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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秀勤牽創辦人王國秀女士百誕紀念
—李志強教授畫展 張天任董事長開幕致詞稿
在座貴賓師長同學大

我們可以從這個裡面來體會。當然看到作品的時候，

家好：

他是一個現狀的展示，但是那個過程是很辛苦的，很

很高興有這機會

像我看過的一過電影"愛上海明威"（老人與海的海明

來參加紀念王創辦人百

威），裡面有一句對白是這樣講的。「一切美好的創

歲誕辰所舉辦的活動，

作都伴隨著寂寞。」

由我們姊妹校常州工學

所以大家在欣賞畫作展示的時候，要想到創作者

院李志強教授提供璀璨

寂寞的歲月，那寂寞歲月體會什麼? 愛呀! 體會各種

艷麗的作品，讓我們來欣賞

感情的表達，所以希望透過今天這樣一個的畫展，一

這美麗的饗宴，講到這個美，

方面紀念我們王創辦人百歲，另一方面欣賞李志強教

我們早期的教育是講到德智

授繪畫藝術之展示。希望在這璀璨的饗宴裡面獲得啟

體群，後來教育部要推廣美

示，因為有的時候你想要啟示還不見得有啟示，講到

育，我們王創辦人做了四任的省議員是教育組的召集

啟示好像德國藝術大師杜勒（Albrecht Durer）他有一

人，所以到了改國立時，當時是翁校長在任，那時候

幅畫很有名叫"祈禱的手"，當年他去學畫的時候，他

教育部希望大專能提倡美育，並准許進用專任的美育

跟他哥哥兩個人都很有才氣，但是家裡很窮，爸爸生

師資。當時王創辦人也很關注這個事，翁校長也很重

了18個兄弟姊妹，只能夠供養他們吃飯，要去學習要

視，所以我們跟部裡要求一些名額，所以在當年我們

打工賺錢。所以他和哥哥講，那輪流去，你先去四年

就請了四位專任的美術和音樂的專任教師到學校來，

回來我再去好了，沒去的那個人到礦場打工。當他再

今天我們的鄭學務長也是其中之一。當年做為評審委

回來換他哥哥去的時候，他的哥哥無法去了，他說 "

員我們趙校長也在座，別的學校沒有這麼多，頂多只

你看我

請一個專任教師。

的手這

台北工專請了零個為什麼，因為台北請老師太容

麼粗糙

易了，當時國立大專院校只有我們請了四個，在當時

那沒辦

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經過這麼長的時間，可以看

法了，

到我們學校一向是五育並重，尤其在美育老師的指導

那你繼

之下，我們欣賞美的技巧和修養都不斷的提升。

續吧。"

我們這次能請到姊妹校常州工學院李志強教授

然後他哥哥跪下來向主導告，禱告的手已經彎曲

來提供展出，他的作品剛才司儀有介紹，他在中國大

伸不直了，他說 "希望把他的才華讓弟弟擁有。" 那這

陸很多地區不但參展還得獎，他與一般的畫家不同的

時候Durer看到這一幕他哥哥祈禱的手靈感就爆發了，

是，他本身有著作，有很多學術上的討論，所以他不

所以他就畫了不朽的傑作"祈禱的手"。希望我們今天

但是教導藝術的研習發展而且還身體力行創作這麼多

在座的貴賓，同學大家在欣賞美的饗宴的時侯，能有

的美的作品，每次看到他的畫同時也看到很多美人。

所體會有所啟示，預祝畫展成功，感謝學務處課指組

我們國畫大師張大千的綽號就叫張美人，為什麼
因為他也喜歡畫美人，所以從美的欣賞角度來看，那

安排的活動，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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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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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校長 陳文淵 博士

勤益校園30公頃，緊鄰五大工業區，地處黃金縱谷60公里的機械聚落，85％工具機廠聚集
於此；如何善用地利之便，盡國立大學社會責任，文淵深感任重道遠。文淵肩負校長職務已九個
月，期間感謝全體教職同仁的用心與無私付出，共同完成：
成功爭取教育部每年增加一億元的經費補助；

以「學生走出去．世界走進來」為目標，建構

添購新設備，建構優質的教與學環境，並協助

多元國際化校園，推動雙聯學制，規劃4年後國

教師發展務實的技術，作為中小企業技術研發

際生與港澳僑生達800人。

的後盾。

建置工具機學院大樓成為企業技術支援中心及

成功將外籍生規模擴增至70人，深化學校多元

學生實習的高精密度類生產線；並成立7大技術

化、國際化的發展空間。

服務中心，對企業進行收費服務 。

成功募得680萬元助學金，為弱勢學生安心就學

整合政府資源敦親睦鄰，協助社區居民解決教

及爭取高教深耕計畫儲備基本能量。

育、生活與就業問題，成為社區的好鄰居（社

拜訪中部地區10個工業區、科學園區、高雄金

區因有勤益而健康、幸福、快樂）。

屬中心及南科管理局以及90家中型企業，建立

持續參訪企業，3年內完成500家中型企業之產

良好的產學互動合作關係。

業互動，與產業互動瞭解人才與技術需求，成
為中小企業信賴且倚重的國立科大。

面對少子女化衝擊，文淵深刻體會
「辦學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將
從心出發、從根扎起，持續推動：

使得各項目標能夠依序進行，並期望能如期達

以發展智慧機械（M）、工業4.0（I）及綠能科

成。「教育」是用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就讓

技（G）為主要目標，將工業4.0智慧化，成為

我們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文淵感恩全校教師同仁的支持與協助，

全校14系跨領域發展的重點。
以發展全國知名特色系所為目標，專款補助各
系發展核心技術、提升
全國知名度，培植教
學單位成為全國知
名特色系所。

謹誌 2017.11

第三版

中華民國一○六年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中國常州工學院藝術與設計
學院李志強教授簡介
1958年生於常州，1984 年畢業于南京師範大學美術系。
現為江蘇省美術家協會會員、常州油畫研究會副會長、
常州工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教授，多年藝術設計教學經驗，
在設計基礎教育上有很深的研究與創作。
論文和作品發表於《美術》、《美苑》、《美術與設
計》、《藝術百家》、《當代教育科學》、《職業技術教
育》、《長城》、《美術嚮導》、《書畫藝術》、《電影文
學》、《美術大觀》、《藝術家》、《藝術界》、《中國美
術教育》、《畫刊》、《美術報》等。
畫作作品曾入選《亞亨杯全國書畫精品大展》、《首
屆全國水彩人物畫展》、《中國第二屆粉畫作品展覽》、
《2007（第十二屆）廣州國際藝術博覽會》。在《慶祝中
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十周年江蘇省美術作品展覽》、《迎接
新世紀江蘇油畫大展》、《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55周
年美術作品展覽》、《第六屆江蘇省水彩•粉畫作品展覽》、
《首屆江蘇省粉畫作品展覽》、《江蘇省首屆水粉畫展》，
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五周年江蘇省美術作品展
覽》中獲優秀獎、《“魯藝杯”全國高等師範院校美術專業
教師作品大獎賽》中獲優秀獎、《首屆全國高校美術•設計大
獎賽》中獲銀獎、《大觀杯新世紀全國書畫大賽》中獲銅
獎。在2017年以作品《郭家溝初雪》在第二屆”江蘇美術
獎”中獲獎。
美術作品被土耳其安娜特魯大學、中國第二屆粉畫
作品展覽組委會、常州市博物館收藏。專著有《高麗紙花
卉技法與賞析》、《水彩畫技法與賞析》、《設計素描》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國家規劃教材）、《動畫風景
快速表現技法》、《動畫色彩風景表現技法》、《水粉風
景畫寫生》等。
2016年10月4日～14日應本會邀約至勤益科技大學舉辦畫
展，此次畫展是紀念本會王創辦人百歲誕辰所舉辦的活動，
亦是由勤益科技大學學務處承辦45周年校慶系列活動之一。
畫展開幕當日由本會張天任董事長與勤益科技大學趙敏勳校
長等貴賓一起為畫展進行開幕剪綵，繪畫作品充滿魅力與內
涵，讓觀展貴賓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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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獎學金獲獎名單
青永勤學愛校獎助學金
班級
四化四丙
四電四乙
四工四丙
碩子一甲
四機四甲
四休三甲
四企三乙
碩資二甲
四休四甲
四文三甲
碩訊一甲
四流三乙
四企四甲
四休四甲
職四工四乙
職四資二甲
職四英二甲

姓名
黃彥融
吳崇嘉
鍾杰峰
陳韻文
黃奕儒
吳玟靜
趙思雯
莊佩樺
謝馨慧
宋雅欣
林昌儒
黃筱晴
吳昀臻
徐曉冬
蔡佳欣
林昆輝
黃鈺凱

班級
職四子四甲
職四電三甲
冷凍空調
大職三
職四休二甲
職四休二甲
院二機四甲
院二電四甲
院二工四甲
院二資四甲
院二流四甲

林立翔
曾筠玫
林佳靜
徐茂凱
林冠宇
蘇淑君
寧 靖
蔡青芳

高雄地區清寒
優秀學生獎助學金
班級
四工三丁

捐款芳名錄

姓名
林憶蓉

2017年代辦獎助學金
獲獎名單
錢少華先生
獎助學金
班級
四冷四甲
四流四甲
四子四丙
四文四甲
四子四甲

姓名
黃日昇
李佩錡
黃欽鉉
陳靜葶
羅至善

黃銘津先生
設置學生
急難助學金
班級
四冷二乙
四冷一乙

姓名
何恭昀
王志齊

東華國中趙宗熙女士
紀念獎助學金
班級
三年忠班

姓名
劉品涵

許清綢先生獎助學金
班級
姓名
冷凍空調大職三 黃亦政

年度大事記

（2016/1/1～2017/11/8）

捐款姓名

姓名
林沛柔
莊侑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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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

2016.04.13 常州工學院由李文虎校長率領教授訪問團至本
會參訪。

邱格松

69,000

錢玉樹

100,000

2016.10.09 九九重陽節適逢王創辦人百歲冥誕，為此與勤

林明珍

15,000

益科大學務處合作舉辦明秀勤牽創辦人王國秀

銘欣技術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女士百誕紀念－李志強畫展百歲藝文活動。
2016.11.25 常州工學院由朱海山副校長率領（7位）教授訪

董俊良

3,000

鄧美貞、勤益科大企管系企
一甲、企碩二

6,461

鄧美貞（萬聖節義賣活動—
勤益科大企管系）

5,000

2017.01.06 常州工學院李志強教授委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劉允彰

9,200

學務處轉贈本會10幅畫作（2016年王創辦人百

張起龍

5,000

歲冥誕紀念活動-李志強教授畫展），現已陳列

合計

312 ,661

問團至本會參訪。
2016.11.30 本會APP可於Play商店上免費下載使用。

展示於本會二樓。

捐款方式
1. 支票或匯票：收款人（抬頭）請寫明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並加劃橫線且著名禁止背書轉
讓，以掛號郵寄411台中市太平區中山路一段215巷35之1號--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收（信
封上請註明捐贈種類及姓名或公司企業行號名、地址、電話等資料）。
2. 郵政劃撥：收款人為財團法人張明王國秀文教基金會，帳號： 20121356。
3. 現金：請送至本基金會辦公室現址，本會連絡電話：（04）2392-3989或（04）2392-4505轉2800。
所有捐款統由本基金會開列正式收據，於申報綜合所得稅時，可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及卅五條之規
定，列為個人綜合所得稅之列舉扣除額或列為營利事業當年度費用或損失，以減免稅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