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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玉平學長 

趙玉平  74/中文系  

中華民國聽

障者體育運

動協會秘書

長/現代經

典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總

經理 

1. 趙秘書長是一位致力於聽障文化

的貢獻者，在他加入國際聽障運動

總會(ICSD)之後，就積極推廣臺灣

的聽障者文化，凡是臺灣所承辦過

的聽障者體育競賽，都是他依手催

生及籌辦的，包括眾所矚目的

2009 年臺北聽障奧運會，且每次

都相當成功，獲得各國一致肯定。

他是台灣聽障者文化不可或缺，且

極重要的推手。 

2. 趙秘書長身為聽障者，特別關切聽

障福祉，於文化大學求學期間即展

開為聽障服務的工作，歷經 25 年

的努力，不論在聽障福利或聽障體

育方面，都有卓著的貢獻。特別是

對於聽障運動選手的照顧，致力爭

取培訓、升學、就業的保障及奪牌

獎勵金的獎勵，造福眾多績優聽障

運動選手，始他們殘缺的人生自此

轉為圓滿，並使我國國家代表團在

2009 年聽障奧運會獲得 11 金 11

銀 11 銅，全球第 5 名的佳績，遙

遙領先英美德日等傳統運動強國。 

雖然自 4 歲時即失聰，但

是無聲的成長之路一直獲得眾

多的照顧和幫助，而致順遂無

礙，因而心中充滿了無盡的感

恩，特別是在母校求學的 4 年

中，得遇愛心耐心兼具如三毛

的恩師指導，除了建立知能

外，也開拓了人生的視野，從

而懂得如何去關心周旁需要幫

助的人們，特別是同病的聽障

者。以此基礎在社會上服務，

並不會因為聽障而稍減服務的

能力或熱忱，近 30 年來一直樂

在其中。大學時期的學習足以

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唯有在大

學期間做好準備的人，才能通

過社會的淬練，活出自我的價

值，產生些許的貢獻，讓人生

不致留白。 

很高興在離開母校 25 載



之後猶能獲得母校的肯定，以

微不足道的成績榮膺傑出校友

獎，期待有更多的華岡人投入

社會服務的行列，來豐富人

生，造福人群，發揚華岡精神。 

 

鄭欣學長：照片右邊數來第

三位，著粉紅色上衣，白色

休閒褲。 

 

鄭   欣  57/法文系  

前中華民國

駐義大利代

表處代表  

1.成功促成台灣及查德兩國石油合作，中

油與查德簽定礦區合約與聯合經營合約，

擴展台灣能源布局。 

(2001-2006) 

2.促進台灣與義大利兩國關係有功,榮

獲義大利總統頒贈騎士指揮勳章

(2006-2008) 

 

「消極的人會找理由不做事，

積極的人則會找辦法迎接挑

戰！」從文大畢業的同學在社

會上能力與影響力都是一把

罩，把握好大學四年學習珍貴

的經驗與時刻，努力表現自

我，建立獨立思考的健康人

生，就是不負母校栽培。 

 

這一刻，我相當感謝母校給我

的學習歷程，遊歷社會裡，我

常自信提到自己畢業中國文化

大學，帶領的部屬多的是台大

或國外回來的高材生，但因文

化大學多元的學習經驗，造就

自己不服輸的性格，也讓自己

在外交經驗上獲得不錯的成就



肯定，我相信，學弟妹的成就

一定也能超越自己，做一個有

影響力的華岡人，在世界各地

表現耀眼燦爛。 

 

陳允懋  70/法律系  

瑞士銀行台

灣區財富管

理執行長  

1. 首位華人獲得全美房貸業務年度

傑出表現獎。 

2. 領導花旗銀行台北分行團隊推出

台灣地區首張航空公司聯名卡。 

3. 擔任喜憨兒基金會代言人。 

4. 成立瑞士銀行台北分行為台灣地

區首家私人銀行業務。 

5. 瑞銀台灣財富管理團隊多次獲得

客人滿意度及全球業務首獎。 

6. 屢獲『歐元雜誌』『亞元雜誌』肯

定瑞銀財富管理團隊為台灣最佳

私人銀行。 

7. 領導瑞士銀行台北分行慈善活動

成立亞太地區模範。 

 

允懋非常榮幸獲得母校給

予的殊榮。 母校的培育、師長

的教誨和同學的鼓勵是允懋進

入社會最大的力量, 希望能繼

續為國家以及社會貢獻。 



 

吳岸明學長 

吳岸明  64/應數系  
國家太空中

心副主任  

1. 曾任國際太空聯盟太空力學委員

會委員(International Astronautical 

Federation (IAF) Astrodynamics 

Committee Member 2002~2007)，

並於 2007 年獲選為國際宇航科學

院工程科學類通信院士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Astronautics (IAA) Corresponding 

Member for Engineering Sciences 

2007)。 

2. 在國家太空中心帶領影像處理系

統(Image Processing System)自主

研發，使研發團隊榮獲 2007 年國

研院科技獎技術類第一名，並以

「高機動衛星高解析度影像處理

系統自主研發及國內外終端站建

置」榮獲 2007 年行政院傑出科技

貢獻獎。 

華岡四年期間在老師教導

下及優美環境裡紮下非常堅實

的數學基礎，以致畢業後能順

利朝向流體力學、太空力學、

系統工程、影像處理等領域研

究與發展。大學課程不論哪個

科系都是基本的，好好唸充分

了解與保持興趣最重要。另

外，可以到別系選修一些有興

趣的學分以擴展視野，此對以

後深造或就業都會有幫助。文

大的優秀師資與優美環境培養

的學生必然較具靈性，這是我

們的特色。 

 

曾西霸學長 

曾西霸  

63/戲劇系  

6667/藝術

碩  

私立玄奘大

學大眾傳播

學系專任副

教授/中國

影評人協會

理事/中華

民國編劇協

1. 榮獲中興文藝獎之電影評論獎。 

2. 榮獲新竹師範學院傑出校友獎。 

3. 榮獲第十一屆南投縣玉山文學獎

文學貢獻獎。 

4. 獲邀於南投縣文學資料館舉辦「影

劇交融的快意人生—曾西霸文學

展」。 

我在諸多演講的開場白，

描述自己是“前半輩子為趣味

而讀書，後半輩子拿嗜好當職

業”，個人如此快意的人生，

均與母校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聯。 

回顧當年大專聯考可以填



會監事 5. 舞台劇《香港流言》曾獲文建會獎。 

6. 兒童劇《親愛的野狼》入選「台灣

兒童文學 100」。 

兩百個以上的志願，而我居然

只填文化戲劇系／藝專影劇科

／世新電影科三個志願，純然

是“為趣味而讀書”，因而第

一志願第一名來到母校；復因

放棄公立大學，創辦人張其昀

博士特予減免學雜費，得以全

力追隨王生善、姚一葦、李曼

瑰、俞大綱、劉藝等恩師，充

實影劇專業學術修養與實作能

力，厚植“拿嗜好當職業”的

優異條件。 

三十年過後，個人憑藉著

母校栽培的根基，在自得其樂

之餘，同步獲得社會與母校的

雙重肯定，深感光榮，無限感

激！ 

 



 

曾光宗學長(一) 

 

曾光宗學長(二) 

 

 

曾光宗  71/建築系  

中原大學建

築系系主任

/新竹縣環

境景觀總顧

問/建築改

革社常務理

事  

1. 長年從事建築教育工作，獲頒中原

大學「教學特優教師」及教育部「資

深優良教師」。 

2. 持續進行建築計畫相關的學術研

究，學術論文及研究報告等研究成

果豐碩。 

3. 長期擔任新竹縣環境景觀總顧

問，推動新竹縣城鄉風貌計畫及環

境景觀營造。 

4. 擔任建築改革社常務理事（負責學

術組工作），推動建築教育改革及

建築師考試制度改革，並積極參與

公民美學與環境藝術教育相關社

會性活動。 

5. 長期參與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築

巢」梯隊活動，推廣兒童空間教育。 

6. 積極參與 921 校園重建工作，獲頒

教育部「新校園運動貢獻獎」。 

這次獲得傑出校友之殊

榮，內心充滿著感激之意。「建

築」是我熱愛的領域；在母校

就讀期間，開啟了我對建築的

啟蒙教育，同時也奠定了作為

建築專業者的基礎能力。華岡

之富有人文氣息的校園環境，

讓我可以率性地以感性的心

情，來面對建築中理性的一

面，藉此充分地領悟到建築的

精髓與豐富性，而位處於陽明

山自然景觀優美的校園，更有

助於我的幻想與思考，而這正

是培養大學生具備獨立思考能

力的極佳環境；華岡校園對於

學習建築的學子而言是親切且

愜意的，現在回想起來仍十分

懷念當時的情景。當然，我相

信不僅僅在建築系，專業教育

的養成與獨立思考的培養等，

這些大學理念在其他學系亦是

重要，他系的學子們也一定可



以充分地感受到，而這些都是

母校給予我們的，讓我們在之

後的專業成長上有了良好的基

礎；再次感謝母校的培育！ 

 

李海龍學長(一) 

 

李海龍學長照片(二) 

 

李海龍  
77/法學系  

81/法律碩  

最高法院檢

察署特偵組

檢察官  

  



 

林三貴  

68/勞工系

75/勞工碩 

  

行政院勞工

委員會職業

訓練局局長  

1. 榮獲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2 年公務

人員楷模。 

2. 榮獲國際就業安全協會 2000 年會

長獎。 

3. 提升與美國和歐盟勞工行政部

門、國際工會組織及國際勞工相關

組織之實質關係。 

4. 重新建構我公共就業服務體系，提

供民眾就業服務、職業訓練及失業

給付整合之服務。 

5. 規劃執行全國性多項重大就業促

進方案，協助民眾就業。 

6. 規劃全國在職勞工、失業勞工及準

備就業青年之職業訓練計畫提升

我國勞動力之技能。 

7. 多次擔任我國經貿談判勞動事務

主談人，完成與尼加拉瓜等國自由

貿易協談判之工作。 

「華岡傑出校友」對我是

一項榮譽更是鞭策，感謝校友

會之推薦與評審委員的肯定。 

猶記得初入華岡時，父親

曾問我：勞工系是學蝦米？坦

白說當時我還真答不出來。勞

工關係系除一些勞動課程外上

尚有許多法律、社會、經濟甚

至政治等相關課程，當年實不

瞭解為何課程做如此之安排，

但現在套句最夯的話來說，那

就是跨領域學習，也因為多角

度之學習，使我在日後面對各

項不同工作時，皆能從不同視

野來思考、規劃與執行。 

對於仍在學之學弟妹來

說，今日所要面對之競爭遠超

過昔日畢業之學長姐，冀望學

弟妹們能在知識、技能、態度

上把握時間力求精進，相信在

未來的社會及職場上絕對有你

們可發揮的一片天地。 



再次感謝母校授予之榮

譽，我會繼續努力，希望能為

社會盡棉薄之力。 

 

陳以亨  71/國劇系  

國立中山大

學人力資源

管理研究所

所長  

  

 

李源泉學長 

李源泉  
77/實業所

博士班  

臺灣省諮議

會諮議長/

稻江科技管

理學院環境

衛生系教授  

1. 立法委員任期內，完成《水土保持

法》之制定與修訂工作，並榮獲中

華水土保持學會表揚─【矢志水土

保持法立法勳念-水土保持法賢

驅】。 

2.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委

員任內，兼任該會公共工程爭議處

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對於公共工程

管理制度建立與推動具有貢獻，獲

頒專業獎章。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任

內，兼任該會法規委員會主任委

員，對農業、水利法規制度多所貢

獻，獲頒農田水利七星獎。 

4. 台灣省諮議會諮議長任內，接續完

成台灣省議會資料數位典藏工

作，使台灣推動地方自治之寶貴歷

史文件得以完整保存；並進行全省

源泉就讀母校實業計劃研

究所博士班期間，幸賴師長愛

護指導，奠定紮實之農學智

識，尤其結合理論與實務之博

士論文「農田水利會基層組織

之研究」完成後，使得源泉學

以致用，除在嘉南農田水利會

發揮所長外，更承蒙諸多長官

提攜，歷任第二屆立法委員及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副主

任委員等公職。另外，亦蒙拔

擢進入黨務系統服務，擔任中

國國民黨社會工作會主任、高

雄市黨部主任委員及組織工作



巡迴史料特展與數位典藏資料加

值應用推廣工作。 

5. 98年 12月率全體諮議員獲蕭萬長

副總統接見，肯定致力保存史料、

繼續肩負中央與地方溝通橋樑、協

助中央政策推動等傑出表現。 

 

會副主任委員等職務。同時，

因兼具理論和實務之經歷，而

分別專兼任教職於各公私立大

學院校。 

迄今，回首過往，一個取

名「源泉」的農家子弟，在水

利基層努力工作之餘，尚有機

會踏入立法、行政及黨務系

統，催生《水土保持法》等相

關法規、建立並推動公共工程

管理制度、受政黨所託積極投

入九二一大地震救災任務，乃

至今日接任台灣省諮議會諮議

長職務，肩負保存史料、協助

中央政策推動等職責。這一切

都要感謝母校的栽培，如果當

初沒有在這裡繼續進修，或許

我的人生將有所不同。此次忝

獲母校頒發傑出校友殊榮，源

泉感謝之餘，今後更當善盡餘

力報效家國，以不負母校所

望！更期能啟發在校同學未來



報效家國和光耀文大之心願。 

 

 

 

康培德學長 

 

康培德  77/地理系  

國立東華大

學鄉土文化

學系教授/  

中國地理學

會(臺北)秘

書長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型計

劃主持人累計超過 12 年，在學術

研究領域長期耕耘並有卓越成就。 

2. 促進民族史與台灣史領域之學術

國際交流，包括擔任中央研究院臺

灣史研究所短期訪問學人 2 次

（1999、2008）、民族學研究所短

期訪問學人 2 次（1998、2004）。 

3. 榮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勵出版

文獻書刊暨推廣文獻研究」地方志

書類獎勵 3 次（94、96、97 年度）。 

4. 榮獲 Alumni Certificate of Honor

（榮譽校友）,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at Los Angeles 

學習是永無止境的過程，

但起於當下更勝於冀望於未

來。 

 

林采霖  
87/造紙印

刷碩  

台灣形象策

略聯盟營企

總監/中華

民國形象研

究發展協會

理事長/上

海大學數碼

藝術學院教

授/文化經

濟系主任/

1. 2009 榮獲「中國設計貢獻獎」。 

2. 2009 榮獲「江丙坤兩岸交流貢獻

獎」。 

3. 2009 榮任國際設計聯合會大中華

區副理事長。 

我是空中大學第一屆全修

生，記得 85 年研讀碩士學分班

時，魏裕昌所長說：「文大是沒

有門戶之見，廣納各方英雄」，

所以 86 年帶著夢想，我來了…

98 年帶著成果，我回來了！ 

86 年榮獲空大傑出校

友；98 年榮獲文大傑出校友；



亞洲大學設

計學院兼任

專技教授 

 

一路走來，懷著感謝與感恩的

心，不斷鞭策自己，努力向前

邁進，才能為母校爭光… 

「人要認命不認輸」、「當

還學不會時，沒有選擇的權力」

這是我的座右銘；人一定要有

自信，在既定的磁場中如何讓

自己過得更好；凡事給自己一

個機會，只要肯付出，必定會

有收穫！ 

我目前兩岸通勤，每月往

返兩地教學；雖然在大陸我享

受到優越的待遇，卻依然心繫

台灣，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多跟

學弟妹交流切磋… 

最後以『夢想凝聚力量．

激情成就輝煌』這句話與學弟

妹們共勉！有夢最美，築夢踏

實，不只要選擇所愛，更要愛

所選擇！ 



 

高振群學長 
高振群  63/法律系  

駐紐約台北

經濟文化辦

事處處長  

1. 高振群校友早年通過外交特考，並

於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法律

碩士學位。 

2. 高校友自外交部基層外交人員做

起，因工作上優異表現，兩度獲

派駐美擔任處長。 

3. 除駐節美國外，高校友並曾擔任我

國駐印度代表（大使職）實為文

化之光。 

4. 高校友因具備法律專長，於本次派

駐美國前任職外交部條約法律司

司長，負責中華民國所有對外之

條約，工作表現優異。 

5. 由於高校友之工作貢獻深受外交

部高層倚重，98 年 9 月奉派出任

我國駐紐約辦事處大使銜處長，

負責聯合國推案及美東地區政、

僑務等重要業務。 

因為文化大學有優良的校

風、諄諄善誘的老師以及能夠

相互砥礪的同窗，歷年培育出

的傑出人才不勝枚舉。其實我

一點都不傑出，我的獲獎讓我

覺得惶恐，是一種殊榮，是對

我三十餘年服務公職的最大肯

定，希望學弟妹們加油! 你們

都比我強，將來華岡一定會以

你們為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