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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文琴藝術總團黑白劇社 演譯歷史大戲《趙氏孤兒》
演出扣人心弦 觀眾座無虛席 掌聲不斷

【文 / 李文瑜】浙江大學文琴
藝術總團旗下表演團，浙江大學
黑白劇團的表演師生團隊，一行
25位貴賓於3月21日蒞臨文大，
身為浙江大學的 「大學長」 張鏡
湖董事長特別出席在體育館舉辦
的歡迎會，浙江大學港澳臺事務
辦公室沈杰與浙江大學公共體育
與藝術部周聰副教授對於張董事
長這位大學長出席為學生的表演
打氣加油感到非常高興。

張董事長提到， 「我是浙江大
學畢業的！六十多年前，我在貴
州的時候，當年抗戰時間的那一
年就到杭州來念書，求學期間就
看過浙大學生演過話劇，當年的

話劇內容是抗日的故事，至今印
象很深刻。」

張董事長說， 「當年在大陸時
間，因為抗戰的關係，日子過得
很苦，記得有次躲警報躲到山洞
裏面，而當時飛機空襲來是掛旗
子放警報，沒有聲音的，我記得
看到掛了旗子後就躲到山洞裏面
去，但因為沒有聲音，我也沒看
到旗子，所以我一直躲在山洞裡
面。那一次，很多人被炸死，母
親看我沒有回來，就到處去找，
雖然發現很多屍體都不是我，心
理很焦急，一直等到晚上後，我
回到家裡，母親才抱著我痛哭，
想起當時情況真得艱苦。」

前幾年浙江大學文琴藝術團曾
經來台灣演唱過。張董事長說，
文琴藝術團旗下的學生團體來到
大學表演則是頭一次，我們很高
興，這次你們帶來是話劇這個話
劇，是我曾經看過的話劇演出，
未來希望大家多多交流，為兩岸
的藝術開創新的里程碑。

這一齣由浙江大學文琴藝術總
團旗下黑白劇社於2013年首度在
台演出的《趙氏孤兒》21日晚間
也在本校八樓體育館盛大舉行。
張鏡湖董事長親自出席史詩話劇
首映會。張董事長說， 「浙江大
學是我的母校，看到同學表演這
麼精彩，實為讓人動容，這一齣

戲交織著忠義與誠信，復仇與殺
戮的驚心動魄的悲劇，極富感染
力，加上導演敘事的實力，整場
話劇流暢的演出，的確讓人相當
感動。」 現場也擠滿許多觀眾，
讓八樓體育館柏英演藝中心座無
虛席。

曾擔任國劇系主任的王士儀教
授從彩排期間即一路陪同浙大表
演團準備。王士儀教授提到，浙
大黑白劇社的成員都是學生，是
道道地地的素人演員，卻能表演
如此精彩，刻劃鮮明，單是台詞
裡的正義與邪惡間語言的對鬥，
流暢十足，不輸專業演出，真是
非常精彩。

王士儀教授提到，浙江大學黑
白劇社的《趙氏孤兒》，相當有
新意，結局令人意外，綜合參考
史實和各劇種不同版本改編創作
而成的，忠實再現盪氣迴腸的古
典傳奇，更從今日的視角提出了
新的思考，給現場觀眾帶來不同
的思維。他也提到，這齣戲最大
的惡人就是大奸人屠岸賈，貫穿
了整場戲之靈魂，浙大的學生演
的成熟，更將其劇中的氣勢磅礡
透過武術的震撼與鼓動，牽動觀
眾的心，相當不錯。

浙江大學黑白劇社的演員均是
來自浙江大學各學系大學生、碩
士生，也有即將遠赴國外留學的

準博士生，網羅對戲劇有興趣的
同學參與演出，有些是專攻生技
醫術，有的則是生命科學系，沒
有一個學生曾經從事演員訓練，
卻能有如此精彩表現，獲得現場
觀眾掌聲如雷。

該齣戲導演，也是浙大教授公
共體育與藝術部桂迎教授提到，
掌握劇情的節奏與流暢度，將歷
史忠孝節義的觀念，教育學生，
透過演出裡的對白，讓新一代的
年輕人更能了解中華文化深層內
涵，這是相當有意義的，《趙氏
孤兒》自2008年正式展開創作，
2009年在校內外演出十餘場，大
獲好評，相當高興有機會在文大
的舞台上演出，這對兩校交流極
富意義。

張董事長致詞歡迎貴賓

董事長、文大師長與浙江大學表演團一行師生合影

【文 / 謝玉禪】3月 18日至22日在百花池
舉辦一年一度眾所期待的國際文化週展，讓
同學不用出國就能夠品嘗到各國美食、體驗
道地的傳統服裝、嘗試不同的文化背景。吳
萬益校長於 3 月 19 日的開幕典禮上提到，
「今天特別有這樣的一個節目，把各國的文

化帶到中國文化大學來，本校是以弘揚中華
文化作為最高主旨，但是在弘揚中華文化的
同時，也希望跟其他的文化融合，體驗到更
多的外國文化，增加廣闊的國際視野。目前
本校境外生人數已達1,500多位，預計明年將
超過2,000位境外生」

吳萬益校長說，文大宛若聯合國，單是校
內境外生有1,500多位，目前李孔智國際長已

允諾明年將會陸續增加至2,000人，甚至超過
2,000人次大關，為文化大學的多元招生開啟
新的里程碑。其中，大陸學生有190人，外籍
學生有300多位，僑生有500多人。

吳校長提到，自實施全英語碩士專班後，
很多學生來自歐洲、南美洲等國家，不懂華
語，但是經過學習也慢慢懂了。我們希望在
這樣一個國際化的場合，讓學校整體的國際
程度能夠提升，使更多的外籍生能夠講中
文，台灣的學生能夠講其他的語言。同學在
不同的文化之下，學習如何和睦相處，學習
如何吸取別人的長處，使工作、求學得到最
高的效率及成長。

理學院院長盧光輝教授表示， 「我是代表

僑生，因為我在香港出生，所以我算是僑生
的一小部分。同時，我也是代表國際，因為
我目前是美國人，所以來參加國際週展是非
常名正言順的。希望國際週展每年都能繼續
舉辦下去，更希望國際處招收狀況越來越
好。讓更多人都可以知道文化大學，也歡迎
各位同學利用這樣的國際週展，多多享受美
食。」

今年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主辦的 「國際文
化週展」 ，特別邀請校內不同國家的學生展
現各種國家傳統服飾，有印尼的傳統服、日
本和服、印度歌舞、韓國服，還由四個不同
國家的學生聯手歡唱一首 「小小世界」 ，在
音樂無國界的的美妙世界裡，看到華岡裡的
大大溫暖。

吳萬益校長也特別走上伸展台，戴上印度
傳統高帽，歡舞慶賀之歌，以熱情舞蹈邀請
每一位加入華岡大家庭的國際學生們，希望
學生們可以在文化大學學習各種專業之外，
更能感受文化大學師生們的熱情溫暖。

【文 / 李文瑜】畢業腳步時間越來
越近，為讓畢業生畢業前就可以找到
自己適合的工作，學務處職發組於19
日連續舉辦三天大型就業博覽會，邀
請企業廠商派專人於會場發送公司簡
介、職缺需求、薪資福利等，提供同
學們及校友第一手就業訊息！開幕典
禮邀請吳萬益校長蒞臨主持，吳校長
提到， 「教育很重要，就業更重要，
文大這幾年多次獲各種雜誌評比，企
業主青睞度、認同度，文大表現都很
優異，顯見企業主對文大畢業校友滿
意。因此，希望即將畢業的文大人，
一定要更努力維持，讓文大人可以在
就業職場上獲得更好表現。」

這一場由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
練局－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

及台北市就業服務處所指導的2013校
園就業博覽會參與廠商囊括各行各
業。學務處職發組提到，透過大型的
就業博覽會展爛，期許同學在畢業
前，能對市場未來趨勢有更深的了
解，在謀職上更具前瞻性！

今年參展廠商結合各領域，提供為
數眾多的媒合機會，現場有資訊、文
教、旅遊、金融、保險、連鎖餐飲、
製造業等。在各行業所設置的攤位
中，都有該單位的工作人員做現場招
募和解說，讓同學們在投身就業市場
前可以對您有興趣的行業有更多的認
識和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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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線上多益模擬測驗開放師生使用

【文 / 許婷娟】中國文化大學提供數位
學習專區FunDay英語學習級英檢網線上多
益模擬測驗題庫及多樣化的英文學習資
源，可提升學校各教職員及同學們的英語
能力，增加同學們在進入職場上的競爭
力，歡迎全校教職員及同學多多利用，進
入方法為本校專區—數位學習—FunDay英
語學習—開始使用—Dashboard—EXAM。

數位學習專區的多益模擬試題分為20題
50題100題200題等四種選項，有意使用的
師生們可從 20 題的選項至 200 題開始練
習，慢慢地培養信心及英文實力，往高分
邁進，此外，還提供英檢模擬測驗供教職
員及同學們使用。

由於目前多益測驗是針對英語非母語人
士所設計之英語溝通能力測驗，測驗分數
反映受測者在國際職場環境中與他人以英
語溝通的熟悉程度，通常多益是針對職場
上的用語所作的考試，透過這項考試的能
力提升，可以真正地學會國際競爭中所需
的英語能力。

根據媒體報導，凡是全球5000多家大企
業，在招募新員工和升遷考核時，都會以
TOEIC測驗成績做重要參考，國內高等教
育國際化平台多益測驗的分數，已經成為
各知名大專院校大學生畢業的附加條件，
也是各研究所入學申請時，通過與否的門
檻。由此可見，多益測驗有多麼地重要。

透過每次的模擬測驗的練習，可以不斷
地累積英文能力，以利同學不但可以在正
式考試來臨時可以獲得好成績，更能在往
後職場上提升競爭能力。

校
園
徵
才
就
業
博
覽
會

齊
聚
近
百
家
廠
商
徵
才

吳
校
長
：
文
大
學
生
表
現
優
質

獲
企
業
主
青
睞
滿
意
度
高

校長與校內師長以鳴炮方式開啟國際週展序幕
並與參與國際週展的師生合影

國際文化週展 齊聚世界各國美食服飾特展
吳校長與國際長允諾未來境外生將破 2,000 人大關

就業博覽會校長致詞

就業博覽會校長與參展廠商合影

浙江大學 公共體育與藝術部周聰副教
授致送張董事長紀念品

浙大學生演出扣人心弦

張董事長說，浙江大學是我的母校，看到學弟妹表演這麼精彩，實為讓人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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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版 第３版文化人生 美國作家 寇蒂斯 萬丈高樓平地起。 師長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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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諮商中心【心理診所】學生輔導中心【心理診所】學生諮商中心【心理診所】
陳涵薇 輔導老師

轉眼間，轉眼間，
期中考到了怎麼辦？期中考到了怎麼辦？

老師您好：
看著六天春假盤算要去哪裡玩時，才

赫然發現再過兩個禮拜就要期中考了
耶！可是我的玩心從開學到現在根本就
沒收回來，一點都沒有現在已經是學期
中的感覺，所以期中考要考的科目，我
幾乎都沒有準備，到底該怎麼辦？搞得
我現在好緊張，該玩也不是該念書也念
不下去，現在大二的課又比大一重，不
能像以前一樣隨便考都會過。本來有想
說那期中考就都放掉好了，期末再來努
力，可是心裡又很不踏實根本不可能做
到，唉…我現在心情亂糟糟阿。

很煩的阿陶

很煩的阿陶你好：
首先謝謝你的來信，從你的署名看來，

老師可以深刻的感受到你現在焦慮手足無
措的心情，使得你現在心煩意亂的。大多
數的人在面對考試來臨前，心中一定會有
很多的緊張和擔心，而也的確這學期的春
假連放六天，可能許多人都會安排休閒娛
樂活動，在心境上難免一直處在比較放鬆
的狀態，所以你的矛盾又複雜的心情可能
也是普遍大家的心聲。

換個角度想，距離考試還有一些時間，
我們不妨好好把握這些時間去做可行的規
劃，老師可以提供幾個意見供你參考：
1. 分辨考試焦慮來源

所謂的 「考試焦慮」 ，其實包含生理或
心理上的緊張。生理上的緊張，通常這些
身體不適的情形在考完試後可以獲得很大
的改善；心理上的緊張則大多是以想法或
認知上的擔心，例如擔心考試題目很難不
會寫、沒過最低標準會被當掉、自己考不
好會被爸媽念等等。可以先請阿陶想想，
釐清楚自己的焦慮情緒從何而來？如果能
釐清楚焦慮來源，比較能對症下藥，不會
過於慌張。
2. 把握重點，作時間分配

在這幾天的春假中，你當然還是可以適
度的安排一些休閒活動，讓自己有放假的
感覺，但需要好好分配六天的時間。例
如：前兩天可以盡情的安排休閒活動，讓
自己還是可以放鬆一下，後面的四天可能
就要開始收心，每天都需要安排幾個小時
來念書囉！而如何安排念書的科目也是一
門學問，需要依照自己對每個考科的把握
度與熟稔度，來做安排準備時間多寡的依
據，平時較拿手的科目可以花比較少的時
間去準備，而較沒把握或較困難的科目就
需要多花些時間努力。到了考前一週就要
訂出更清楚的計畫做最後的衝刺囉！
3. 與同學一起討論考試重點，相互打氣

在準備的同時，可以和同學討論或詢問
這次考試的重點，或者你們可以一起猜
題，猜想如果你是老師，出題的方向會在
哪裡？這種討論往往能讓讀書變的事半功
倍，更容易掌握書上的重點，在這來來回
回的過程中，也更能掌握考試方向，使自
己的焦慮感降低，也讓自己更有信心作
答。

所謂 「臨陣磨槍，不亮也光」 ，在僅有
時間裡，去做最大的努力，我想會有意想
不到的收穫，也能讓自己心中感到比較踏
實，至少盡力了對吧？最後，老師祝福你
期中考一切順利囉，能有自己滿意的成
績。

~有任何心理困擾或需求，歡迎前來諮商中心~
預約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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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李文瑜】音樂系吳悅慈是台灣首位以雙簧管樂器演奏入選大陸中央音樂學院碩士
班的學生。吳悅慈說， 「去年一月到中國人民大學擔任一年交換生，每天與大陸學生接
觸，深刻認知大陸學生對於自己未來態度明確肯定，因而逼使自己正面迎戰自己的未
來。」 21日接受本校張鏡湖董事長肯定鼓勵。張董事長說， 「大陸才是市場，有機會過
去學習，就一定要好好把握，不要怕，往前走就對了。考這樣的成績，對文大的教育是很
大的鼓勵。」

吳悅慈說，在中國人民大學擔任交換生一年期間，體會甚多，尤其對於大陸學生的學習
熱忱與永不放棄的認真執著態度讓她印象很深刻。記得有一日早晨大陸室友call醒她說，
「走，我們去圖書館佔位子。」 才揉著惺忪雙眼，看一下時鐘，也不過才早上五、六點時

刻，到了圖書館，滿館的學生埋首讀書的壯觀景象，讓她簡直傻眼。這一日，在那一種學
習的欲望下，待了一整天的圖書館，決定報考大陸音樂學院研究所的決心。

雖說音樂無國界，但大陸的音樂學制始終與台灣不同，音樂樂理理論的文字解釋也相當
不同。吳悅慈說，中央音樂學院是台灣認同大陸學歷的41所大學之一，自去年4月底決
定報考中央音樂學院碩士班後，就認真考慮規劃未來考試準備的方向，由於中央音樂學院
的學制考試並不因為是港澳台生而有所不同，專業術科與音樂理論考試內容與大陸學生一
樣，為讓自己更為熟悉大陸報考音樂研究所的內容，特別商請大陸老師擔任自己樂理訓練
的鐘點教師，同時邀請現任中央音樂學院副教授，也是大陸唯二的中國雙簧管演奏家魏衛
東親自指點雙簧管的技術，雙管齊下，短短一年內，終於追夢成功，成為台灣第一位以雙
簧管音樂考上大陸中央音樂學院的台籍學生。

【文 / 李文瑜】今年是本校連續四年獲教育
部教學卓越補助計劃大學之一，根據國家圖書
館分析100學年度台灣學位論文研究趨勢專題報
導指出，被100學年度學位論文參考最多的學校
論文，中國文化大學是全國私立大學 「被引用
最多」 排名第一名。而電子全文被下載排行統
計與論文被點閱率統計，則列居全國私立大學
排名第二名，被下載人次達139,801人次，而點
閱人次也高達838,690人次，顯見本校博碩士生
學術研究能力之影響力獲得正面肯定。

目前國家圖書館是國內唯一的博碩士論文法

定寄存圖書館，負有收藏、蒐集與閱覽台灣全
媒體刑態博碩士論文的重要任務，由於學位論
文為重要的學術文獻資源，與一般的期刊文獻
不同，其產出過程較為嚴謹且內容體例較有深
度，是台灣歷年積極推動高等教育的重要學術
成果。有鑑於此，國家圖書館針對 「臺灣博碩
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所收錄的全國137所大
學，61,675筆博碩士論文資料，在102年2月底
進行100學年度國內大學院校學位論文研究趨勢
與大學院校學位論文影響力等進行各種分析統
計。

根據最新出爐的統計資料中顯示，最受注目
的是 「大學院校學位論文影響力之分析」 ，因
為對於研究生或者被授予學位的學校而言，學
位論文的公開發表是學術研究能力的證明，著
作被引用的情形，同樣被視為相關研究人員的
學術能力證明。因此，在這份統計資料上，凡
是被引用最多、被點閱最多或者被下載最多的
學校其學術研究能力獲得肯定。

由於本校學系多元，學術研究發展日趨成
熟，因此，在高達61675筆博碩士論文資料統計
中，本校博碩士生的論文被引用最多排名上，
列居全國私立大學第一名，展現學術研究之影
響力與肯定位居全國私立大學第一名，表現成
績亮眼。

此外，在熱門點閱率排行上，本校同樣高居
全國私立大學亞軍之位，獲得最多讀者關愛眼
神，點閱人次達838690人次，在學位論文電子
書人氣上，文大也是論文下載第二名，學術人
氣獲得肯定。

這份統計來自於102年 2月25日針對台灣博
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已收錄之6675筆100學
年度博碩士論文資料，國家圖書館以系統程式
進行參考文獻自動比對，進行各校歷年學位論
文的被引用分析，統計出被100學年度博碩士論
文引用最多的前二十名大學校院，公立大學被
引用最多的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立成功大
學及國立台灣大學，而私立大學被引用最多的
前三名分別中國文化大學、淡江大學及輔仁大
學。

此外，本校圖書館是國內私校藏書量第一
名，創立於民國51年3月1日，創辦人張其昀
博士以圖書館為大學之生命線，特斥鉅資購置
大量圖書，讓學生可以在圖書館找尋各種資
訊，鑽研學術論文之題材。在民國88年， 「曉
峰紀念館」 落成，樓地板面積約21,836平方公
尺，圖書館共分七層，有完善的動線規劃，依
資料類型分設專區，是一座多元化、資訊化、
現代化之知識資源學習中心，為全校師生提供
一優良的教學與研究環境。

【文 / 何子凡】基於落實國土永續利用的概
念，文大於102年 3月12日與陽明山國家公園
管理處正式簽訂合作備忘錄。吳萬益校長表
示，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與陽明山國家公園管
理處簽訂合約，文大位處陽明山最美的山腰地
帶，與陽明山共生共存，希望與陽明山國家管
理處透過產學合作，進行各方面的研究創意，
讓產學合作計畫更加密切，為雙方創造雙贏。」

景觀系郭瓊瑩主任，首度與陽管處簽約合作
備忘錄，雙方簽約之目的是基於國土永續經營
的目標，透過產學合作的模式發展長期友好關
係，並共同協議互相提供國家公園經營、物種
與棲地保護、生態監測之技術與專長。

陽管處處長林永發提到，此一合作備忘錄將

為雙方開啟新的里程碑，該合作備忘錄將同意
在不影響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相關規定的前提
下，文化大學得以使用其園區進行教學、學術
研究與監測調查之場域。

郭瓊瑩主任則表示，曾經與陽管處處長交換
過意見，未來如果陽明山國家公園將舉辦表演
的活動，如音樂、舞蹈等大型音樂會，本校由
藝術學院引領的音樂或舞蹈學系的師生都很願
意幫忙，為雙方的產學合作注入藝文風，開啟
新的合作里程碑，而此一合作備忘錄簽訂期限
將至2016年 12月 31日，希望在雙方合作的默
契裡，文大的學生可以掌握機會，近距離學習
觀察與體驗陽明山之美。

郭瓊瑩主任也提到，景觀系特別配合舉辦

「景觀生態設計成果展」 之主題展覽，該展覽
分為兩大部分，一為 「向大師致敬」 ，透過現
代主義、生態主義、極簡主義、園林風景和人
文主義將呈現景觀系大三同學的設計成果。另
一部分則為 「產業與地景再生」 ，展現景觀研
究所101學年度 「景觀及生態規劃與設計」 課程
之規劃與設計成果。

隨者時代的變遷與產業的影響，導致土地景
觀的改變，因此景觀系大三的學生回顧與呈現
各家學派的理論，反思了在全球環境的變異
下，人定勝天的觀念，透過 「景觀再生的手
法」 ，重現地景風貌，讓此次備忘錄更加體現
其意義與理念。

全國私校排名第一
100學年度博碩士生論文下載被引用第一名
熱門點閱率、學位論文電子書下載 第二名 展現學術研究影響力

【文 / 李文瑜】 「閱讀悅閱誰最讀？」 圖書館日
前統計至3月22日前，公布個人借閱冊數前5名的
研究生及前20名的大學生，圖書館提供獎金與精美
禮品送給喜歡讀書的華岡學生，研究生排名前五名
分別為新聞碩林志遠、哲學博林秀娟、政治博何俊
賢、戲劇碩周暐閎及日文碩葉奕青。大學部排名前
五名分別為中文系文學組蔡明儒、中文系文學組蔡
睿軒、國貿系杜祖榮、地質系唐一正及資工系劉彥
德。

圖書館今年遴選前五名外，其餘為優勝獎，鼓勵
學生來借書與讀書，每一位優勝者均可獲得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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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海燕董事頒發獎金1,500元予大學部借閱圖書第一名蔡明儒同學

張海燕董事頒發獎金2,000元予研究生借閱圖書第一名林志遠同學

最愛讀書的華岡人！
圖書館選出研究所與大學部最愛讀書的學生

張海燕董事與個人借閱冊數前5名的研究生及前20名的大學生合影

張董事長鼓勵吳悅慈努力往前走

文大與陽管處簽訂合作備忘錄 開啟產學合作新里程碑
吳校長與陽管處林永發處長簽訂合約後合影

大學部
文學組 蔡明儒
文學組 蔡睿軒
國貿系 杜祖榮
地質系 唐一正
資工系 劉彥德
大傳系 李亭萱
史學系 呂宜庭
文學組 蔣宜芳
財經系 何秉峰
財經系 趙玉琪
資管系 李宗弦

史學系 蔡坤翰
建築系 劉斌傑
史學系 謝家偉
史學系 翁令曄
史學系 呂文興
園生系 陳依純
社福系 林肯玄
法學組 吳濬杰
財經組 陳映
社福系 張欽雅
園生系 方詩涵
文藝組 陳秀巧

研究所
新聞碩 林志遠
哲學博 林秀娟
政治博 何俊賢
戲劇碩 周暐閎
日文碩 葉奕青
會計碩 張庭瑋
史學碩 杜彩逸
心輔所 林怡孜
哲學碩 郭志偉
中文碩 陳暉
史學碩 史哲謐

借借 閱閱 排排 行行

吳悅慈畢業展獨奏會宣傳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