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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被譽為台灣傳播學之父，於
文大服務超越半世紀，為文大新聞傳播學院最
重要推動與守護者，才德堪欽，貢獻卓著，為
表彰先生在文學、新聞傳播領域之卓越成就，
承前考試院院長關中先生與前監察院院長錢復
先生之推薦，經中國文化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審
查委員會審查通過，6月2日下午15時30分在
體育館八樓柏英廳，頒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以示崇敬。鄭貞銘教授並以 「尋找人生的智
慧」 為題，與現場觀禮師生分享他的人生智
慧。

鄭貞銘教授在文化大學創辦新聞系，53年
來培養學生超過 3萬人，這是文化大學創校 53
多年來，首次頒贈此榮耀給校內教授。被尊稱
為 「新聞教父」 的鄭貞銘教授在文化大學創辦
新聞系所，催生廣告學系，是國內第一所大學
廣告系，開風氣之先，53年來培養學生超過 3
萬人。對於這幾年新聞環境變化大、網路新聞
氾濫，鄭貞銘教授指出，資訊氾濫的今天，眾
聲喧嘩，媒介素養教育很重要，要平衡應用各
種媒體，才知道怎麼跳出泥淖。
近年來鄭貞銘在海峽兩岸全力推廣 「大師工

程」 、舉辦 「大師講座」 ，受到熱烈歡迎，鄭
貞銘教授表示，年輕人應該把頭抬起，不要再
低頭划手機， 「不抬起頭怎麼看得到未
來？」 鼓勵學子多和大師學習、讀好書。
鄭貞銘教授，1936 年 5 月 15 日生於福建省

林森縣，1959 年畢業於政治大學新聞系，
1963 年獲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歷任本
校新聞系所教授、主任、所長、社會科學院院
長，並獲聘為國立金門大學講座教授以及上海
交通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湖南大
學、長沙中南大學、福建師範大學等校客座教
授，且擔任中央社常駐監察人、《香港時報》
董事長等職。

1963 年本校新聞系創系之初，先生受創辦
人與謝然之教授邀請，擔任執行秘書；1964

年，年僅 28歲即出任新聞系代理主任，成為
臺灣最年輕之大學系主任。先生於任內延攬一
流師資，臺灣新聞學界名重一時之大師先後應
聘於本校新聞系講學；並推動本校新聞系與美
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簽訂姊妹校協議，選送優秀
學生至該校攻讀碩士學位；且屢屢推行各種特
色教學，創辦新聞系實習報紙，注重擴展學生
視野，廣受各界推崇，學生受益良多。
在鄭貞銘教授耕耘與推動下，文大新聞系成

為與政治大學新聞系、台大新聞研究所等院系
比肩之著名新聞學府，文大並於 1989 年成立
新聞暨傳播學院。
鄭貞銘教授在文學創作方面亦有傑出之成

就，曾獲中國文藝協會 「五四文藝散文獎」 、
香港文教傳播聯會 「傳記文學獎」 。其中，
《文化．傳播．青年》闡述先生志趣與理想；
《資訊．知識．智慧》描述資訊爆炸時代感時
憂世之作，提供讀者全新思維；《熱情老師．
天才學生》與《老師的另類情書》描繪師生情
誼，感人至深；《無愛不成師》與《橋》凝集
人生軌跡，感悟生命情緣，慨歎歲月如歌；
《百年大師》彙聚大師精髓，導引青年精神，
再造傳世之作。鄭貞銘教迄今仍伏案寫作，熱
衷剖析時事，活躍於各大報紙版面上，文采灼
灼，令人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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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 帶你前進優聖美地國
家公園、大峽谷、拉斯維加斯、洛杉
磯、迪士尼樂園、好萊塢環球影城等地
研習地點位在全美十大名校之一，加州
大學柏克萊分校（UC-Berkeley）大學城
內研習。國內唯一大學主辦，值得家長
放心。前進三大名校包括加州柏克萊大
學、史丹佛大學及 UCLA。有意者均可
洽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海外組
02-2700585802-27005858轉8581~8585。
研習地點為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ESI

（English Studies Institute）該英語學習
中心位於美國西岸名校，加州大學柏克
萊分校，該英語學習中心主任與原柏克
萊大學英語師資秉持 30年教學經驗，精
心策劃的文化美語課程與教學，讓學生
透過各種文化主題的討論與交流，學習
到現今美國人最常使用的字詞和俚語、
美式發音、加強聽力和口語表達更加流
利。遊學校區生活機能健全，保齡球

館、書店、餐廳、超市、藥妝店及地鐵
站都在步行範圍之內，距舊金山市約 20
分鐘，課後活動之餘，隨團老師全程照
料帶領同學遊走名校大學城及舊金山市
區觀光。
遊學研習內容分為國際班，小班制，

初級到高級，專業師資，大學語言專家
設計課程。文化美語班，共 3 週，每週
18小時:每週 15小時室內英文課+3小時
戶外教學。每週一至週四 9:00~12:00PM
英語會話課+美國文化探索課程，週二、
週四 1:30~3PM 選修課+週五 3小時的戶
外教學。
意者請洽：
中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海外組
網址：
http://studyabroad.sce.pccu.edu.tw
台北電話:
02-27005858 02-27005858轉8581~8585
EMAIL：cylee@sc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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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俄羅斯莫斯科市師範大學副
校長國際事務發展計畫副校長瓦基穆‧格林斯
昆(V.V.Grinshkun) 博士及東方系系主任耿華
(V.A. Kurdyumov)教授聯袂訪問本校，並參與
文大畢業典禮，感受文化大學師生之熱情。瓦
基穆‧格林斯昆副校長並在外語學院院長暨俄
文系李細梅主任的陪同下拜訪張董事長，雙方
簽約締結姊妹校合作關係，未來將積極推動師
生互訪與交換生學習事宜，增加本校俄文系學
生海外交換之機會。
目前本校已與俄羅斯國立遠東大學、俄羅斯

莫斯科大學、俄羅斯俄國戲劇大學、俄羅斯聖
彼得堡大學、俄羅斯國立斯摩棱斯克大學、俄

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國立經濟服務大學、俄羅
斯莫斯科市師範大學薩馬拉市分校等在俄羅斯
國家的大學簽訂姊妹校合作關係，並進行雙方
互訪、共同進行研究計劃、師生互換等學術交
流活動。
莫斯科市師範大學(Moscow City Pedagogi-

cal University)於 1995年 3月 1日由莫斯科市政
府令創建，創辦者為莫斯科市政府教育部，是
一所國立高等大學院校。該校各系、學院、部
門等位於莫斯科各區，共 36個專業，其中師
範專業有 23 個。目前該校學生約 18000 餘
人。
莫斯科市師範大學目前有20個學系，3個學

院。瓦基穆‧格林斯昆(V.V.Grinshkun) 博士
說，俄羅斯莫斯科市師範大學為配合國家教育
改革要求，近年來致力於研究生教育專業結構
的調整，大力發展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培養，取
得了良好成效，獲得社會廣泛認同。根據俄羅
斯教育科學部進行的等級評估，莫斯科市師範
大學屬於全國五個最好的高等師範院校之一。
2004和 2005年該大學獲得國家杜馬、聯邦議
會和俄羅斯校長聯盟教育委員會 「歐洲水平」
金質獎章，12 位科學家獲得俄羅斯總統和政
府獎，一百多位教師和幹部被授予莫斯科市政
府科學和教育領域的獎勵基金。

【文／朱巧依】6 月 6 日畢業
典禮於體育館二樓舉行，李天任
校長則以 「勇敢夢想、謙卑學
習；誠信正直、後來居上」 為
題，祝福 6624 位畢業生，未來
走得更堅定、踏實。他強調，畢
業不是一種結束，踏出校園後豐
富的人生才正要開始。進入社會
要學習的事物比在校園更多。
李天任校長說，年輕人應該有

夢，為自己的未來勇於夢想，夢
想可以遠大而浪漫，但成就則是
要一點一滴地慢慢累積、逐漸在
每一份努力後開花結果。李校長
說，積極正向的願景，是美好的
藍圖，它可以點燃熱情，引發我
們的行動力與企圖心。畢業同學
們，我們也要立志讓世界變得更
美好、世界需要你們的聲音、世

界在等待著你們的投入與領導。
然而，在成為領頭羊之前，應該
先認識自己、肯定自己、投資自
己，方能成就自己，然後才能照
顧更多的人。
李校長說，年輕人懷抱理想，

夢想也可以不必偉大，你也可以
不必和別人一樣，但是請忠於自
我，秉持誠懇待人處事之道，永
遠不要輕忽自己的力量。未來有
無限的可能，不要因為無知而害
怕，或是認識不夠而侷限自己，
要持續地增強自己的能力，學會

面對艱難，敞開胸襟、謙卑學
習，勇於接納轉變。人生的每一
個十字路口都可能遇見奇蹟，機
會常在轉彎處，只要不放棄，路
就在前方，夢想就在不遠處，機
會是給準備好的人。
李校長鼓勵今天畢業的同學完

成大學或研究所教育，其實都已
具備相當的人格素養與學識，面
對未來的生涯，莫忘校訓 「質樸
堅毅」 ，實事求是、傾聽良知、
回歸本心；精益求精、堅定意
志、弘揚正道。華岡的風雨淬鍊

出我們堅忍不拔的骨氣，華岡的
彩虹是我們心中美麗的願景。我
們擁有無畏艱難的精神與毅力，
我要代表師長們期許同學們要大
膽擁抱夢想，勇敢展翅高飛，美
好的世界屬於每一個人；即使是
小草也同樣可以凝視陽光，接受
雨露。畢業同學離開學校後，希
望能如創辦人所勉 「學能致
用」 ，發揮 「創業精神」 ，不論
在學業、事業、家庭或自我的修
鍊，都能秉持誠信正直的心，追
求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

本校與俄羅斯莫斯科市師範大學簽約締結姊妹校
張董事長：與莫斯科市師範大學建立實質合作 互相提升學術水準

李天任校長：勇敢夢想、謙卑學習；誠信正直、後來居上
年輕人應有夢 夢想要遠大 成就則需一點一滴慢慢累積

鄭貞銘教授獲頒名譽文學博士學位鄭貞銘教授獲頒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創校創校 5353 年來 首次頒授本校教授名譽博士學位年來 首次頒授本校教授名譽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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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史上最歡樂畢業典禮！中國
文化大學 6 月 6 日畢業典禮於體育館二樓舉
行，華岡親善團迎校旗，祝福畢業生永遠記得
母校之美。李天任校長說，文大創辦人張其昀
博士期勉大學生要 「致用與創業」 。致用是對
社會國家作真正有效的貢獻，是大家共同的心
願；創辦人認為一個大學生畢業離開大學所能
帶走的，當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要算是創業
精神。甚麼是創業精神?就是無中生有的精神，
由小而大、由少而多的精神，由舊轉新的精
神。在短暫的大學生涯裡，受良師益友的啟
迪，社團活動的薰陶，無疑都是在訓練致用和
創業的精神。
李天任校長說，創業並不只是侷限在開辦事

業的概念，其實也是知難行易的精神，同學們
離開學校，未來從事任何事都應該不畏艱難、
不怕失敗、而是要有行動、能開創。逆境帶給
人的成長總是最多，挫折更能磨練我們的意
志、豐富我們的心靈。一次次經驗的累積，更
能增強蛻變的力量。
今年中國文化大學全體畢業生，包含博士生

46人，碩士生 484人，大學部 5407人，推廣教
育部 687 人，其中包含了外籍同學 281 人與首

屆大陸籍畢業生 65 位，全部共 6624 人順利完
成學業。
而國內首場有交響樂團為畢業生現場辦奏，

一首首流行音樂組曲，由華岡交響樂團段富軒
老師親自指揮百人樂團，現場歡聲雷動，安口
曲不斷。此外，今年文大畢業典禮畢業生代表
與在校生致詞代表均以 「流行歌唱」 組曲，為
畢業典禮掀起歡樂高潮，讓整場畢業典禮跳脫
驪歌，以微笑歡樂氣氛祝福每一位畢業生鵬程
萬里。

國內首次畢業典禮 華岡交響樂團現場伴奏
王典老師高聲歡唱 致詞流行組曲 微笑歡送畢業生

畢業生大學部代表

【文／李文瑜】青春大學結業式，6月 6日畢
業巡禮從大恩館點燃熱情，藝術學院國劇系近
五十位學生身著四川變臉戲服並以 「馬到成
功」 快閃劇，祝福每一位畢業生，鵬程萬里。
畢業巡禮一路從大恩館點燃熱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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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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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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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校生不斷地揮舞手中的加油棒、歡呼、

擁抱及送花等方式，以最熱情的方式歡送即將
離開校園的學長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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