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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學院承辦 2012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

64 篇論文公開發表 為兩岸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做出重大貢獻
【文 / 洪孜佩】台蘇兩地複合材料界學術
交流已有多年的歷史。由台灣區複合材料工
業同業公會與江蘇省複合材料學會聯辦的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 ，從 2006 年開始
舉行，今年正式邁入已第六年，前幾年分別
在大陸各地區辦理，第二次在台北辦理，本
校 工 學 院 是 首 度 承 辦 ， 總 計 有 64 篇 論 文 發
表，獲得兩岸產官學界重視，已在兩岸的新
複合材料研究領域上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
未來將以此發表研究為重點，實施產業化推
廣，為兩岸經濟建設做出重大貢獻。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 舉辦六年，第
一年 2006 年在宜興；2007 年在西安；2008 年
在 台 北 ； 2009 年 在 南 京 ； 2010 年 在 台 北 ；
2011 年在南京；今年則在台北舉行，很榮幸
的是，今年由本校工學院配合主辦與承辦。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 舉辦至今，已成
為兩岸材料界研究交流的品牌活動。
張鏡湖董事長、吳萬益校長均有出席該研
討會。工學院陳景祥院長說，隨著海峽兩岸
經濟、貿易、科技、學術交流的不斷融合與
增進，促進兩岸在複合材料領域的更進一步
合作擴大交流， 「2012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
壇」 於 11 月 21 日在本校召開，論文發表踴
躍，也讓同學見識舉辦兩岸相關行業的專
家，相當具有意義。
今年論壇參與學者，計有中國大陸學者、
專家 37 人及國內產官學界、龍頭企業等各界

人士 60 人與會。國內學術界參與代表有，中
國文化大學、新竹清華大學、大同大學、遠
東科技大學、臺北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
學、逢甲大學、淡江大學、臺灣大學、宜蘭
大學、健行科大；研究機構參與者有，臺灣
工業技術研究院、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塑
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石材資源中心；產業
界參與者則有，台玻公司、華立集團、和成
企業、長興化學、信織實業。
大陸對岸學界參與論壇人員，包含南京工
業大學、南京大學、東南大學、南京航空航
天大學、南京林業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哈
爾濱工業大學、河海大學的學者；研究機構
及產業界參與人員有，南京電子技術研究
所、哈爾濱玻璃鋼研究院、南京玻璃纖維研
究設計院、南京金杉汽車工程塑料有限責任
公司、南京金甯三環富士電氣有限公司、南
京肯特複合材料有限公司、南京諾爾泰複合
材料設備製造有限公司、南京立漢化學有限
公司、南京海泰納米複合材料公司、哈爾濱
天順化工科技開發有限公司的代表人員。
陳景祥院長說，今年研討會深入廣泛地交
流功能性與結構性複合材料等領域的研究、
應用和產業發展情況，發表相關論文 64 篇，
利用此次研討會機會，使得海峽兩岸在新複
合材料研究領域上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並
實施產業化推廣，為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做
出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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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董事長與參與論壇的貴賓們合影

對於未來方向感到茫然的同學們有福
職發組提供完整生(職)涯輔導諮詢與測驗

【文 / 洪孜佩】面對自己的未來以及瞬息
萬變的職場趨勢，是否有迷惘，或者還在猶
豫觀望，不知道哪些方向適合自己，但是現
在每個人，都可以給自己一個更加了解自己
的機會，歡迎各位同學到職發組預約相關資
訊諮詢的服務吧！諮商預約或報名相關活動
可以到大孝館 204 室，親自報名，或是打給職
涯發展組的老師們詢問預約，電話是（02）
28610511 分機 12506 彭信揚老師，或是 12509
胡湘萍老師。
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在大孝館 204 室，從
開始提供諮詢以來，每學年都有超過百位以
上的同學前來預約生(職)涯諮詢，更有超過千
位的同學透過生涯測驗尋找到正確的興趣方
向。希望可以幫助學生們從自我及環境的探
索中了解自己的生涯任務，然後逐漸發展出
進入職場之後所需具備的相關能力。
職發組提醒，提供諮詢的部份包含，第一
個生涯輔導，是由生涯諮商心理師一起同步
進行自我探索、規劃討論生涯議題，以及面
對無法抉擇之困擾。第二個是生涯測驗，有
多種測驗提供同學體驗，瞭解生涯興趣、工
作價值觀與態度、九型人格或個人性格偏好
等，進而規劃出適合自己的人生目標。最後
一個是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線上測
驗，提供同學們職業興趣探索的解析討論，
以及如何活用生涯歷程檔案系統。

學位服租借辦法出來囉！

欲租借的畢業生千萬別錯過

英語學習 單純學英語競賽比高低

曉峰苑生課程多

2012 海峽兩岸複合材料論壇參與學者大合影

【文 / 謝玉禪】曉峰學苑 102 年先修班課程震撼出擊，由曉峰學苑創辦以來大
受歡迎的英語學習課程率先打頭陣，邀請到滿意度超高的吳黃里愛老師，藉由大
家曾經都有的共同記憶－兒童文學，以耳熟能詳的各種故事，激發學習英語的興
趣，讓英語不再是只存在於教科書上的學科，進而提升苑生的英語能力。
吳黃里愛老師由兒童文學出發，讓大家思考為什麼兒童文學能讓人印象深刻，
同時藉由童話故事讓大家了解，因為各國文化的差異，讓同一個故事會有不同版
本，如灰姑娘於全世界就有上百種版本。除了單純的英語學習外，更讓苑生了解
各國文化，藉由分組競賽方式有效率地學習英文。
曉峰苑生生應系吳宜姍、法律系王婕伃、法律系吳寶瓏、地質系林諭澤、哲學
系陳胤今同學表示， 「英語課程具有知識性與趣味性，透過有如遊戲般的教學，
讓我們回到童話世界，也了解到灰姑娘原來有這麼多的版本。」
心輔系張俊強、國企系林詩音、中文系李昱函、勞資系何子欣、法律系呂玟
嫻、生應系洪子雲指出， 「藉由生動活潑的教學，感覺回到童年，讓我們對英文
學習產生興趣，學英文也可以很有趣很好玩。」
中文系朱子涵、法律系郭秀育、日文系曹靜怡、日文系楊雅婷、勞資系黃毓淳
認為，課前以為壓力會很大，但老師上課的方式，讓人能輕鬆學習，豐富的知識
性與趣味性，引發同學對兒童文學感到興趣。
電機系林士傑、法律系王育岑、心輔系王千慧、勞工系陳育苑、化學系張庭偉
同學表示，老師上課的方式可以讓大家更為熟識，同時也能了解各國不同文化的
差異，而無壓力的學習方式，讓人返回童真，即使無法完全聽懂也能輕鬆學習。

吳黃里愛老師配合兒童文學激發大家對英文的興趣

【文 / 方怡涵】第 51 屆畢服會負責的學位
服租借辦法出來囉！開放學位服租借申請，
發放學位服時間為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20 日，
回收時間則為 12 月 21 日至 12 月 28 日，自上
午 10 點至下午 4 點，皆可至畢服會位於大恩
館地下一樓的辦公室辦理申請、領取以及回
收作業，欲租借的畢業生請千萬別錯過！
有感於歷屆畢業生反應上學期穿到學士服
的時間過短，拍照留念的時間也只有團拍時
的短短數十分，第 51 屆畢服會聽取同學的反
應，特地與廠商爭取額外租借的機會，希望
畢業生能在大學生活的最後一年留下完美的
句點。
關於此次學位服的租借辦法，畢服會也有
特別的規定，在租借前，請各班專責詳細檢
查衣服好壞、是否有破洞、拉鍊扣子是否完
好等部分，一旦租借，則需由租借同學負完
全責任，如歸還時有毀損，畢服會也將照價
位表收取賠償費用，另外，在租借套數上，
由於學位服數量有限，因此限定在該班會員
人數達百分之八十的情況下每班可租借學位
服的上限為十套，博士班的上限則為五套，
若會員人數未達百分之八十的班級，則依班
上會員人數比例計算，而在押金部分，學士
服 的 押 金 為 1200 元 、 碩 士 服 的 押 金 為 2400
元、博士服的押金為 5500 元，包含衣服、帽
子、以及披肩視為一套完整學士服，租借
時，由於每套需抵押一張個人證件，也請同
學前往申請時特別留意，而畢服會也提醒大
家，並非每個班級都一定能夠租借到學位
服，一旦發放完畢，未租到的班級也只能向
隅了，請同學盡早前往辦理租借。
若畢業生有任何問題請先洽各班專責，或
上 「中國文化大學畢業生服務委員會」 FACE
BOOK 粉絲團留言詢問。
畢 服 會 辦 公 室 電 話: 02-2861-9443 學 校 分
機 19815、19816Email: sgsc51t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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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櫃檯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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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法大學馮世勇副校長率團來訪
張董事長說：本校與中國政法大學交流頻繁 姐妹校關係友好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馮世勇贈送文大禮物

【文 / 李文瑜】於 2006 年與本校簽訂姐妹
校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馮世勇率一行貴賓
蒞臨本校參觀，馮世勇副校長說，文化大學
是一所有高度的學校，地理位置高、文化品
味高、傳承中華文化精神五十年來一直未
變，其堅持發揚的態度毅力更高，值得大陸
高校學習參觀。本校張鏡湖董事長強調，文
大校友、老師多次前往中國政法大學學習進
行，而中國政法的學生多次來台參與本校的
各項交流活動，來往很積極頻繁，是一所與
本校關係極為友好的姐妹校。
張鏡湖董事長說，自己大概八、九年前，
訪問過中國政法大學，廖正豪老師曾經與該
校有密切聯絡交流，本校校友沈智慧也曾經
在中國政法大學念過書，兩校往來密切，前
年文大舉辦一場大型的兩岸交流會議，曾經
邀請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親自前來台灣參與，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馮世勇一行貴賓與本校師長合影

誠摯希望兩校未來可以在師資、學術交流上
更密切合作。
參訪貴賓由馮世勇副校長率領，貴賓包含
學生處處長盧少華、學生處就業創業指導服
務中心徐慶、學生處心理諮詢中心主任劉希
慶、團委副書記孫璐、外國語學院副院長趙
云鵬、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長王洪松、新聞
學院副院長尚武、政治管理學院副院長楊懷
軍、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阮廣宇等貴賓。
馮世勇副校長說，特別高興，也非常感謝
八十多歲高齡的張董事長親自接待，目前本
校在台灣地區九所高校均有各類型的校際交
流，文化大學是其中一所，這是一所有高度
的大學，不僅僅是意指地理的高度，而是具
高度又有特色，兼融文化品味的一所大學，
以質樸堅毅為校訓精神，校園處處凝聚著中
華文化的特色與傳統。張董事長不僅是這所

學校的締造者，也是帶領文化大學引領風華
的領袖者，值得大陸高校前來參觀學習，很
高興有這個機會來參觀，未來我們將積極率
領本校的師生與文大交流互動，帶動兩校姐
妹校合作的新關係。
本校吳萬益校長說，這幾年本校與中國政
法大學學術與師生交流有很多的聯繫，特別
是本校負責兩岸交流的蔡佳麟處長在北京經
都常與貴校合作推廣兩岸交流，感謝貴校的
多方協助，前年文大舉辦國際法學會議，深
知貴校黃校長是此一領域的權威，也特別邀
請前來台灣共同舉辦相關會議並進行發表專
題，建立良好的合作管道。此外本校推動暑
假與寒假夏、冬令營時，中國政法大學的學
生參與度高，貴校與本校的法學院與社科學
院交流甚為頻繁，實有助於正面推動兩岸積
極交流。

張董事長多年好友－潘懷宗博士開講
文化健康同學會 謹記落實六大保健觀念
【文 / 李文瑜】台北市議員、電視知名名
嘴，也是陽明大學醫學院藥理教授潘懷宗博
士 6 日蒞臨本校曉峰紀念館國際會議廳演
講，提供 「養生保健六大招」 。風趣幽默的
演講，現場擠滿許多教職員，張鏡湖董事長
則擔任引言人介紹。張董事長掛保證說，潘
博士在醫藥上有非常高的成就、知識，認識
他這麼多年來，自己都有聽他的話，有的東
西避免吃，所以到現在身體還不錯，歸功潘
博士的豐富醫學常識。
張董事長說，潘議員是自己 20 多年的好朋
友，目前電視上有很多名嘴，不過，名嘴講
的話大多數都是胡說八道，潘議員是自己在
美國的時候就認識的好朋友，每次他都要我
幫他競選，事實上根本用不著，因為以他的
專業知識就足以贏得許多選票。
張董事長說，很高興邀請潘議員，跟大家
來談營養與保養的問題，希望大家好好聽，
聽了以後還要學，不能夠忘記了！
這一場演講由人事室主辦。吳惠純主任
說，由張董事長出面邀請潘博士，讓大家有
機會可以見識潘博士的演講功力與分享健康
的觀念，相當難得，曉峰紀念館擠滿人，顯
見大家對健康觀念相當重視，希望大家可以
從中學習到重要觀念，非常感謝潘議員能撥

空來文大，跟大家分享。
潘博士說，環境裡有太多污染，塑化衝擊
影響大，很多人習慣用塑膠瓶喝水，其實不
管產品號稱耐熱到幾度，耐熱的過程中總會
釋出一些毒素，影響健康身體，建議用鋼瓶
喝熱水，避免使用塑膠瓶喝茶。
潘博士也提到，規律且良好的生活作息與
方式、維持快樂的心情是很重要的，每天晚
上十點前入睡，早上六點起床，深沉穩定的
睡眠，有助於打底健康的身心。他舉例，日
前有一個重達百斤的觀眾在公車亭等公車時
就問他說，怎麼樣減肥？怎樣的身體最健
康？他當下就建議他，第一要早睡早起，早
上六點多完成早餐，每餐中間隔四個小時，
晚上十點前入睡。但那位觀眾就說， 「我事
業做很大，每天都要忙很晚，早睡根本就不
可能。」 潘博士就說，沒有規定的生活作
息，根本就不可能健康減重，因為夜間是身
體機能休息的重要關鍵，沒有給它完整的休
息，就不要來談健康減重。此外，也有一位
老菸槍朋友問他說， 「怎樣才能避免肺
癌？」 他說，很多人要健康，做法卻本末倒
置，正如肺癌發生率高的原因多來自於菸
害，要徹底解決避免就要戒菸，這觀念很普
通，但在老菸槍心裡做不到，卻總想問能抽

菸還能避免肺癌的可能性。潘博士當下就告
訴他，不可能。
潘博士強調，健康觀念大家有，但落實實
行，很多人又都做不到。他建議保養六大
招，唯有這樣，才有機會改變體質，還給自
己健康又快樂的人生。養生六大招包括了無
毒的生活環境、規律且良好的生活作息與方
式、維持快樂的心情、適當的運動、正確的
飲食、定期完整且不過當的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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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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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生

美國作家

寇蒂斯

萬丈高樓平地起。

師長金句

報到率 創歷 年新高 高額獎
高額獎勵金鼓勵更多系所努力攀高峰
勵金鼓勵更多系所努力攀高峰

18系所達九成五報到率 獎勵金總計頒發260萬元 環設學院市政學系百分百報到率核發獎金20萬
元

張董事長與市政系洪禾秣主任合影

張董事長與紡工系李貴琪主任合影

張董事長與日文系方獻洲主任合影

張董事長與資管系謝文恭主任合影

張董事長與大傳系湯允一主任合影

張董事長與大氣系涂建翊老師(代領)合影

【文 / 李文瑜】今年 101 學年度報到率創高，總計系務發展獎勵金頒發
達 260,0000 元，有 18 系所達九成五以上報到率，於 12 月 5 日在教務會議
上，由張鏡湖董事長親自頒發，鼓勵系所優質表現。吳萬益校長說，今
年頒發的獎勵金達二百六十多萬元，創下歷年來新高，面對少子化與眾
多大學積極招生的雙重壓力下，本校還能有達九成五以上的高報到率，
這是很難得的成績，張董事長相當高興，也希望各位能夠更加努力，未
來能夠有更多系所報到率達九成五的好成績，也就是能夠發送五百萬元
以上的獎勵金，證明文化大學的好實力。
今年報到率冠軍為環設學院市政學系，報到率達 100%，核發獎勵金 20
萬元、第二名為新聞傳播學院大眾傳播學系，報到率達 98.31%，招生班
級數二班名額 118 人，註冊人數 116 人，核發獎金 18 萬元、第三名為理學
院大氣科學系，報到率 98.25%，招生班級一班 57 人，註冊人數 56 人，核
發獎勵金 16 萬元。
其次，分別為外語學院韓文系，報到率達 98.21%，核發獎勵金 16 萬
元、工學院紡織工程學系達 98.21%，核發獎勵金 16 萬元、新聞傳播學院
資訊傳播學系達 97.46%，招生兩班招生人數 118 人，註冊人數 115 人，核
發獎勵金 16 萬元、外語學院日文系達 97.32%，核發獎勵金 16 萬元、藝術
學院舞蹈學系達 97.14%，核發獎勵金 14 萬元、商學院資訊管理學系達
96.61%，招生班級三班人數 177 人，總計 171 人數註冊報到，核發獎勵金
16 萬元。
教育學院心理輔導學系報到率達 96.61%，核發獎勵金 12 萬元、社會科
學 院 勞 工 系 達 96.49% ， 核 發 獎 勵 金 12 萬 元 、 工 學 院 機 械 工 程 學 系 達
96.40%，招生班級兩班招生人數 111 人，報到率 107 人，核發獎勵金 14
萬元、理學院地質學系達 96.36%，核發獎勵金 12 萬元、農學院土地資源
學系達 96.36%，核發獎勵金 12 萬元、文學院哲學系達 96%，核發獎勵金
12 萬元、新聞傳播學院新聞學系達 95.83%，招生兩班人數 120 人，註冊
人數 115 人，核發獎勵金 12 萬元、商學院觀光學系達 95.76%，核發獎勵
金 12 萬元、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 95%，招生班級三班招生人數 180 位，
報到人數達 171，核發獎勵金 14 萬元。
吳萬益校長也提到，今年獲獎勵金的各系所表現優秀值得鼓勵，尤其
有些系所未在預期內就有好的報到率，展現優質表現，更值得鼓勵，未
來希望各系所持續努力，每一系所都能達到九成五以上的報到率，讓中
國文化大學招牌更響亮。

張董事長與韓文系扈貞煥主任合影

吳萬益校長

深耕文化，提升學術地位，創校 60 週年進入世界知名大學。

邁向卓越
導師功勞大
新傳、法學院導師輔導重要，善盡導師的義務是今年獲績優導師的共同態度。導師們認為，每一個學
生，都代表著一個故事，擔任導師陪伴學生的過程中，就像讀了很多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喜怒哀樂，
不同體驗的導師之旅，讓每一位導師在教育過程中，感受了許多精彩非凡。

新傳學院
新聞系 徐振興 老師

導師工作在近幾年來越
來越困難，工作範圍也
越來越大。面對Ｅ世代
的學生，習慣於使用電
腦網路超過面對面會
談，我們也要學習多利
用Ｅ化的溝通管道（如
社群網站或是行動裝
置 ） ， 在 0101 之 間 傾 聽
學生的心聲。

感謝系上能讓我有機會
擔任導師，也謝謝學生
們的支持與配合。看著
學生們從青澀到成熟與
充滿自信，心中喜悅無
限，期望未來能繼續與
這些可愛的學生們共同
留下美好的華岡生活回
憶。

法學院
法學組 李寧修 老師
新聞系 江淑琳 老師
很喜歡跟導生之間沒有
距離的互動，看著學生
從無助到有自信的過
程，是擔任導師最開心
的部分。也希望可以繼
續盡自己微薄之力，幫
助更多的學生，看到學
生們一個個每天開心地
過日子。

張董事長與資傳系徐明景主任合影

張董事長與財金系楊馥如主任合影

張董事長與新聞系陳慧蓉主任合影

張董事長與舞蹈系伍曼麗主任合影

個人非常榮幸於 100 學年第 1
學期起，擔任本系 1 年級法學
組 B 班導師，並抱持 「士不
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之
精神致力於教學、研究與行
政事宜，且鼓勵同學應秉持
「讀書考試，考用合一」 之
生涯規畫，方能肯定自我價
值，最後將這份殊榮與同學
共同分享。

新聞系 夏士芬 老師
學生將他們的青春歲月寄
託於文大，由我們陪同學
習專業知識、學習獨立生
活與思考、學習自主與負
責…，這工作的意義何重
大！每位導師都辛苦了，
謝謝大家今年先讓我代表
領獎。

財經組 吳盈德 老師

張董事長與觀光系蔡龍銘老師(代領)合影

我一直告訴我的學生
們，別只把我當成師
長，更要將我視為知心
好友，而我也時時以好
友的體貼入微對待她／
他們。因為是好友，我
們可以無話不說；但由
於我又是師長，擁有較
為豐富的資源、關係與
生活經驗，可以盡心盡
力為他們解決生活、課
業、身心與情感上的諸
多問題。我很珍惜與學
生們相處、互動的機
會，並誠摯地感謝她／

張董事長與心輔系何英奇主任合影

他們。
張董事長與勞工系彭百崇主任合影

張董事長與地質系吳樂群主任合影

張董事長與土資系楊之遠主任合影

擔任導師對我而言是一個
全新的挑戰，不過與其說
導師可能為導生帶來了點
什麼，我反而覺得透過此
一互動的過程，體驗到屬
於他們世代的多元價值
觀，並再次確認了人與人
間相互包容尊重的重要
性，亦從中學習成長。究
竟誰才在扮演 「導師」 的
角色？尚待分曉！

法學組 郭欽銘 老師

大傳系 林純德 老師

張董事長頒發哲學系獎學金，與教卓副主
任傅皓政老師(代領)合影

資傳系 李亦君 老師

張董事長與機工系江毅成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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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櫃檯索取。

導師的任務五花八門，
舉凡生活上的關照、學
業上的輔導等，還要作
為學校、學生與家長的
溝通橋樑，雖然無法做
得盡善盡美，但個人以
為，只用付出真心去關
心學生，學生總是會感
受到。以下，僅針對個
人與學生的互動簡略報
告如下：
1.對新生的輔導：利用班會時間，請同學自我介
紹加速相互認識；並介紹本校的各項軟硬體設施與
四周環境，使新生在短時間內認識環境安定下來；
同時說明本系的課程規劃，使同學瞭解未來的學習
概況。
2.拉進導師與學生的距離：利用課後，參與學生
活動，不僅拉進導師與學生間的距離並能建立良好
的情誼。
生活關懷：每學期將班上同學分成幾個小組，利用
每週固定的時間與學生晤談並發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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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中心【心理診所】
學生諮商中心【心理診所】
李靜婷 輔導老師

我是男生，我喜歡他
輔導老師你好:
我大概在高中的時候就發現我是同
志。上大學後我交到一個很好的男性朋
友，常常一起念書、吃飯或出去玩，我
覺得跟他在一起的時光讓我很快樂。而
他有什麼事情拜託我，我也都會盡力幫
助他。但我發現，如果他跟別人有說有
笑，我心裡會默默的很不是滋味，也會
感到生氣。我想我是喜歡上他了，可是
我不敢跟他說，也不知道該找誰聊
……。老師，我該怎麼辦?
by 很難熬的小程
親愛的小程:
從你的來信中，我感受到你與這位男
性朋友相處時是很愉快、很開心的，也
看到你因為在乎他，會義不容辭地伸出
援手幫助他；但另一方面，我也感受到
你因為發現自己喜歡他，而出現的不安
情緒，包括：會吃醋、嫉妒、對於自己
是同志的事不知道該怎麼說出口、以及
不知道該不該跟你的男性好友表達你對
他的愛慕之意。相信處在這種情況下，
一定讓你不太好受。
其實，當我們對某人產生愛慕之意
時，看到他與別人相談甚歡會出現嫉
妒、生氣的心情是很正常的。只是，因
為身為同志就有時會好像一個你無法告
訴別人的秘密一樣，沒有人可以跟你討
論這件事，也無法將自己最真實的感受
向好朋友坦白，雖然什麼事都還沒攤開
來說但一定已經逐漸影響著你和他互動
的感覺甚至是關係了吧？遇到這種情
形，到底說還是不說？又或者該怎麼
說？我們可以先試著從幾個方向來討
論：
1. 他能接受我是同志嗎？
如果你擔心好朋友是否能接受你是同
志，也許你可以先採取旁敲側擊的方
法，比方說先問問他對於同志的看法是
什麼？或是藉由一些時事或文章與他一
起討論，看看他的反應為何。瞭解他對
同志的認知與想法後，你可以再決定要
不要表明自己的性傾向，這樣不僅能先
給他一點提示，也給你一些準備的時
間。
2. 他能接受我的愛慕之意嗎？
這與第一點不太一樣的原因在於，也
許他能接受身為朋友的你是同志，但他
的性傾向是否能回應你的感情？因為不
論是同性戀或異性戀，對有些人而言，
會覺得當友誼中出現愛情成分是一種壓
力而選擇淡出，所以你可能也可以事先
了解一下你這個朋友對這種情況的想法/
做法。
然而，無論告訴他你是同志的事，還
是向他表明你對他的喜歡，一旦坦白之
後，可能會面臨一些情況，比如說：他
不知道怎麼跟同志相處、或是你們無法
回到從前的好朋友關係……這些都是有
可能發生的，但如果想真正品嚐愛情的
滋味，讓這些擔心而讓自己裹足不前就
太可惜了。你可以像上述列點的方式一
樣，將自己的想法具體的寫出來，這樣
將有助於你去釐清自己真正的擔心是什
麼、想要的是什麼，以及可以怎麼做。
同志的書籍或網路上相關的網站裡面都
有很多的資料，一方面可以參考別人的
經驗，另一方面也可以讓自己有沉澱與
思考的空間；或者，你可以撥打 「台灣
同志諮詢熱線」 ：(02)2392-1970，直接
將自己目前的困擾與線上的專業人員一
起討論，那裡是一個資訊很充足的平
台，相信你會從中有所收穫的！當然，
如果有需要，也隨時歡迎你到學生諮商
中心預約諮商喔！
有任何心理困擾或需求，歡迎前來諮商中心~
電話預約：(02)2861-0511 轉 12611 或 12612
親自預約：直接前往大孝館 2 樓
學生諮商中心 安排會談時間
E-mail 預約：cufak.pccu@gmail.com
(請註明姓名、系級、聯絡方式及想先讓老師知道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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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