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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札根 揮灑青春 年度社團盛事傳承屬於你我的大學社團情
102 學年度華岡青年 大專優秀青年表揚暨社團薪傳 頒獎
【文/李文瑜】 以 「文化札根、揮灑青春」
為題的 「102 學年度華岡青年、大專優秀青年
表揚暨社團薪傳」 6 月 7 日在體育館舉行，邀
請李天任校長、中國青年救國團張德聰主
任、魏裕昌學務長、體育館江界山主任、文
大校友總會林柏杉秘書長也是現任嚕啦啦社
團指導老師聯合出席，希望同學們在文大校
園裡扎根學習，再藉由積極參與社團與活
動，盡情揮灑四年寶貴的青春歲月！
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主辦一年一度的
「優秀學生暨社團表揚頒獎典禮」 盛大舉
辦，現場頒證表揚優秀的華岡青年及大專優
秀青年，而華岡優秀青年和大專優秀青年更
拍攝當選感言影片，勉勵諸位學弟妹們 「堅
持理想，實現自我，下一位華岡青年/大專優
秀青年就是你」 ，傳承經驗，更是傳承美好
社團的青春記事。
社團總體評鑑特優包括康樂類：華岡康輔
社、服務類：蘭陽學友會、生命關懷類：如
來實證社，學藝類：中醫藥研究社，體能
類：體操啦啦社，系學會類：英國文學系系
學會，全校性卓越獎：學生會、畢業生服務
委員會。

課外組提到，今年社團的大日子，典禮上
頒發社團最期待的社團評鑑獎項，包括社團
平時評鑑績優獎、社團檔案評鑑績優獎及社
團總體評鑑績優獎，經過一年的辛勞，全體
社長及幹部同學在獲獎的當下，驚叫聲此起
彼落，將頒獎典禮的氣氛帶到最高潮。
今年獲得特優第一的社長們，有的感動得
掉下欣喜的眼淚，有的被幹部興奮得拋舉，
場面熱鬧且歡樂，大家都體會到先苦後甘的
滋味。
社團薪傳典禮的主題是 「綠色大樹」 ，藉
由大樹向下扎根，才能穩定向上成長的寓
意，鼓勵同學像大樹一樣，在學校能扎根學
習，充實自我專業知識，並在參加社團及課
外活動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展現自
我、發光發熱。魏裕昌學務長強調，經營社
團也像照顧一棵大樹一樣，需要大家共同用
心經營，才能讓社團成長茁壯，永續運作。
「102 學年度華岡青年、大專優秀青年表揚
暨社團薪傳」 典禮特別舉辦傳承宣誓典禮，
新舊任社會長在學務長宣誓下，並交接信物
後，圓滿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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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先生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新書著作
郝伯伯為現場師生在新書著作簽名合影 細解兩岸歷史情

張董事長致贈禮物予郝柏村先生後合影

102 年度教育部校務獎補助經費撥款及支用明細公告
為提供師生充分了解教育部校務獎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本校積極
推動資訊公開透明化，透過校內各項資訊公佈訊息傳達，讓全校師
生清楚掌握獎補助經費使用情況。
「獎補助經費」 除依教育部規定，公告於本校公告系統外，並以
e-mail 的方式，讓師生了解，玆將撥款明細表及使用項目、金額詳
列 如 下 表 。 也 可 上 網 http://www.pccu.edu.tw/post/content.asp?Num=
20140121100805347，歡迎全校師生查詢。
一 、 102 年 度 (102/1/1~102/12/31) 蒙 教 育 部 撥 款 校 務 獎 補 助 經 費 計
103,320,332 元，其獎補助經費占本校近 3 學年度總收入之百分

項目
學校獲總獎補助經費
支用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48,887,068 54,433,264
經常門執

資本門執

行金額

行金額

合計
103,320,332
合計

比分別為 2.42%(99 學年度)、2.31%(100 學年度)及 2.88%(101 學
年度)。而該獎補助經費占本校近 3 學年度總支出之百分比分別
為 2.42%(99 學年度)、 2.42%(100 學年度)及 2.47%(101 學年度)。
二、102 年度(102/1/1~102/12/31)教育部校務獎補助經費撥款及執行
情形如下表

項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三、改善師資結構方面

31,014,093

31,014,093

二年內新聘教師薪資

26,748,239

26,748,239

73,288

73,288

研究

3,188,610

3,188,610

研習

799,936

799,936

著作

204,020

204,020

補助教師編纂教材

一、充實、改善教學軟硬體
方面

17,356,373 49,817,979

67,174,352

圖書、期刊、資料庫

11,793,962 14,884,098

26,678,060

5,193,508

5,193,508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82,800

29,740,373

29,740,373

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63,600

469,520

533,120

370,202

563,685

933,887

48,887,068 54,433,264

103,320,332

教學軟體
充實、改善教學相關硬體設備
充實教學相關物品及學術活
動展演經費

5,562,411

5,562,411

備等相關工作方面

推動

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
材設備
合計

二、辦理環境安全衛生設
備、教育訓練及防護設

四、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之

3,582,080

3,582,080

電話／（02）28610511 轉 13602

516,602

1,033,205

【 文/李 文 瑜 】 高 齡 九 十 五
歲，曾任武官最高職位的參謀總
長及文官最高職位的行政院長郝
柏村先生於 6 月 10 日蒞臨本校，
為本校兩岸學生介紹《郝柏村解
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上下冊)》
新書著作。本校張鏡湖董事長
說，非常榮幸能請到郝院長與學
生們深談八年抗戰跟兩岸關係，
郝院長最新著作上、下兩冊，細
講八年抗戰跟兩岸關係，相當有
意義。
郝柏村院長說，歡迎大家來聆
聽八年抗戰與兩岸關係這麼一場
重要的演講，由於今年 7 月 7 日
就是盧溝橋事變的 77 周年，八年
抗戰改變中國人的歷史，更改變
了許多人的命運，希望大家透過
演講與分享，了解那一段屬於兩
岸最重要的一段歷史故事。
擔任該場演講之主持人，籌劃
出版著作之遠見天下文化總經理
特別助理蔡馥鵑提到， 「郝柏村
先生親身走過這段慘烈的歷史，

但是這段歷史在兩岸受到扭曲，
因此他以九十歲的高齡，每天花
寫一千字的時間寫下大家手上的
這套書，也是郝院長要送給年輕
朋友的禮物，更希望透過這一場
演講，讓更多人知道與理解郝院
長之所以在中國歷史地位上有不
可磨滅的原因。」
郝 柏 村 （Hau Pei-tsun， 1919
年 7 月 13 日－），江蘇鹽城人，
中華民國著名軍事將領及政治人
物，字伯春，中華民國陸軍一級
上將，曾獲頒卿雲勳章、雲麾勳
章與虎字榮譽旗；曾任參謀總長
與國防部部長、及卸除軍職後擔
任行政院院長。是繼陳誠以後，
第二個在行憲後曾出任武官最高
職位的參謀總長及文官最高職位
的行政院長的人，現任台北市市
長郝龍斌為其長子。在擔任行政
院長任內，批准成立了陸委會和
海基會，為兩岸三通開闢了互相
聯繫與協調的通道。相關著作有
《無愧》、《郝總長日記中的經

郝柏村先生與現場聽眾師生相見歡

國先生晚年》、《八年參謀總長
日記》、《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以上均
為天下文化出版）等。
《郝柏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
記(上下冊)》內容詳記蔣介石日
記（1917～1972）自 2006 年公開
後，詳實的軍事、外交等決策紀
錄，為中華民國近代史研究開展
新的視野。全套日記涵蓋了兩岸
共同關注的民國史兩大戰爭：國
共內戰（1945～1949）與八年抗
日戰爭（1937～1945）。
一九一九年出生的郝柏村，半
生戎馬，是少數僅存親身見證兩
大戰爭歷史現場的將領。是繼
2011 出版《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
1945！1949》，郝柏村再次傾生
命之力，以蔣介石日記為本，尋
訪尚存軍袍，翻查兩岸史書，每
日親撰千字，畢兩年之力，走過
蔣介石筆下以及他自身經歷的八
年抗戰，終以 60 萬字而成就本
書。

現已近 95 歲高齡的郝柏村致詞
時提到， 「這不只是蔣介石的八
年抗戰，也是中華民族的生死存
亡之爭，不能被遺忘，更不容被
扭曲。希望自己在有生之際，為
後世留下歷史原貌，也為今日兩
岸的歷史詮釋權，廓清迷障。」
張鏡湖董事長致詞說， 「非常
榮幸邀請郝院長與現場學生暢談
八年抗戰跟兩岸關係，最新著作
兩本書上、下兩冊，就是講八年
抗戰跟兩岸關係，八年抗戰在中
華民國史上非常慘烈也是非常危
險，憶起那時候我才十一歲，在
杭州看到中國的空軍在戰場打敗
日本軍的印象極為深刻，在上海
的戰爭歷經三個月才失敗，不到
三個月的時間，一路跟隨著政府
西遷，這些經驗都是歷歷在目
的，透過這兩本書，讓我再次回
憶當年的八年抗戰與兩岸關係，
也希望現場師生在這一場演講中
感受當年的歷史。」

1,549,807
82,800

102 年度撥款 103,320,332 元：教育部 102.5.23 臺教高(三)字第
1020074966A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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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柏村先生專題演講後與學生的問與答，社科學院趙建民老師擔任主持人

郝柏村先生親自為學生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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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校園巡禮行 揮淚笑憶大學路
藝術學院畢業之舞快閃舞出青春
藝術學院畢業之
舞快閃舞出青春

正

！
此
在
照
畢業

館樓立牌、文化大學鳥牌、學院手拿牌超吸睛
【文/李文瑜】今年校友總會規劃十二學院特色指
標看板與人形館樓看板，在菲華樓前面設立各種館樓
看板，還有中國文化大學特色鳥牌、學生證及學院學
系的手拿牌，留下最美的畢業照，吸引許多畢業生合
影留念，成為全場最吸睛之處。
今年校友總會舉辦畢業季系列活動，包括了 「2014
華岡人群像」 畢業照現場大募集、 「致青春網站集讚
人氣王」 徵選 2014 畢業主題照，以及即將登場的 「致
青春-華岡人互動樂園」 文大場景照拍攝等三大活
動。
「致青春-華岡人互動樂園」 ，將於畢業典禮當週 6
月 3 日至 6 月 6 日，於菲華樓 1 樓暨戶外廣場舉行，現
場提供精緻大型華岡全景、微型華岡主題體驗區，以
及生動俏皮的各項道具，讓學生盡情拍個過癮！

【文/李文瑜】我畢業了！青春大學結業式，6 月 6 日畢業巡禮從大恩
館點燃熱情、在大成館前揮淚再見、在仇人坡前大笑泯恩仇、在燦爛如
花的菲華樓坡回憶社團情，一同進入體育館見證正冠禮。華岡畢業典
禮，送走超過 5770 名畢業生，一趟校園巡禮在李天任校長與各學院院長
的帶領下，走過燦爛的四年大學，為畢業寫一個圓滿的句點。
今年學務處也邀集藝術學院三系畢業生以快閃形式舞出青春與熱情，
在校生的歡生與畢業生兩群舞者的快舞下，在圖書館前更顯出色與感
動，讓在場畢業生尖叫聲不斷。
校園巡禮是每一位華岡畢業生最重要的日記本，以回憶方式，一一細
數一千四百多個日子，回憶美麗的華岡校園，記憶中聆聽師長之諄諄教
誨，在曉峰圖書館中與書香為伍，埋首 K 書，在百花池畔熱情參與社團
活動，在體育館內盡情運動，揮汗如雨。課餘之暇與朋友共同體驗華岡
的雲霧飄渺與鳥語花香，看盡觀音夕照與台北夜景，遠眺台灣海峽，欣
賞其暮靄景色，氣象萬千，還有那數不盡的徹夜聊天上網，逛夜市，郊
遊打工，社會服務，趕交作業論文，共同分享生活與學習的甜酸苦辣，
這一頁頁的故事，屬於每個華岡人。
教官室特別規劃校園巡禮路線，在國樂系悠揚的樂聲裡，吹奏驪歌之
曲，邀請學弟妹在各個館樓前熱情吶喊，邀請畢業生從大恩館出發，一
路延著大仁館、曉峰紀念館、大成館、大義館、菲華樓、大賢館，在綿
綿細雨裡，恭喜學長姐畢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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