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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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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瑜】大學入門新生
開學典禮於 2015 年 9 月 10 日正
式於體育館舉行，共計分早、午
兩場，今年特別邀請藝術學院舞
蹈系學生舞出女孩的《成年禮》，
挽起髮髻，象徵這一刻，大學青
春即將開始，別具新裁。李天任
校長說，歡迎大家成為華岡人一
員，這裡擁有全國最美百萬價值
的夜景，這裡擁有最傲人的體育
館，更有最棒的師資與同學，大
家要把握這四年黃金時期學習，
讓這四年成為最有價值的記憶。

今年活動共計分上下午場，分
別是上午場包括文學院、商學院、
新聞暨傳播學院、藝術學院、環
境設計學院、教育學院；下午場
為外語學院、理學院、工學院、
法學院、社會科學院、農學院，
各學院院長與主任均出席典禮，
受到新生熱烈歡迎，以吶喊聲宣
示，成為新鮮人的熱血青春。

開學典禮一開始由華岡合唱團
教唱華岡校歌。合唱團團員說，
這首歌是每一位新鮮人入門華岡
的第一首歌，而未來每一堂上、
下課鐘聲都會響起這鐘聲，又愛

又精彩的一首入門歌，大家一定
要努力學會聽懂。

李天任校長勉勵大家說，面對
未來四年，每一個同學都要好好
想一想，就從這個角度去想，怎
麼對自己好一點？怎麼做會變得
好一點？簡單兩點，讓自己重新
思考定義大學生活。首先，要讓
自己好一點，就得讓自己先不好
一點，所謂的不好就是努力讀英

文，認真唸書，才有機會讓自己
好一點，而怎麼做才會變好一
點？中國文化大學提供全國最優
質的圖書館、博物館及體育館，
就是要培育一個精彩的五全人，
只要你願意，這一所大學是一座
獨一無二的大寶庫，隨時提供你
最需要的活力與智力。

學務處特別安排舞蹈系以《筓
禮舞韻》為名，舞出典雅秀靜的

舞姿，也舞出青春，更舞出女孩
蛻變成熟的態度與精神，象徵現
場每一個大學生，此時此刻，宜
謹守大學生之本份，努力學習。
「女生的成年禮又稱禮，也就是
簪，行禮時要改變幼年時的髮型，
把頭髮挽成一個髻，再用釵定髮
髻。」舞蹈系學生在舞姿裡挽起
髮髻，震撼全場，相當具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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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德孝行獎　三位同學獲殊榮
志願服務 孝行滿分 殊堪全校之典範

學務處頒發 2015 年德（孝）行獎優秀名單，包括環

設學院景觀系四年級張智宇、新傳學院新聞系三年

級陳晏瑋及藝術學院美術系三年級洪雅玲，三位表

現以積極參與社團活動及克盡孝道無怨無悔之孝行，

殊堪全校同學之典範，特頒此一獎章，鼓勵社會正

面向善之力量。

【 文 ／ 李 文 瑜 】文大 fun 心
學！資中教育訓練臉書平台正式
上架！未來，中國文化大學資訊
中心開設的教育訓練資訊，生活
上的便利資訊小技巧及與文化大
學的新鮮事，都將在此一臉書
一一陳列，還有各種資中開發的
APP 便利小物，也都會放在這裡
提供全校教職員生使用與下載。
臉書串連華岡 e 化新世代，在這
裡，你可以享受最新授課影片、
最新 APP 軟體、最新的免費資
訊軟體，加入粉絲頁，精彩你我
的華岡新生活。臉書搜尋《文
大 fun 心學》，加入好東西要與
好朋友分享，加入粉絲頁，可以
一手掌握資中最新演講與上課動
態。https://www.facebook.com/
cicfun?fref=ts

資中教育訓練臉書平台裡包羅

萬象，包括【提升工作生產力】
專題講座！資訊中心狂推「華岡
雲端電腦推廣使用教學雲端時代
來臨」，使用電腦的習慣也有很
大的改變歐！！坐在家中就可以

利用雲端服務來使用學校資源，
歡迎有興趣的教職員生踴躍參
加。時間地點全 po 在此一臉書
網站呈現。

還有【個人基本資訊素質】該

演講是資訊中心資訊服務介紹！
身為新生的你，你知道資訊中心
提供給你什麼特別的資訊服務和
一定要知道的規定嗎 ? 資中全新
開課，簡單利用半小時的時間了
解你在學校有哪些方便的服務可
以使用。

臉書粉絲頁裡還有【資中又有
新玩意】！很多人每天要趕公車
排計程車下山，面對在山下大太
陽，結果一上山發現下大雨呢？
同學們，有福了！你不用再賭運
氣看哪邊排隊的人潮比較少，也
不用再猜測山上的天氣如何？直
接用手機連上文大首頁 http://
www.pccu.edu.tw 觀看山上即時
影像，立馬告訴你天氣狀況、交
通資訊 ... 等等重要的消息。讓你
隨時掌握文大所有重要情報！

文大 fun 心學！ 加入資中臉書粉絲頁 fun 心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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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豪傑  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與現代文藝特展
【文／李文瑜】書生豪傑—創

辦人張其昀博士與現代文藝特展
將於本校華岡博物館四樓展出，
展期從 2015 年 9 月 15 日至 2016
年 1 月 27 日止，今年適逢創辦
人張其昀博士曉峰先生辭世 30 周
年暨 115 歲誕辰，華岡博物館特
別展出一、創辦人墨寶；二、政
黨元老墨寶：國父孫文、先總統  
蔣公、經國、嚴家淦、張群筓；三、
文藝界作品：于右任、柳詒徵、
王雲五、董作賓、南張北溥、渡

海三家、郎靜山、傅狷夫、朱玖
瑩、歐豪年筓筓等名家精品近百件，
以彰顯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曉峰先
生「中國文藝復興」之精神。

創辦人張其昀博士字曉峰，浙
江鄞縣人，生於清光緒 27 年（西
元 1901 年）11 月 9 日，逝世於
民國 74 年（西元 1985 年）8 月
26 日。先總統  經國先生〈褒揚
令〉：「器識宏達，學術淹博。筓
嗣歷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教育
部部長、國防研究院主任等職，

並創辦私立中國文化大學。其生
平遒為忠毅，操履清儉，而著書
之勤，育才之篤，耄齡無倦筓。」

創辦人的一生以弘揚中華文化
為己任，認為「學術文化是國家
的命脈，大學應該成為一國學術
文化的堡壘。」孔德成先生特贈
書鐘鼎文〈文化興邦〉、張大千
先生亦書「春曉華岡麗 高峰泰岱
尊」以為感佩創辦人從「一介書
生」「讀聖賢書」到「報效黨國」
「幹國家事」之職志與貢獻。

校長特頒獎章予陳晏瑋同學 校長特頒獎章予張智宇同學學務長特頒獎章予洪雅玲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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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圖書館典藏創辦人照片、手稿、書信、

證件及獎章等資料，自 2013 年申請文化部補

助開始整理並數位化，已完成 2500 筆照片資

料，逐筆建檔、滙入資料庫並規劃設計網頁，

提供社會人士瀏覽與研究，將持續整理。2015

年值創辦人逝世30周年為紀念其一生在思想、

學術、教育、文化之成就，於圖書館 7樓，舉

辦創辦人手稿與著作特展，供各界人士參觀與

研究。

本校創辦人張其昀（1901-1985）先生，字

曉峰，浙江鄞縣人，幼承庭訓，積學向上。

1919 年進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系，師事

柳詒徵、竺可楨等史地學界泰斗。畢業後編輯

高中與初中地理讀本，廣為學校採用，影響深

遠。1927 年，創辦人任教中央大學，開創中

國人文地理學。1936 年受聘於浙江大學史地

系，又始創中國歷史地理學，1941 年成為首

批教育部部聘教授，1943 年應美國國務院之

邀聘在哈佛大學訪問研究二年。

抗戰期間，創辦人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

抗戰勝利後又當選為制憲國民大會代表，1948

年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1949 年政府播

遷台灣後，創辦人歷任黨政要職，主要者有中

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秘書組主任、中央委員會

宣傳部部長、中央常務委員、秘書長、革命實

踐研究院主任、國防研究院主任，此外出任教

育部部長、行政院政務委員、考試院委員、總

統府資政等政府要職，參贊中樞，籌謀國政，

功勛卓越。

創辦人在教育部長任內，促成清華、政治、

東吳等多所大學在台復校，同時改制台灣省立

師範大學、台灣省立法商學院等學校，並批准

設立高雄醫學院等私立大學，亦開創博士學

位教育，因創辦人之高瞻遠矚，奠定台灣高

等教育的基礎。創辦人另於中小學基礎義務

教育亦著力甚深，在部長任內完善臺灣教育體

系，此外將當時台北市南海學園擴大成為歷史

博物館、中央圖書館、教育資料館、藝術教育

館、科學教育館等，對推展美學、科學及社會

教育，貢獻良多。再者創辦人著作等身，曾創

辦中國新聞出版公司、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

會，發起創辦《學術季刊》等多種學術期刊，

以及中國歷史學會等組織，對台灣的文化教育

事業貢獻甚巨。

1962 年，創辦人秉持「承東西之道統，集

中外之精華」以復興中國文化的精神，基於人

文與科學並重、藝術與思想齊驅、理論與實

用結合的教育理念，在陽明山創設本校，寓意

「美哉中華，鳳鳴高岡」，將本校所在地命名

為華岡，再以「質樸堅毅」的校訓勉勵華岡學

子，希望同學心懷「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的胸襟。

創辦人一生行事磊落，光風霽月，成立德、

立功、立言三不朽之典範，除已刊行之著作

外，創辦人遺留大量中英文手稿及圖照等資

料，實為研究創辦人教育理念、哲學思想以及

道德風範之第一手史料，為崇隆創辦人之事

功，以彰顯創辦人對當代教育文化界之影響，

其遺留手稿及圖照等資料亟應早日整理、數位

化，以及有計畫的研究。

紀念創辦人逝世 30 周年手稿與著作特展
全年於華岡圖書館七樓展出
                                                                                文／華岡圖書館吳瑞秀館長 

註 1 民國 52 年本校大成館落成時，館內便
已設立「中華文物陳列館」、54 年於
大仁館設「文物博物館」、57 年更名
為「國際華學資料展覽館」、60 年於
大義館設「華岡博物館」、88 年「華
岡博物館」遷至「曉峰紀念館」至今，
四度更名四次遷館，距今已 53 年之
久。

註 2 張其昀：〈六十年元旦，華岡博物
館開幕辭〉，《華岡博物館館刊》
No.1，中國文化學院出版，民國 61
年，p11。

註3 張其昀：〈華岡博物館館刊序言〉，《華
岡博物館館刊》No.1，中國文化學院
出版，民國 61 年。

註 4 張其昀：〈華岡學府民族精神教育十
項設施簡說〉，《張其昀先生文集續
編》No.2，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出版，民國 84 年，p706。

註 5 張其昀：六十年六月十五日「大學生
的理想」，轉引自《華岡博物館館刊》
No.1，中國文化學院出版，民國 61
年，p10。

註 6 張其昀：（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大學精神」，轉引自《華岡博物館
館刊》No.1，中國文化學院出版，民
國 61 年，p14。

註7 張其昀：〈華岡人之風格（二）〉，《張
其昀先生文集續編》No.2，台北中國
文化大學出版部出版，民國 84 年，

p987。
註 8 張其昀：五十九年二月初版「歌頌中

華」自序，轉引自《華岡博物館館刊》
No.1，中國文化學院出版，民國 61
年，p8。

註 9 張佛千：〈敬悼張曉峰先生〉，《張
其昀先生紀念文集》，台北中國文化
大學出版，民國 75 年，p27：

註10 張其昀：《中華五千年史．自序一》，
《張其昀先生文集》，台北中國文化
大學出版部1988年版，第10839頁。

註11 吳宗嶽；〈張曉峰有類王安石〉，《張
其昀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國
文化大學出版，民國 89 年，p278-
279。

創辦人畫像，陳紫山繪

書生豪傑序 
〈中國文藝復興〉

  文／華岡博物館劉梅琴館長

本館於民國六十年元旦始正式成立註 1 ，
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於開幕辭曰：「現代大學
注重文物，可以說整個大學應該博物館化」
註 2 ，並於館刊序言中曰：「⋯⋯名曰華岡
博物館，氣象一新，燦然可觀，參觀來賓，
歎為全國僅有的大學博物館。實則此乃多年
心力之所貫注，決非一朝一夕之功也。」註 3

故而本館可謂開風氣之先而為國內首創綜合
型大學博物館，也是國內收藏最豐富、最有
規模之大學博物館。創辦人〈華岡學府民族
精神教育十項設施簡說〉中便將本館列為第
一，並云：「本校博物館，在全國各大學中
是獨特的。國立故宮博物遠以發揚民族文化
為宗旨，著重於過去，華岡博物館則以表彰
當前文藝復興為目的，著眼於未來。」註 4 因
為創辦人認為：「國家之成長，民族之發展，
不僅有賴錦繡河山，與無盡藏之富源，而由
賴於心理、思想、⋯⋯總稱之曰『文化』。」
註 5 而最能代表傳統時代文化的傳承，與開
創新時代文化精神的就是「文藝復興」，西
方的文藝復興開啟了西方現代文明進步的序
幕，20 世紀正值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東方
與西方交會的時代，誠如本校大成館「大成」
二字，也就是「融貫古今，會通新舊」註 6。
是以創辦人以「表彰當前文藝復興」作為本
館之宗旨，並對現代「中國文藝復興」之意
涵解釋如下：

一、「本人之意，中國文藝復興乃是復興
中國古代大學的理想。這理想是什麼

呢。一為世界眼光，一為文藝修養，
能兼具此兩者，就可算形成了華岡人
的風格。」註 7

二、「『兩柯相接，乃成異卉。』文化發
展的程序，也是如此。一個舊的文化，
吸收了新血液，煥發了新生機從而創
造出新時代，這就稱之為文藝復興，
或文化復興，或民族復興。」註 8

由上可以看出，創辦人所謂現代「中國的
文藝復興」之理念，其精神實際上就是「承
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

　在創辦人創導現代「中國文藝復興」的號
召下，藝文界的文藝氣息也益發蓬勃發展，
民國 57 年創辦人致贈張大千先生「中華學
術院名譽哲士學位」，並撰〈張大千先生頌
詞〉一文（王壯為先生親繕），盛讚大千：「⋯
蜚聲國際藝壇。年來萬象羅胸，一心獨造，
融匯中西，橫絕古今，潑墨作畫，重抒個性，
創立新風格，開闢新領域，沈雄渾厚，元氣
淋漓，遂使舉世欽佩（震駭），群倫懾服，
國家畫廊，允推祭酒⋯」（圖 1）。民國 69
年，張佛千教授撰聯〈春曉華岡麗  高峰泰
岱尊〉（圖 2）為創辦人 80 誕辰祝壽，創辦
人於信中提及：「如得大千先生書之，更覺
名貴萬分也。」為此，張佛千教授特往大千
摩耶精舍，大千譽此聯「意美而氣雄」。佛
千教授便趁機說：「只有五個字，要您大筆
寫擘窠大字，才有更雄的氣勢。」大千欣然
允諾之下立即舖紙揮毫。書成後，佛千先生
出示創辦人的信並對大千先生說：「先寫聯
以見您對他的情誼，後看信以見他對法書的
愛重。」大千掀髯大笑。註 9 其他如創辦人為
錢穆先生90大壽祝壽〈一代儒宗〉（圖3）、
為郎靜山先生手書〈遺愛長在〉、賀鄧芝園
先生〈高標碩望 領袖群倫〉（圖4）⋯⋯等，

創辦人與藝文界關係深厚由此可見一斑。
　今年適逢創辦人辭世 30 週年暨 115 週年
誕辰紀念，特舉辦「書生豪傑 － 創辦人張
其昀博士與現代文藝特展」，展出類別有三
大類：一、創辦人墨寶；二、政黨元老贈書：  
國父孫文、先總統  蔣公、經國、嚴家淦、
張群⋯；三、文藝界作品：于右任、柳詒徵、
王雲五、董作賓、南張北溥、渡海三家、郎
靜山、傅狷夫、朱玖瑩、歐豪年⋯⋯等名家
精品近百件，以彰顯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曉峰
先生「中國文藝復興」之精神。

此次展覽為緬懷創辦人 11 月 9 日誕辰之
外，同時配合本校 11 月 11 日校友返校節暨  
國父 11 月 12 日 150 歲誕辰，故特別展出本
館珍藏  國父墨寶〈博愛〉（圖 5）。創辦
人闡釋 國父三民主義的精神說：「中國文藝
復興的真正種子，不是所謂新文化運動，而
是  國父所創造的三民主義」（梁鈞庸作篆）
註10（圖6），張群（岳軍）先生就曾說過：「能
繼承總理精神者其唯張曉峰乎！」註 11。是以
本次展出與 國父相關作品，以茲紀念創辦人
對  國父思想之傳承。

展覽海報設計則以溥心畬、張大千合繪山
水冊頁十二之一〈放鶴開玉扉 巢雲俯松泉〉
為圖，人物加以創辦人身著藍色長袍之形
象，以彰顯創辦人孤峰獨坐之書生氣質，同
時以明代海瑞名言「讀聖賢書 幹國家事」，
以誌創辦人一生之志業。

本校位於台北市近郊陽明山，地理位置結
合「城市山林」兩者之優點，而本館所藏名
畫則可謂為「藏諸名山」，人皆稱創辦人為
著名的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吾則
以為創辦人以一己之力為「中國文藝復興」
之理想，而能有如此豐富之收藏，亦可謂為
一大無私之收藏家，而所代表的「中國文藝
復興」則是創辦人所期許的「名山大業」之
理想。

圖 1.〈張大千先生頌詞〉，中國文化大學校史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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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樞玄覽 ( 國家圖書館典藏 )，張其昀書法

碧瑤會議，陳紫山繪

書生豪傑  創辦人張其昀博士與現代文藝特展

( 左 ) 圖 2. 張佛千撰句、張大千書〈春曉華岡麗  高
峰泰岱尊〉，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藏。

( 右 ) 圖 6. 梁鈞庸書〈張曉峰先生語〉，中國文化大
學華岡博物館藏。

圖 3. 張其昀〈一代儒宗〉，錢穆故居藏。

圖 4. 張其昀〈高標碩望 領袖群倫〉，中國文化大學
華岡博物館藏。

圖 5. 孫文〈博愛〉，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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