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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董事長王國秀女士追思特刊
各界敬愛的董事長王國秀女士慟於2010年4月21日下午九時三十分蒙主恩召享壽九十五
歲。王董事長早歲請纓前線，奉獻黨國，為新時代女性之楷模；後半生創辦勤益，校務正隆
之際，毅然捐校樹立典範，並成立文教基金會持續奉獻教育事業。哲人遠去，懿德可欽，特
編追思特刊感念其恩澤，以為後世楷模。

一份對教育的大愛
財團法人張 明 王國秀文教基金會代理董事長 張天任
一九九二年勤益捐校改制前，因創辦人的指示，個人奉命籌劃「財團法人張 明 王國秀文教基金會」，遂往教育
部經李延祝兄的協助，順利在1992年1月1日成立了基金會。
基金會初立，第一、二屆董事長由王創辦人出任，張創辦人為指導長，個人奉命擔任執行長；第三、四、五屆則
由張創辦人出任董事長（2005年9月張董事長去逝，由陳瑞和兄接續完成任期），王創辦人為指導長。第六屆、七屆
則是由王創辦人接任董事長。總的來說王董事長自基金會創立之後，持續對文教事業的推展，任內共計擔任九年指導
長十年董事長，對於會務操持皆未曾須臾離也，真是「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寫照。
王董事長，辦校治學多年，行政經驗豐富，對於會務指導甚多，其要者如下：
其一：組織設計要負責任；基金會之組織，除了董事還有約為董事人數1/3
的監察人，形成了內控機制，一則符合人民團體法；一則是創辦人的指導
「要負責」，王董事長她指示「制度上如果沒有內控監督機制就有規避責任
的企圖」，其對組織良寙的認知真是一語中的。
其二：組織的人事平衡，王董事長咸認所謂勤益人是包括勤益所有的教
職員生，基金會的董事席次要能海納百川，並求平衡，如此才能天下為公，亦
屬高瞻遠矚。
其三：基金會的會務要有高執行率，要努力付出，奉行我為人人之心服務文教事業，王董事長緣於熱愛教育更於
生前將會址所在之私人名下土地，安排在身後贈予基金會，由基金會負責管理使用，並分霑嘉惠學子。
經由王董事長及其夫婿張 明將軍的奉獻，十九年來基金會之業務發展順利，成為有制度、有成果、有理想的財
團法人。今天王董事長雖已逝去，但典範長存，吾輩當秉承其志繼往開來以不負其對教育的溫馨一世情。

一、出生及教育
王國秀女士字冰樵，民國6年（1917年）生於河南省汝南縣，為家中長女。
6歲時啟蒙於父親開設的私塾，當時班上只有國秀女士一位女生，後因年紀
漸長（約7、8歲）而當時風氣為「男女授受不親」而停止私塾隨堂念書。在爺
爺的支持下約莫8、9歲進入汝南縣立女子附屬小學讀書，小學畢業後以優異的
成績進入汝南縣立女子中學就讀。國秀女士就學時期成績名列前茅。初中畢業後赴子宜小學教了一年書，子宜小
學位於汝南城內，是一所男女兼收的私立學校。一年後在家人支持下考上河南省立開封女中。開封是河南省會，
為一開放的現代都市，國秀女士在此改變許多生活習慣。

二、從軍
民國20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砲擊中國東北大軍

成國立政治大學，也因此

北大營並進攻瀋陽，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件，

順理成章地成為政治大學

民國21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時年國秀女士只是個初中

第一屆校友。

生，卻已充份感受到國內愛國抗日的澎湃情緒。民國25

民國32年國秀女士自

年（1936年）12月西安事變，民國26年（西元1937年）

中央幹部學校畢業後被調

盧溝橋事變後國秀女士進入西安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

往重慶中央訓練團黨政班

當時教育長為胡宗南，國秀女士被錄取編入「女青年大

第25期受訓。國秀女士參

隊」，從此離鄉背，開始軍旅生涯。

與的組別指導員是鄭彥棻

在女青年隊兩、三個月的軍事訓練期間，國秀女士

先生，結訓後即應鄭先生之邀進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中

的腳在不斷操練過程中被草鞋磨得滿是鮮血，但國秀女

央團部宣傳處服務（鄭彥棻先生為處長、余紀忠先生為

士仍咬緊牙關熬過不喊疼。經過二、三個月的軍事訓練

副處長）。

後，在選擇專業領域的過程中，選擇報考「俄文專修

民國32年冬，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在全國設置

班」並順利錄取。在俄文專修班受訓二年，結業時中俄

五所文化工作站，國秀女士奉派主持西安站擔任代理主

關係已不再密切，故未被派往俄國。

任。民國34年8月抗戰勝利，西安文化工作站撤銷，國秀

民國29年國秀女士自俄文班畢業後，將她分派到新

女士獲余紀忠先生邀請赴東北任東北保安司令部同上校

中國文化出版社擔任《黃河》雜誌的助理編輯。之後，

秘書，協助推動婦女運動。民國35年3月離開瀋陽，經營

跟隨出版社內的主管轉往中央軍校西安第七分校工作，

口、青島、上海至南京，轉任中央日報瀋陽版駐京特派

擔任《力行月刊》的助理編輯。《力行月刊》的主要

員。民國36年擔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女青年組專員。次

負責人為余紀忠先生。擔任《力行月刊》助理編輯時期

年冬天隨國民黨青年部南遷廣州。

國秀女士常將圖書室及閱覽室俄文書籍具參考價值的文

民國38年夏天國秀女士抵達台灣，擔任台灣省教育

章翻譯成中文，刊載於《力行月刊》上，筆名為「陳曉

廳國民及中等學校校長講習會輔導員。次年初，國秀女

秋」，直至39年至婦聯會擔任宣傳組長期間才改用自取

士擔任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簡稱婦聯會）宣傳組

的號「冰樵」作為新筆名。

組長（會長為蔣宋美齡，總幹事為皮以書），並至革命

民國30年冬因思鄉離開《力行月刊》返回家鄉。返
鄉後擔任汝南縣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幹事兼宣傳股長，
大約半年後因工作成績優異獲分團部主任推薦至重慶的
三青團中央幹部訓練班（簡稱「中央青幹班」）受訓。

實踐研究院受訓。民國40年應許素玉之邀兼任救國團總
團部第四組副組長。
民國42年2月與張 明將軍結婚。民國43年辭婦
聯會職，搬遷至台中於台中商職（今台中技術學院）

民國31年到達「中央青幹班」受訓，並結識了好友

任教。民國44年因夫婿調任高雄，隨夫婿搬遷到高雄

─許素玉女士（勤益第一屆董事會董事之一），尚未結

縣鳳山鄉，並擔任陸軍官校講師兼救國團高雄縣支隊

訓時「中央青幹班」被併入中央幹部學校。因此轉往中

副隊長。

央幹部學校受訓，並於此畢業，而後中央幹部學校改制

三、擔任省議員時期
民國46年首度擔任省議員， 6月出任台灣省第三屆

要民眾將欲請託之事寫在

臨時省議員（民國48年6月24日因臨時省議會改稱台灣

信上寄給她，必定盡力服務

省議會，因此改為台灣省議會第一屆省議員）。

且給予回覆。因此獲《徵信新

民國49年，二度獲國民黨提名參與省議會改制後的
第二屆省議員選舉，為唯一的女性候選人，除順利當選
外，因國秀女士擔任議員期間為免民眾舟車勞頓，只

聞報》（中國時報的前身）封為
「郵票議員」。
民國52年第三屆省議員選舉選情白熱

化，國秀女士

民國57年4月第四度獲國民黨提名為省議員候選

獲得四萬一千

人，並以五萬七千三百九十八票最高票當選，票數足足

兩百六十三票

比上一屆多出一萬六千多票。選舉後國秀女士接獲五千

的高票以第二

多封選民寄來的賀卡，足以

高票當選，證

說明她擔任議員十一年來盡

明了過去六年

心、熱忱地為民服務，已得

來為民服務工

到選民普遍支持。

作已深入高雄

十六年省議員生涯中，

縣民心。第三屆省議員任內，國秀女士配合中國農村復興

國秀女士多參與教育小組，還

聯合委員會（農復會）成立牛奶供應站提供家境清寒之兒

擔任副召集人與召集人。這種

童及老師飲用。同時農復會透過研究發現，台灣同胞身體

與教育的深厚淵源，也是日後

狀況不錯，原因在於食用營養價值很高的芭樂，因此，配

創辦勤益的動機之一。

合農復會透過省黨部各縣市組織及婦女會將芭樂種苗分送

▲擔任省議員留影

各處，希望廣為栽種，讓人民擁有康健的身體。

四、創辦勤益
任董事之外，還有詹純鑑（擔任董事長）、汪竹一、

一、創校動機與經過
創辦人王國秀女士在高雄縣擔任最後一任省議員
時，與幾個朋友閒
聊，退休後要做什
麼事，最後結論
是：「辦個學校
吧。」當時省議會
在霧峰，於是就在
鄰近的太平鄉坪林
村（按：今為台中
縣太平市坪林里）
找到這塊地。地主聽說是要用來辦學校，願意很便宜的
賣出，於是買了八公頃多的土地。

陳建中、楊茂林、許素玉、余郭曼琪、陸震廷、包同
華、陳瑞閤。
兩位創辦人辦學理念是：
「…教育是神聖的、無私的社會事業；學校是為辦
學而設、是以教師與學生為主體的社會公器；更堅認
『教育無他，榜樣而已』…」；「…我們辦學校，既不
為圖利、亦不為圖名，只是要求『誠誠懇懇、實實在
在、規規矩矩』辦好教育，…要從我們的教育，塑造現
代公民形象；要用我們的教育，塑造現代教育形象。」
基於兩位創辦人的辦學理念，品德比學問還重要，
生活教育非常嚴格，所以常被稱為「勤益軍校」。

三、歷史創舉

國秀女士在立法委員詹純鑑先生協助下，請勤益紡

民國75年，學校的教學評鑑成績都很好，甚至達到

織公司負責人汪竹一先生，代為申請學校，校名為「勤

每項都是一等，財務評鑑也是名列前茅。但是，兩位創

益」，表示「勤有功、戲無益」。勤益紡織掛名申請，

辦人認為學校是屬於社會，生命應該是無窮的。故於76

並未出資。勤益創辦初期，同時有專科部與高中部。學

年11月，兩位創辦人聯名致書教育部長毛高文先生，信

校運作之後，因人力、物力有限，高中部難以兼顧，最

中除闡述創校初

後不得不停招。

衷外，信中明確

二、辦學理念

表明：

民國59年申請辦學，60年勤益開始招生，最初名
為「私立勤益工業技藝專科學校」，第二年改為「私
立勤益工業專科學校」，簡稱為「勤益工專」。第一
屆董事會除了創辦人王國秀女士與創辦人張 明將軍擔

「十七年
來，雖說我倆
有以上認知，
且亦具有充分

信念，但歲月不饒人，如今，我倆已均是年事日高、體

「 歷 史 創

力日衰之老人；同時也鑒於工專有三十餘所之多，而技

舉 」 的 捐

術學院卻僅有一所，工專與高職學生深造管道太少；

校，除了各

為使此一略具規模之工專，不致因我倆個人力有未逮

媒體爭相報

而受到任何不利影響，同時又能因應政府職教政策與社

導外，也成

會需求，我倆願將勤益工專捐獻，請政府改為中部技術

為那一年的

學院；而只要求保留勤益校名，對勤益師生優予合理照

重大教育新

顧；至我倆個人，則無絲毫經濟上要求。」

聞。民國81

兩位創辦人將血淚融凝且正朝氣蓬勃、欣欣向榮的

年7月1日，

勤益捐獻給國家後，成立專為獎助勤益人深造的基金

勤益正式改

會，肩負起繼續培植勤益人的莊嚴責任。勤益不止是

制為國立，開啟了新的一頁。而學校資產經過清算，高

創辦人的生活，更是創辦人的生命，即使到了「骨朽成

達四十億元以上，全數轉為國家所有。至於動產一億多

塵」之日，創辦人仍然是「意未竟」、「志未休」。

元，成立的「財團法人張 明 王國秀文教基金會」，繼

經過了多年的奔走，大家同心協力，終於完成了

續推動與獎勵教育、文化與學術工作，終身不懈。

五、基金會緣起與發展
正值勤益校務欣欣向榮、苦盡甘來之時，勤益以無
條件將學校奉獻給國家。但兩位創辦人深覺對勤益志未
竟、意未休，學校雖已捐出，但其培植勤益人的意志，

念，達到服務社會、貢獻
社會之崇高理想與目標。
國秀女士希望以文教

未曾停止。兩位創辦人的無限愛心、聖潔意願，故於民

基金會所擁有之資財，結合社會人力、物力資源，提

國八十一年一月一日成立「財團法人張 明 王國秀文教

供經費從事各種文教事業，獎助、培育對國家社會有

基金會」，繼續培植勤益人。

用之人才，以誠信公開的方式運作。文教活動與獎助

創辦人國秀女士早年擔任省議員時期即十分重視教

（勵），達到服務社會、貢獻社會之崇高理想與目標。

育工作，並自願投入教育工作小組為教育事業奉獻，終

在結合社會群力下，共同為文化事業及人才培育，做出

身熱愛教育事業，繼續以奉獻教育工作之服務精神，辦

積極的貢獻。

理獎助文化、教育之學術活動暨人才培育事項。獎助大

國秀女士一生守

專院校教師之學術研究或發明、設立各大專院校優秀、

法守分，早年戮力從

清寒學生獎學金、補助國際教育推展與文化交流之事

公，盡忠職守，其

項、補助各大專院校有關文化教育事業之推展活動。以

德行高尚深獲同僚重

奉獻教育之服務精神，持續獎助文化、教育之學術活動

望；中年於地靈人傑

暨人才培育。

的台中縣太平市創辦勤益，為國培育人才，子弟遍及各
十八年來，共獎

行各業，皆具有傑出的表現；辦學秉持傳授正道決心，

勵優秀教師、行政人

並且不偏不倚執行且身體力行；國秀女士的一生為社會

員與學生近千人。積

為國家，無私的奉獻，足為世人的典範。為國盡忠，是

極辦理教育文化、學

為立功；私人興學且無私奉獻，是為立德；一生秉持正

術活動暨人才培育，

道且以己為榜樣，可為立言。

贊助活動包括社團及
研討會文教活動、國
際學術與文化交流活動、全國高中高職及各大專院校綠
色心靈系列講座，以及產學合作案等項活動，共約五百場
次，參與人數十萬餘人。堅持強化教育文化及人才培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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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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