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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地球日世界地球日世界地球日 一同守護我們的家！
張鏡湖董事長析探 地球增溫及影響 師生踴躍參與聆聽專題演說

【文 / 李文瑜】2013年4月22日世界地球
日即以 「面對氣候變遷 」 (Face of Climate
Change)為主題，探討大氣變遷、農業經濟、
水資源管理、環境共生、環境教育及自然災
害傳播報導等各面向。數位地球研究中心、
環境設計學院與理學院於4月22日在體育館
八樓柏英廳舉辦專題講座，特別邀請本校張
鏡湖董事長針對 「地球增溫及其影響」 議題
主講。張董事長強調，氣體持續增加勢必使
地球溫度不斷增高，地球增溫的影響是多方
面的，無論就極端氣候所造成災害的頻率，
中低緯度水資源的供應，海平面的上升、農
業和漁業的產量，人類某些疾病和高緯度某
些動物的生存等而言，都是負面的，未來人
類一定都會去面對到這個問題！

數位地球研究中心郭瓊瑩主任說，自1970
年 4 月 22 日兩千萬美國人參與第一屆地球
日，開啟現代環保運動新頁， 1990 年全球
141個國家兩億人參與創造第一次國際地球
日，促成各國正視全球變遷與種物滅絕等環
境議題， 2000年全球已有五億人參與地球日
活動，說明環境保護成為全球國際關注的問
題，我們很高興邀請張董事長與大家分享地
球增溫對地球之影響，透過專家解析讓大家
從 「心」 愛地球，從自己的一小步做起，為
愛護地球跨向一大步。

張董事長說，決定地球氣候長期變化的主
要因素除太陽核心從氫蛻變為氮所產生的能
量外還有（一）地球橢圓軌道的偏心率。
（二）地球旋轉軸與軌道之傾斜稱為黃赤交
角現為 13.27.，過去在 21.59.與 24.36.之間。
（三）地球近日點與遠日點之偏差有 20,600
年的週期，近日點輻射比遠日點多 7%，現在
近日點在 2月前後，遠日點在 6月前後。

張董事長提到，自二十世紀初至 2009年，
全球平均空氣溫度上升 0.74 ℃。自從 1850年
有溫度紀錄以後，最熱的 20年都在 1981年
以後，最熱的 10 年在 1997 年以後，其中
1998年和 2005年同為 14.44 ℃，是最熱的兩
年，但 1998年有一超級聖嬰(El Nino)。全球
氣候變暖主要在夜間，夜間最低溫上升幅度
比白天最高溫大 3.2倍。而在溫度變化有顯著
區域性的差異，高緯地區增溫最多，增溫最

多的地區是(一)北美西北部育空(Yukon)及阿拉
斯加，(二)西伯利亞，(三)南極西部半島，中
低緯度高山地區增溫幅度也大，從 1961年到
2007 年西藏高原海拔在 2,500 米以上的地
區，平均每十年增溫達 0.36 ℃之多，由於西
藏高原增溫特高，使得最近 50年中國平均氣
溫增 1.1 ℃，高於世界的平均值。張董事長
舉例指出，2006年 7月美國加州和內華達州
經歷前所未有的熱浪，而且空氣濕度極高。
2010年歐洲發生比 2003年溫度更高面積更廣
的熱浪，高溫的中心在俄羅斯，7月與 8月溫
度比平均高 7-8℃，最高溫達 38.2℃，五萬
五千人死亡。穀物減產 28.30g。波羅的海國
家、白俄羅斯、烏克蘭和哈薩斯坦都受影
響，2010年歐洲平均溫度比2003年高 0.2℃。

地球增溫對雨量之影響甚大。張董事長
說，大氣每增溫 1℃，飽和水汽含量增加
7 %，大氣垂直面的可降水量增加，全球海洋
降 雨 量 從 1987 至 1995 年 每 十 年 約 增 加
1.5 %，北半球三分之二的地區雨量強度都有
顯著增加。 1996 年 6 月至 8 月中國南部暴
雨，死亡三千餘人，1998年 5月至 9月長江
流域氾濫，死亡四千百五十人。 2002年 8月
歐洲經歷 「世紀洪水」 ，倫敦因淹水而癱
瘓，義大利葡萄園被沖毀，俄羅斯黑海一百
名遊客被洪水淹死，數萬人撤離。 2010年 8

月巴基斯坦暴雨成災，印度河氾濫，一千七
百餘人死亡，一百八十萬戶房屋受損，經濟
損失達四百三千億美金，約佔該國每年生產
總額四分之一。

在乾旱地區，地球增溫後因蒸發旺盛，更
為乾旱，影響植物生長，進而影響人類之食
物，衝擊相當大。張董事長分析，氣候變遷
對動物的影響，在高緯和高山最為顯著，如
海豹利用浮冰為獸穴，撫育幼獸，並獵捕魚
群。北極熊則利用浮冰為平台獵食海豹，地
球增溫以後，冰塊形成的時間延後，消融的
時間提早，平均每縮短一星期，熊的體重減
少約 8㎏，熊和海豹在陸地覓食困難，因此
熊的數量將從散布在阿拉斯加、加拿大和挪
威的二萬頭，快速減少，成為瀕危動物。南
極企鵝生長在海冰附近，食用海冰下的生
物，海冰南移，企鵝亦南移，海冰減少，企
鵝亦減少。

張董事長說，地球增溫帶來的影響絕不能
小覷。他說，對人類帶來疾病之危害，如瘧
疾的孵卵期受溫度的影響，地球增溫以後，
瘧疾發生的頻率將會增加，熱帶地區植物的
病蟲害遠高於溫帶，地球增溫以後，植物病
蟲害受害的地區和頻率都將增加，因此越早
重視此一議題，集眾人之力量，才有機會挽
救地球，。

張董事長專題演講談地球增溫之影響 呼籲大家一起愛地球用行動證明決心

參與聆聽張董事長演講的貴賓一同合影

【文 / 李文瑜】《文藝湧泉》系列作品
展，將於本校大典館五樓文藝組系圖展開，
展覽時間至5月1日，開放時間為早上十點到
下午三點。中文系王俊彥主任說，這是一場
中文系文藝組全體同學的作品集，展現學生
的文字創意，歡迎全校同學參與這場文學盛
宴，更歡迎大家用當年的青春記憶，以文字
呈現的方式召喚屬於妳我之間的文藝魔力！

中文系王俊彥主任說，《文藝湧泉》是中
國文化大學中文學系文藝組所舉辦的散文、
小說、小小說習作聯展，展出的是一至三年
級全體同學精心的創作，作品展現相當多
元，也記錄了華岡學生的創意精彩。

王俊彥主任說，中文系文藝組是國內唯一
以培養學生寫作創作的系所，學生均必需具
備基本之古典文學知識，期能以傳統文學為

基礎，創作新文藝，並培養現代文學之深厚
知識及創作能力及培養文化出版機構之寫作
人才，正因以寫作創作為培養重點，因此，
每年都會舉辦系列作品展，透過《文藝湧
泉》之展覽，讓學生作品得以展現，更能讓
更多人看到華岡學生多元的文藝之才。

今年參展的學生們用作品召喚記憶、紀錄
生活、書寫情志、發揮創意、馳騁夢想。王
俊彥主任說提到，這些作品展覽出的主題手
法從緬懷親情、烈火愛情、披露人性、探索
自我、生命成長、發掘問題、嘲諷現實、穿
越時空、驅動靈異等等，展現了不同的內容
與多重的面貌。王主任說也提到，《文藝湧
泉》不僅是一個習作分享，更是一場心靈的
交流，衷心地期盼能在文情意域中與您共掬
文藝之泉、同逐青春之夢。

你認為康輔是甚麼？
學務處課外組5月18日方嘉慶老師主講

【文 / 李文瑜】學務處課外組將於5月18
日舉辦 「課外活動康輔群育工作坊」 最後一
堂課程，邀請到名師方嘉慶老師主講，歡迎
學生報名參加，參加工作坊之學生均可列入
本校全人學習護照中之團隊學習護照認證，
該工作坊是透過 「活動技能」 提升你的 「個
人魅力」 ， 「活動態度」 提升你的 「領導能
力」 ，我們更期待透過 「課外活動康輔群育
工作坊」 打造你的 「未來競爭力」

學務處課外組提到，舉辦系列講座工作
坊，希望讓參與的同學在系列講座中，多與
校內其他社團同學交流，交換經營社團的心
得，甚至可以擴及未參與社團的同學也因覺
得有趣而加入社團，藉由活動中的 「玩中
學、做中學、錯中學」 中，建立起團隊凝聚
向心力及碰見問題的解決能力，讓同學一起
學習 「向上管理、向下領導、左右溝通、內
外協調」 的團隊領導技能。更期望於研習結
束後將觀念與執行力帶回生活中加以落實，
充分達成本次工作坊的目標。

活動對象包含一般學生對於康輔、活動、
遊戲、領導有興趣者，包括大學部及碩博士
班學生，均可報名參加。而目前正擔任社團
幹部更適合參與該活動，而參加工作坊之學
生均可列入本校全人學習護照中之團隊學習
護照認證，歡迎學生把握機會參加，讓自己
的大學課外生活獨一無二。

【文 / 李文瑜】會計系（所）致力於產學
合作與產學人才銜接培育之目標，於3月13
日特與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 Taiwan)聯
合舉辦企業參訪活動，邀請包括37位同學出
席參與。該參訪行程特別由會計系主任暨所
長李慕萱主任親自帶隊前往，由資誠會計師
事務所人力資源部廖至瑩協理接待，介紹該
公司之工作環境及工作狀況，使同學們充份
了解從事審計人員應有特質以及所內培養人
才之重點，有助於同學們提前做好生涯規劃
及職前準備。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為全台四大事務所
之一，近兩年本系所畢業之優秀人才至PwC
服務之比例為最高。PWC Taiwan 創於 1970
年，目前在台灣已有8個服務據點、88位合
夥會計師、超過2,600位專業人才，是全台四
大事務所中唯一未經合併的事務所，並由天
下雜誌評選為 「標竿企業」 並與 2007 年由
PCAOB評鑑為無缺失事務所；而PWC在國際
上共跨足158個國家超過17萬名專業人士、
逾8,600名合夥會計師。資誠目前有100多位
本校校友於該公司任職，其中約有50~53人為
本系(所)畢業，約佔50%。

廖至瑩協理說，資誠不僅要求高品質控
管，更注重員工平常休閒娛樂，員工可自行
成立或參加社團，資誠則提供經費補助。因
會計師事務所員工相當眾多，資誠更將人才
培訓視為企業發展之重點工作，故將各領域
之培訓組成學院，各學院集合成PWC Taiwan

University，成為一個系統完整性高的教育訓
練體系。

目前已在資誠工作第三年的所友徐會然學
姐也特別出席活動，並分享工作經驗。她提
到，資誠相當重視 「效率」 與 「效果」 ，尤
其在事務所這麼多勞累及瑣碎的工作磨練
中，需在最短的時間內將工作做好是非常重
要的課題。

徐會然學姐叮嚀著學弟妹們，如果未來成
為社會新鮮人，尤其是進入到事務所內工
作，遇到不懂的事情一定要提出，要有高度
意願去努力完成工作，期盼即將成為社會新
鮮人的學弟妹們不要太在意薪水高低及福利
多少，將就職於會計師事務所當成是重要學
習，應該讓自己與公司一同成長，這樣對自
己的未來才能產生更多的效益與助力。

文藝湧泉 系列作品展 文藝系系圖舉行
召喚記憶裡的文學因子遨遊學生創意精彩

會計系師生團隊聯訪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學姐分享工作經驗 學弟妹現場體驗快節奏的職場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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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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靜婷 輔導老師

想自由的人想自由的人
老師你好：

我今年快20歲也大二了，但因為家裡
離學校很近所以爸媽要我住家裡就好，
偏偏他們又管得很嚴有門禁限制，好羨
慕同學都可以去夜唱、夜衝…，我好想
要自由喔！唉！也因此與爸媽產生了幾
次衝突都沒有結果，到底該如何是好？

覺得自己是籠中鳥的小聰
親愛的小聰你好：

從你的來信中，感覺得出來你覺得自
己已經成年了，應該已經有權利管理自
己的生活作息，偶爾也想像同學一樣，
能在晚上一起出遊；但令你感到失望與
氣餒的是，因為住在家裡，爸媽可能還
是會因擔心你的安全問題而限制你回家
的時間，這讓你感覺不自由。其實，我
相信許多大學生也跟小聰你一樣，都希
望父母能夠尊重你們，給予你們空間來
為自己做決定。然而，對父母來說，這
個放手的過程也很不容易，你們需要給
彼此一些時間，容許 「放手」 是一個過
程，而非立即的改變。而在這個過程
中，老師有幾個與父母順利溝通的小技
巧，讓你可以取得父母對你放心的入場
卷：
1.和父母溝通前，先聽取建議：如果

你覺得需要和父母談一談，最好先和幾
位比較有經驗，比較成熟的兄姊請教一
下，聽聽他們的意見。有些事情可能會
因表達的方式而產生不同的結果，比如
說：如果雙方都在口氣很不好的情況下
談論事情，那可能會把事情愈搞愈糟
糕。這時候有位兄姊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與經驗談，讓你清楚自己溝通的目的是
什麼，這樣在與父母溝通時，也比較容
易產生雙贏的局面，讓大家都沒有情緒
上的負擔。
2.學習為自己負責任：在上大學以

前，我們比較多的行為，通常還是由父
母來照顧我們、幫我們決定；比方說成
績單需要父母的簽名、向學校請假需要
父母的同意、房間由父母來打掃。但是
到了大學，這一切幾乎由你自己來做決
定，成績單不在需要簽上父母的名字繳
回給導師，假單也不在需要父母的簽
名，就像你說的，你已經20歲了，要開
始學習照顧你自己。而這個 「讓出照顧
權力」 的過程對你或父母來講，都是需
要時間的，因為你們都要開始學習新的
角色。如果你能從一些小地方開始為自
己負責，比方說打掃好自己的房間、做
好自己的時間管理，我相信當爸媽看到
你可以照顧你自己了，他們也會慢慢的
對你放心、放手。
3.替自己建立信用：在小聰你提到的

需求裡面，似乎是你比較需要時間上的
自由，但爸媽卻是在這部分相對管的
緊。在此，也許我們可以先想想為什麼
爸媽要規定有門禁時間？其實我猜你應
該也很容易想得出來，那就是爸媽通常
是擔心我們的安全。如果可以的話，建
議你不妨試著與爸媽討論你想出門的時
間，以及會回家的時間，讓雙方在這個
部份達成一定的共識。而且現在有手機
很方便，你也可以在你外出的時候，讓
手機保持暢通，父母可以順利連絡的到
你，且萬一有什麼緊急的危機事故發生
時，你也比較容易與外界取得聯絡。另
外，儘量每次都能在你自己與父母討論
出來的時間準時回到家裡，一方面是讓
父母放心，另一方面也是替自己累積信
用！

大學的生活多彩多姿，我相信小聰很
想快點體驗，才會這麼煩惱。但就像前
文所述的，給你自己和爸媽一點時間來
做角色上的調整，當你開始能好好照顧
自己之後，爸媽要放手，給你多一點空
間，也就不是那麼困難的事了！當然，
如果你仍覺得這樣做有困難，隨時都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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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 22 年遊學經驗並享譽遊學第一
品牌的全台大學級學術基金會，今年
暑假再度推出美國名校柏克萊大學
城、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劍橋學
院遊學、茱莉亞音樂學院ELS研習、日
本文化探索、浪漫法國知性之旅、矽
谷科技夏令營、舊金山領袖培訓營等
海外研習行程，提供團員最有品質保
障的服務，並且是全台唯一正規大學
基金會之海外語文研習團，深受老
師、家長推崇。從柏克萊、史丹佛到
UCLA，走進美國一流名校，認識當地
的學制，為日後留學暖身！暢遊紐約
大蘋果，以及美東名城波士頓之旅，
親自感受尼加拉瓜瀑布奔流的力道！
並來到時尚倫敦和花都巴黎，深度探
索西歐文化。另外，帶你前進海外參
訪全球知名企業，與來自世界各地的
學生一同學習，大幅提升國際競爭
力！課程將以不同的主題帶學員認識
當地文化、風俗、制度、禮儀、俚

語，在浸潤式的環境中，語言能力有
長足的進步！快跟上全球化的腳步，
成為21世紀國際人！

暑期海外研習營暑期海外研習營
美西柏克萊研習營—
從柏克萊、史丹佛到UCLA，走進美國
一流名校！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遊學—
暢遊紐約大蘋果+美東名城波士頓之
旅，感受尼加拉瓜瀑布奔流的力道！
英國西歐劍橋學院遊學—
時尚倫敦&花都巴黎三城深度探索！
茱莉亞音樂學院ELS研習營—
前往紐約核心地段，感受大都會時尚
生活！
日本語言文化研習營—
感受東京魅力，暢遊京都古城，欣賞
富士山日出之美！
浪漫法國知性之旅—

與藝術大師高更一同漫步布列塔尼，
品味獨特的法國文化！
矽谷科技夏令營—
參訪全球知名科技公司，與科技領袖
近距離對談！
舊金山領袖培訓營—
野外求生一把抓，鍛鍊健康體魄、完
善人格，成為優秀領袖！
說明會地點：
* 校本部：
每週二或四或五 12:00 ~ 16:00 pm 大忠
會館 忠 101 (歡迎上網預約)
* 城區部：
每週六：11：00 ~ 19：00 pm B303
文大學生於 4/30 報名享有優惠折扣
價，還有豐富的贈品，數量有限送完
為止。
預約講座請電洽華岡興業基金會：(02)
2700-5858 遊學組分機 8581 ~ 8585。
網址：http://studyabroad.sce.pccu.edu.tw/
電子郵件： cylee@sc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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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101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導師
會議於4月16日在大孝館8樓柏英廳舉行，吳
萬益校長說， 「感謝全校導師共同參與規畫課
程，這三年來本校成為全國大學院校最具有中
華文化以及職業倫理特色的學校，積極推動弘
揚中華文化，並將其列為全校教育最高指標，
推升學校邁向卓越優質，導師們的辛苦功不可
沒。」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導師會議由魏裕昌學
務長主持。他提到，目前導師的角色已趨多
元，因此，透過各種全方位學習歷程機制，讓

學生學習更具效力，也可以透過核心能力的培
養，完成學用接軌的目的。

今年導師會議同時通過，針對導師費規定以
鐘點費計算，使得導師費因職等而有差別，但
因導師工作相同，因此，該制度已於行政會議
提出，由核發一小時鐘點費改為每月核發3000
元導師費，每學期核發4.5個月，若校務會議通
過，預計102學年度將開始實施。此外，為使教
學助理協助授課老師製作數位教材或開啟討論
版及線上作業更趨順利，今年也通過協請資訊
中心製作課業輔導系統 TA 專用入口，預計

101-102學期正式啟用。
吳萬益校長說，本校正式連續四年獲得教育

部教學卓越補助大學，其中關乎全校老師的教
學成績的評量成績相當好，根據教育部教學卓
越量表統計，首度就全校性的學生針對教學成
果的評量，本校從83分進步至91分，這是很不
容易的成績。顯見本校正式進入教學卓越計劃
之後，老師們對教學品質提升日趨重視，更願
意協助校方各種教學數據，讓教學品質與質量
呈現跨躍式成長。

吳校長說，特別是導入教學卓越之後，很多
教學助理，也就是TA的導入，讓專任導師開設
的課程都有TA學生來參加，無形中增加老師的
教學品質，讓學生的角色更顯多元，協助老師
完成更好的教學內容，是一種雙贏的成長。

吳校長提到，自己擔任校長三年多以來，首
先就是在第一個學期正式改變老師計算待遇的
方式，當時從一個月一千塊錢改為一個學分，
用一個學分來計算導師費，雖然調整的幅度不
是很大，改變的同時，同時導入職業倫理的課
程，以設計中華文化專題的課程融入課程裡，
這些都是老師們共同規劃的成果，而這三年來
設計以中華文化以及職業倫理的主題課程，也
讓本校為全國最具有特色的學校，不但繼承創
辦人以弘揚中華文化的設校目標，更開啟新的
里程碑，導入教學卓越的指標之內，使本校成
為全國唯一強調弘揚中華文化的特色型大學，
成績斐然。

【文 / 陳宛宣】102年度大學校院通識教育自我評
鑑於102年4月16日在本校體育館舉行。吳萬益校
長說，本校學校規模學生人數達兩萬多人，教育主
張 「通識為體，專業為用」 ，通識課程的學習在提
供學生四大領域學習方向，包括培育學生認識與理
解多元文化、關懷與省思當代社會議題、具備科學
素養與資訊應用的能力、增進語言溝通與表達的能
力，針對各個科目開設必要的課程，以循序漸進的
方式增進同學們廣博的知識基礎，以厚植學生跨域
知能整合的能力，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知能。

通識教育評鑑委員會顏維謀委員表示，文大推動
通識教育課程積極努力，已是國內各大學院校數一
數二的大學，這次蒞臨文大評鑑有兩個目的，第一
個是希望來跟文大做學習，因為文大在這方面已經

做得很好了，而另一個目的則是希望可以透過這個
評鑑，讓文化大學在推動通識教育這個方面，可以
辦得更好更完善，更上一層樓。

吳校長說，本校在推動教學卓越計劃上，無論是
質化或是量化的方面成績，都有明顯的成長。靳宗
玫教務長則提到，本校購置各類的語文線上學習的
軟體，學生可以在線上自行使用，圖書館的館藏非
常豐富，在私立大學中的排名是第一名，全國大專
院校排名第五，同時本校與有華岡博物館，是全國
第一所大學博物館，裡面的內容相當豐富，有五萬
多件，是本校師生和校外人士一個良好的陶冶環
境，提供學生自我學習機會，讓學生以文學涵養身
心，以知識增長見聞。

【文 / 李文瑜】由內政部營建署委託齊柏林的電
影公司製作的紀錄片《飛閱臺灣國家公園》，日前
空拍至陽明山，將中國文化大學的體育館、建築館
樓與陽明山週邊群山融合，融合在台灣的角度裡，
看到華岡的美景，並將該照片放至《齊柏林的飛閱
台灣》臉書上，讓更多人看到台灣之美，華岡之
景，這張照片裡清楚拍攝文大的各主要建築物體，
尤以體育館更具吸睛亮眼，成為陽明山天際線的一
景。

齊柏林導演是國內唯一空拍知名導演，已有超過
20年空拍經驗，3年漫長的拍攝期，齊柏林導演將
用最接近上帝的視角，帶來全台首部空拍台灣電影

紀錄片，相關電影活動即將開跑，敬請鎖定粉絲團
相關訊息。

齊柏林是一位台灣攝影師，原籍河南安陽，以空
拍台灣地景而聞名。齊柏林於1990年進入交通部臺
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擔任行政工作，因為他對攝影
相當喜愛，1991年起開始負責在空中拍攝台灣高速
公路的興建過程。之後齊柏林開始在公餘租用直升
機從空中拍攝台灣的地景超過二十年，至今飛行時
數已超過1600小時，拍攝影像超過30萬幅。

齊柏林於1998年起於《大地地理雜誌》發表空中
攝影作品，2005年於台北中正紀念堂及台中國立自
然科學博物館舉辦台灣最大規模戶外攝影展覽。

知名空拍攝影師齊柏林的飛閱台灣
文大全景之美 清楚空拍華岡建築體

通識教育自我評鑑 務求通識教育課程更上層樓

導師輔導平台成效統計

101學年度第二學期全校導師會議
吳校長感謝導師們 使本校成為以弘揚中華文化最具特色的大學

吳萬益校長感謝導師們對課程規劃的付出 魏裕昌學務長主持全校導師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