現場捐款五十萬元，為母校聯繫校
友情盡最大的心力，更藉此拋磚引玉，邀請全
球各區域的校友一同為母校五十週年歡呼聚
會，一同為延續華岡情而努力。

張鏡湖董事長出席致詞， 「校友是我們最重視
的資產，完整的教育線培育優秀的各界校友菁
英，這是華岡人的榮耀，未來希望校友多多回
母校看一看。」 這幾年文化大學表現很好，以
教育引領兩岸高校穩定持續發展，今年南京大
學幫創辦人蓋了一座永久博物館，展示張創辦
人許多生平事蹟與對教育的貢獻，這是相當光
榮的事情。這份光榮不僅僅是文大的榮耀，更
是校友們的榮耀，希望校友們有機會到南京大
學可以多去參觀張創辦人的博物館，追憶創辦
人對教育高風亮節的精神與態度。文大創校五
十年來，教育很多英才，華岡校友在各界領域
極為優秀，擔任大法官有三位、歷屆立法委員
達七十多位、擔任各國大使也很多，還有大學
校長、縣市首長等，正因文大有完整的教育體
系，如外語學院培育優秀的外語人才、社科學
院培育行政菁英等，希望校友會能夠多多聯繫
校友，將這些優秀的校友們感情凝聚起來，創
造更大的華岡力量。

張董事長提到，今年是文大創校五十週年，
美國郵政公司特別發行 「慶祝中國文化大學建
校五十週年紀念」 美國郵政紀念卡，這是美國
郵政史上第一次核准發行的慶祝台灣之大學院
校建校校慶的郵政紀念卡，非常有歷史價值及
收藏意義。他提到，全球只有大陸清華大學一
百年校慶時，才有此一殊榮獲美國郵政紀念卡
發行，台灣則是中國文化大學五十週年校慶獨
家獲得發行，此美國郵政紀念卡是限量版紀念
郵品，目前紀念郵票則珍藏在美國郵政博物
館、美國國家檔案館、美國歷史博物館及史丹
佛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全美知名大學
之東亞圖書館中，作為歷史見證，永久保存。

張董事長特別介紹現擔任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的唐彥博校長。張董事長說，唐校長曾擔任本
校總務長多年，六年來陸續擔任三所大學的校
長，真得很優秀，是華岡的傑出校友表現。

中國文化大學建校50週年，畢業生逾22萬
人，遍佈全球，成就非凡。近年來，海、內外
校友分會陸續成立，為加強聯繫，也為迎接
2012年11月10日校友返校節，特別舉辦 「2012
年校友會組織發展共識營」 ，今年以 「愛在華
岡」 為主題，邀請所有各地的學長姐返校，憶
當年愛在華岡的日子。
彭誠浩學長捐款五十萬元校友總會
拋磚引玉 呼譽更多校友凝聚校友之情

長期的支持國內棒球運動，讓文大棒球隊多
次拿到台灣大專的冠軍優異成績，擔任中華棒
協理事長，推動全世界棒球運動不遺餘力，現
任校友總會名譽理事長彭誠浩學長說， 「校友
會要學校重視，校友會就要更堅強、要有表
現、要對學校關心與用力，要隨時隨地在關
心，不管在校友的生活、事業等各方的議題
上，都要讓校友們在外面聽到 『文化大學』 四
個字就會很高興，這樣就是校友會最大的成
功。目前，校友會在全球的校友聯繫做得很
好，非常感謝張董事長與校長的支持。」

校友會副理事長賴素
如，目前是擔任台北市議
員，被譽為政界小太陽，
個頭雖小，發光發熱最燦
爛。她提到， 『文化的校
友會的力量很大，自己不
論在國內、國外參訪或做
事時，都會遇到校友，校
友高興的說著： 「我也是
文化人」 ，語氣裡那種熱

切的氣氛，總是讓自己聽起來很親切、很感
動、很溫馨。我相信校友會一定要朝串聯校友
的方向前進，目前校友會在彭名譽會長與現任
李理事長的努力下，成績是有目共睹，未來希
望校友會能夠持續將潛在力量凝聚起來，透過
學校幫助學校，加上校友間互動聯繫，讓好多
好朋友都在這邊聯繫，把文化當做自己的家，
未來希望各位校友可以採取更有利的力量凝聚
強大共識。』
吳萬益校長
校友奉獻 凝聚超強信念迎接未來100年

吳萬益校長說，正如董事長說的，校友們對
學校的支持是學校最大的資產，台灣高校正因
出生率降低，全部面臨招生不足的嚴厲考驗，
但文化大學創校五十週年，各位校友在各界的
表現代表的是文大最好的宣傳代言人，使得今

年文化大學的招生報到率達百分之九十五點
五，在如此艱困的招生環境下，文大仍能闖出
絕佳好成績，這是校友們對文大最大的貢獻。

吳校長也提到，報到率提高外，招收外籍生
與英文授課的實質教育提升表現也很好，目前
外籍生英文授課達到三百多位，大陸生則達六
百七十多位，謝謝校友們的支持，未來更希望
校友們持續奉獻與凝聚更強大的向心力，讓已
鼎足台灣五十年的 「中國文化大學」 邁向未來
精彩一百年。

吳校長與林明德教授(左一)、賴素如學姐(右二)、台北海
洋科技大學唐彥博校長(右)合影

校友總會李天任理事長
台灣百分之一都是華岡的校友

「有一個數據很有力，更
見 證 校 友 的 力 量 有 多
大。」 現任校友總會李天
任理事長說，截至今年校
友總計有二十二萬六千校
友，恰好剛剛超過台灣人
口百分之一，可見台灣各
地的百分之一都是我們的
校友，若扣除嬰幼兒與老
年等，文化人比例更高，
可見台灣各地兄弟、朋友、家人，華岡人是無
所不在。李天任理事長說，每個人都有機會在
不可預期下遇到校友，未來校友總會就是要串
連這股經緯點、線、面的力量牽引出來，這百
分之一的力量站出來說我是華岡人，力量絕對
是生生不息，強而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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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校友分會

桃園校友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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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沈文良
召集人
馮定國
召集人
黃劍輝
召集人
吳惠珍
會長

吳正群
會長

謝福弘
會長

許明財
會長

紀國棟
會長

吳威志
召集人
柴御清
召集人
林榮宏
會長

徐德懷
會長

安可宏
會長

江義雄
召集人
林顯輝
會長

粘碧芳
會長

李銘輝
會長

林永發
會長

林松柏
召集人
鄭永芸
召集人
陳瑋鈞
召集人
何和明
會長

簡江作
董事長
黃有良
會長

李復甸
會長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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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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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

會長或代表

會長謝傳佐

會長劉伊蘋

會長趙琦

會長邱俊亮

會長呂世豪

會長雷浩

會長亓國華

會長郭篤為

會長傅淑貞

會長王小玲

代表黃晴美

會長周有才

會長白允生

代表陳素人

代表林秉耀

代表李庸旭

代表阮輝仁

會長陳漢忠

會長莊震霆

會長劉木蘭

代表姜俊宇

代表徐政民

會長湯寄萍

會長萬鐘平

代表林及人

會長元偉琴

代表黃朝謨

代表薛少華

召集人
陳燕發

代表賴祈宏

代表廖婷美

代表蔡國泰

代表曹積仁

e-mail

grace_h_wuh@yahoo﹒com

lasvegastea@live﹒com

jchiu3001@yahoo﹒com

harrylen@gmail﹒com

simoncthu@aol﹒com

sherrychi220@yahoo﹒com﹒tw

nealtkuo@hotmail﹒com

alicefu168@gmail﹒com

hsiaolinsun88@gmail﹒com

joaotsai@yahoo﹒com﹒tw

cychaw66@gmail﹒com

bys@baik﹒info

tus﹒chensuzen@gmail﹒com

longman﹒lin@cathay-ins﹒com﹒tw

yong-wooklee@hanmail﹒net

huijenjuan@yahoo﹒com﹒sg

djonlipru@yahoo﹒com

taixinnong@gmail﹒com

chua_angela@hotmail﹒com

aloha0928@msn﹒com

jammy@tinghsin﹒com﹒cn

rose46fairy@hotmail﹒com

joseph0918@hotmail﹒com

Julian﹒LIN@joensuu﹒fi

beethoven5﹒co@gmail﹒com

benedicte﹒vollund@kjemi﹒uio﹒no

yenfachen@hotmail﹒com

charles﹒lai@momoplus﹒com

peruliao@hotmail﹒com

tsai@victorfrance﹒com

stony1956@ms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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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董事長率校友們合唱校歌

王遠華學長（左上圖）、
高許定學長（左下圖）、
黃有良學長分別捐款一萬
元，購買美國郵政出版的
文大慶祝五十週年紀念郵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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