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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 TT 型人才本校正式與台灣微軟簽署教育版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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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內，還可隨時將軟體更新為
最新版本，就算畢業後也能夠繼
續合法使用。
「微軟的 Windows 與 Office 不
但是大家熟悉的學習工具，更是
企業辦公作業的主流軟體。」 李
天任校長致詞時強調， 「此次與
台灣微軟簽署教育版授權，除了
因校方一向重視智慧財產權，以
使用合法授權軟體的具體行動帶
動學生對智財權的尊重外，希望

體認對公共新聞的精神與意義

曉峰學苑苑生參觀公視

【文 / 李文瑜】打造完善的
資訊環境並培養學生成為可 「軟
硬兼施」 的 TT 型人才，本校正
式與台灣微軟簽署教育版授權方
案 OVS-ES (Open Value Subscription
- Education Solution)，全校 2 萬 6 千
多名學生均能在學校的電腦上使
用 最 新 的 Windows 8.1 和 Office
2013 之外，也可以在個人的電腦
上安裝，不管在校或在家，都可
以擁有最新的資訊環境；在合約

讓每個文大的學生無論在校或在
家，都可以使用合法的 Windows
8.1 與 Office 2013， 透 過 新 科 技
激發年輕學子的創意，同時儘早
熟悉未來就業的職能工具。」
為讓全校師生都能靈活運用
Windows 8.1 及 Office 2013 各 項
功能，讓教學和學習更加精彩多
元，台灣微軟今年特別規劃系列
的校園活動，針對教師和學生不
同的需求，將舉辦 20 場以上的上

手講座，協助全校師生充分享受
資訊融入教學的便利與樂趣。台
灣微軟公共業務事業群總經理王
釋穗表示， 「文化大學一直走在
e 化的最前端，很高興能協助文
化打造最佳的資訊學習環境，希
望能讓年輕學子在學生時期就能
熟悉最新的軟體，畢業後進入職
場可以馬上接軌，不須再重新學
習新的資訊技能，立即成為可軟
硬兼施的熱門 TT 型人才。」

【文 / 何子凡】曉峰學苑 10 月 22 日帶領曉峰學苑苑生的候選
人，前往公共電視台參觀，此次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加深學生
對傳播產業的認識，透過實際的參觀體驗與相關人員解說，更加
了解目前肩負起台灣公共文化的電視節目製作之精神，以及增加
學術外的知識累積。
公共電視台的接待人員由公關暨行銷部張淑鳳小姐帶領學生參
觀公共電視台的 「攝影棚」 、 「衛星天線」 以及 「主控室」 ，在
「主控室」 期間張淑鳳小姐也熱心地解說節目製作的流程，以及
講解各式各樣的傳送器材。有機會參觀的同學於此行加深學生對
於電視台環境的印象，並能引起學生對傳播產業的興趣，兼具寓
教於樂。
新媒體部互動媒體組廖宸語小姐為各個學生講解公共電視台的
節目起源與發展，分享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 的精神與意義。
廖宸語表示 「Peopo 公民新聞平台」 起源於 2007 年，是台灣第一
個完整架構的影音公民新聞網，是具有一種開放的、分享的、行
動的平台，歡迎並協助所有公民參與、鼓勵交流並分享達成公民
的培力、和主張及行動推動社會的進步。
曉峰學苑期許此次的參訪活動，除了加深學生對於公共電視節
目的流程了解外，也希望參與的同學可以更加了解公共新聞的精
神意義，也提升學生的公民素質。

中國文化大學是以中國文化為主體
培養高等知識份子的場所
主講人：明新科大校長 袁保新教授 主講
中國文化大學是以發展中華文化為主體，
培育具中華文化涵養的學生，在教育之道上
此舉最值得誇耀，且能在未來持續堅持、經
營與塑造。此外，從 「中國人辦大學」 的教
育開始，1912 年蔡元培當時頒佈壬子學制，
這一百年當中，完全是抄襲西方大學知識分
類的架構來進行大學體制的建制，卻忘掉了
中國人的高等教育之培養必須要有自己民族
文化的特色與傳統。
但中國文化大學卻不然，至始自終堅持發
展中華文化之傳統，培養具中華文化涵養的
學生，在教育路上堅持不悔。
中國文化大學的設立以及至今，持續的發
展的教育道路是非常明確且紮實的。在
我們中國人的世界裡，教育的堅持就是
在於創建的開始就有了明確的定位，中
國文化大學是以中國文化為
主體的學校，以一個中國人
培養高等知識份子的場所。

因此，中國文化大學不是只是複製和抄襲
西方大學知識分類的架構，去進行一些所謂
平面的知識份子的心靈塑造，我心裡覺得中
國文化大學過去的定位是這麼樣的突出與堅
持，相信未來的發展也應當在這個方向當中

教資中心主任陳富都特頒發感謝狀予袁保新教授

去持續地擁有這樣領導的地位，帶領國內的
各大學院校積極發展具中華文化涵養的教育
大道。

袁保新教授小辭典
明新科技大學袁保新教授主談 「自在與尊
嚴－中國儒道人生哲學的現代詮釋」 ，研究領
域以道家哲學、儒家哲學、中西形上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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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創辦人路跑風雨無畏 張董事長鳴槍起跑
近千名師生路跑 紀念創辦人體育週 樂活華岡展現運動精神
【文 / 李文瑜】2013 創辦人路跑活動 11
月 13 日在細風寒雨中落幕！近 1000 多位師生
報名參加路跑，不畏風雨熱情跳著健身操，
展現青春大無畏的姿態。張鏡湖董事長特別
出席現場鳴槍起跑，現場響起熱烈尖叫聲，
大聲喊 「跑囉！」 近千名跑者，跑出熱情，

也跑出質樸堅毅的校訓精神。
為發揚創辦人辦學理念及提倡全校師生運
動風氣，每年 11 月都會舉辦 「紀念創辦人體
育週」 ，透過各式各樣的運動競賽，鼓勵教
職員學生組團參加，期盼透過體育競賽的過
程享受運動的快樂，也能在競賽中體驗運動
精神。

張鏡湖董事長、李天任校長出席現場鳴槍起跑

102 學年度紀念創辦人路跑比賽成績
教職員女子組前五名成績
1.林哲安 2.朱儒德 3.鍾雲珠 4.康宇和 5.陳思涵
教職員男子組前五名成績
1.林政良 2.蔡榮宗 3.李振儀 4.傅光華 5.侯昭原
甲組男子組前五名成績
1.廖劉丁 2.吳元楷 3.蔡明輝 4.沈家弘 5.許育豪
甲組女子組前五名成績
1.韓雅恩 2.歐 婕 3.林曉晴 4.田牧慈 5.林安岑
乙組女子組前五名成績
1.游雅涵 2.李詩婷 4.林毓 5.楊心美
乙組男子組前五名成績
1.林祖安 2.黃孟凡 3.丁悴家 4.鄭承林 5.黃吳桐

近 1000 多位師生不畏
風雨熱情跳著健身操

李天任校長與得獎師生合影

文大材料所研究生林韋辰
榮獲 2013 年國際鍍膜科技研討會優秀論文獎
【文/李文瑜】「2013 年國際鍍膜科技研討
會」 ，本校總計發表 3 篇論文，包括材化材
系奈米科技研究所研究生陳勝昆、李柏承、
林韋辰，其中林韋辰發表的論文榮獲優秀論
文獎，展現文大學術研究之成果與努力。
今年台灣鍍膜科技協會(TACT)於 102 年 10 月
5 日至 9 日於台北圓山大飯店舉辦 「2013 年國
際鍍膜科技研討會」 ，台灣鍍膜科技協會每
年主辦年會暨國科會專題計畫研究成果發表
會已舉行了八屆，而 2011 年研討會與會人數
超過 540 位，來自 13 個國家，發表 783 篇論
文 ， 其 中 2013 年 更 受 到 美 國 真 空 學 會 支
持，共同主辦 2013 年國際鍍膜科技研討會
（TACT 2013, International Thin Films Conference） ， 以 及 墨 西 哥 真 空 協 會 （Mexico
Vacuum Society， MVS） 、 韓 國 材 料 學 會
（Materials Research Society of Korea，
MRS-K） 、 韓 國 真 空 協 會 （Korea Vacuum
Society，MVS）共襄盛舉一同協辦，因此會
議規模逐屆擴大，此會議凝聚國內從事鍍膜
工程科研、教學和裝備製造方面的專家和學

者，對於促進鍍膜科技相關研究發展舉足輕
重，TACT 年會已成為國際級之鍍膜相關領域
之重要會議。
今年得獎論文是由化材系奈米材料研究所施
漢 章 教 授 指 導 ， 題 目 為 「Cathodoluminescence and Photo-Sensing Properties of the
ZnS Nanowires Grown by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ZnS 在電子產業蓬勃發展之後

開始廣範用在陰極射線管、真空螢光顯示器
和電激發光板方面。近年來更因光電產業的
興盛使具有特殊光電性質的 ZnS 應用甚廣，
如光感測器、發光二極體、半導體雷射、光
觸媒、太陽能電池、高密度儲度媒體等方
面。此研究對於未來的綠色能源發展，具有
極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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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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屆 2013 華 岡 創 業 之 星

學生輔導中心【心理診所】
蕭至賢 輔導老師

雙面彩虹
-告白的兩難抉擇

國貿系學生組成的陽明山香腸伯
國貿系學生組成的
陽明山香腸伯拿下十萬元首獎創業獎金
拿下十萬元首獎創業獎金
【文 / 李文瑜】首屆《2013 華岡創業之星》
創業實戰營暨創業競賽優勝隊伍出爐！由國貿
系李政德副教授擔任指導，國貿系學生組成以
「陽明山香腸伯」 為名的團隊，選擇陽明山交
通為創業主軸，提供陽明山師生上山、下山的
另類交通工具 「摩托計程車 MOTAXICLE」 絕佳
的創業點子獲得評審一致認同，拿下首屆
《2013 華岡創業之星》創業實戰營暨創業冠軍
寶座。第二名為 「天空魚團隊」 拿下 3 萬元創業
獎金， 「iLife 生活便當王」 與 「起瘋了」 分別
拿下 1 萬元獎金，獲獎團隊均由李天任校長、魏
裕昌學務長親自頒獎。
李天任校長致詞說，很高興推廣部的創新育
成中心提供此一創業投資競賽平台，目前學校
校友會有組合一些顧問團，校友們更願意投入
有價值的投資理念，只要學生可以提出有創意
的投資理念，學校都是學生們最好的後盾。
李校長強調，念書的時候有夢最美，實現的

時間不一定在現在，但只要有旺盛的企圖心，
在學期間隨時掌握心裡最佳狀態，多學習才有
機會完成夢想，每一個在文化大學讀了四年的
學生，出社會後都能展現文大特色，文大的校
訓精神是質樸堅毅，這就是創業的最大本錢。
李校長說，堅持到最後，願意投入願意參
加，每一位同學都是華岡創業的種子，飛揚在
社會沃土上，就能昂首開花結果，希望不久的
將來都能看到華岡學生們把自己成功創業事蹟
陳列在體育館八樓柏英廳，讓更多人看看華岡
人創業成功的機會。
創新力學院執行長劉慶聰也與同學分享創業
最重要把握的原則。劉慶聰執行長說，創業投
資一定要提出獨特的價值，透過技術與產品服
務，在市場上展現產品的獨特意義，產品越獨
特，價值越高，越能有優勢。其次就是比較所
有競爭者找出個人創業產品的獨特性，這些產
品能夠給市場越具價值的獨特性，市場連結性

▓團隊名稱 陽明山香腸伯
團隊代表
文大國貿系

呂家宜、謝顥謙、許芳瑜
方卉棋、Daniel Yeh、劉珈菱

▓創業構想書

校長李天任（右二）與第一名的陽明山香腸伯團隊合影

團隊代表
賴谷鑫 本校教師資管系
謝宏億、本校學生 資管碩一
卓明煊 本校學生 資管大四 魏儀淳
畢業校友 台科大資管所一年級

▓創業構想書
計畫簡介
目前市面上存在的業者是在做整合性魚缸的
產業，他們將過濾、換水、餵食、照明、溫控
…等整合起來，透過一個”實體”控制面板，
並且撰寫人性化的操作介面，可以簡單的設定
最適合此魚種的水質，確實可以減少養魚的壓
力但似乎缺少了一些樂趣。
我們要做的創新即是將 「娛樂性」 、 「互動
性」 的元素加入到魚缸裡。既然可以透過網
路”觀看”魚缸，那麼就有辦法可以透過網
路”操作”魚缸，想像轟動一時的開心水族
箱，滑鼠點擊就有飼料掉下來魚兒蜂擁而至的
搶食，真實的呈現在智慧型手機螢幕上，簡單

的點擊螢幕裡的魚缸即會掉魚飼料，相信是非
常有娛樂效果，並且依然可以”監控” 照明、
溫控…等，可以即時的做環境修正。”觀看”
魚缸的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再進化去進行影像
分析，來看魚兒的狀況。像魚兒不小心跳出魚
缸，經過影像分析即可警覺，會立即透過我們
所提供的 Web Service ，使 Facebook 能夠通知
主人說： 「我愛玩不小心跳出魚缸了，快來救
我！」 等語言，將增添與魚缸的 「互動性」 ，
魚缸與主人間將不只是照護與被照顧的關係
了。
相信有很多人出遠門，還是會時時掛念著魚
缸是否還有正常的運作，有沒有定時的餵食、
PH 值；亦或者全然忘記魚缸了，到家只能看到
一 場 浩 劫 。 我 們 可 以 免 於 浩 劫 ， 結 合 Google
Calendar 預定排程的服務，可預先將時間排程
做設定，這樣便能讓飼主安心出遠門，回來依
然看得到健康的魚兒在悠游著。
目前相關產品多是以 8051 單晶片控制為主，
重點在於控制而缺乏人性化的介面以及整合。

團隊代表

陳 榕
劉沫沫
陳小龍
林亞凱

文大閩臺國企系大三
文大國企大陸研一
文大閩臺國企系大三
文大閩臺國企系大三

▓創業構想書

第三名起瘋了團隊合影

創業動機及構想
通過美國的一位先生以一個別針換到一棟別
墅的故事取的靈感，在這個智能手機和平板普
及的年代打造一個 APP 物品交換遊戲平臺—一
個遊戲大廳，裡面有許多的虛擬座椅，參與者
可以選擇一張未開始遊戲的桌子坐下來，通過
手機拍照上傳自己現在想換的物品并加上描
述。開局時有時間限制，若交換成功系統便會
發送對方的地址。因為現在的學生和白領有大

學務長魏裕昌（左一）與第二名天空魚團隊合影

本計畫預計以 Linux 嵌入式系統為基礎開發雲端
自動控制魚缸。利用 Linux 嵌入式系統可以快速
的整合各式的硬體，並且快速開發程式以先驅
者的角色進入市場。Linux 系統亦可以快速地跟
目前雲端平台(如 google)整合，減少使用者學習
成本並且與使用者日常生活的系統整合。
量的空白時間並且經常低頭玩手機，遊戲的概
念會充分的調動大家的積極性，讓物品交換的
這個環保市場活起來。其中還有智慧的較量，
比如想換到一太蘋果電腦，需要考慮到他們想
要什麽，通過逆向思維最終取得物品，而有好
物品的人想要換到對自己有用的東西可能會願
意犧牲一些價值。不再侷限於二手或者物物交
換的網站，導入遊戲與環保的的概念，希望大
家換到對自己有益的物品。當然我們有設計遊
戲規則確保遊戲的誠信。我們的盈利點在於遊
戲的商城如出售虛擬的裝備、飾物和寵物等。
廣告和會員也是我們的盈利點之一。當達到一
定規模的時候，會發展社區，開放可語音視頻
交流的交換房間。主打的概念是遊戲、刺激、
環保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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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文化休閒二
台大商研二

孫允凱、許文靜
陳彥如、廖鴻瀚
游弘宇

▓創業構想書
創業動機及構想
價值主張：ILife 便利你的生活。
起初階段-透過 APP 平台，提供即時性之購餐服務。
最終階段-提供專業的選餐建議和服務。
目標客群：交通不便或沒有充裕時間購餐的學生或
上班族在職生。
關鍵活動：便當物流、訂單處理程序。
通路：用 app 當做虛擬窗口,每隻智慧型手機都是通
路。
成本結構：1.App 建制費用 2.App 調整費用
3.便當物流費用 4.宣傳費用
5.網路行銷
6.金流服務費
收益流：第一階段：顧客服務的每筆服務費收入以

生活工場 林來順董事長

▓團隊名稱 起瘋了

車。苦不堪言的學生們只好尋求另一個出路─
─陽明山計程車。雖然計程車有著舒適的座位
和涼爽的冷氣，但是學生得花四倍的公車錢來
與他人共乘，而後山的九彎十八拐令很多容易
暈車的學生卻步。
由於此種環境阻礙學生對於上課的熱情，更
對下課回家的學生造成很大的不便，學生缺席
的次數日漸增加。針對這種不合理、不舒適、
不划算的困境下，我們提供一個平台，設計一
套流程，讓準備上山和下山的通勤族學生能夠
互相接洽，互相幫助來達到雙贏的局面。
這種服務，我們稱之為─摩托計程車
MOTAXICLE。

▓團隊名稱 iLife 生活便當王

校友故事創業展

▓團隊名稱 天空魚

創業動機及構想
就讀過文化大學的通勤學生都知道，每天下
午四點開始，由於設立於陽明山上的歐洲學
校、華岡藝校、格致國中、華興中學等學校的
放學時間都非常接近，仰德大道上的車子時常
會擠的水洩不通。在此情況下，並非每個人都
持有交通工具，很大一部分的通勤學生得依賴
公共運輸工具來下山。
在這種尖峰時刻，巴士人擠人，下山還塞

越高，產品越有價值，創業成功機會越高。
劉慶聰執行長說，產品與市場連結，加上現
金流的掌控也是創業成功的不二法門，尤是對
現金流的掌控絕對重要，錢不能燒光，若慢慢
控制的話才有機會爭取更多產品價值空間與時
間，創業成功即能提高一半。
「陽明山香腸伯」 成員包括國貿系呂家宜、謝
顥謙、許芳瑜、方卉棋、Daniel Yeh 及觀光系
劉珈菱，今年在 28 隊強敵環伺下脫穎而出，拿
下首屆《2013 華岡創業之星》創業實戰營暨創
業競賽冠軍。擔任該隊指導李政德副教授強
調，文大的學生有很大的無限創意，天馬行空
的小點子，總能激盪絕佳的創業投資觀念，只
要老師起個頭，學生就能發揮團隊力量，創造
無限可能，希望學校能夠持續推動此一類型的
競賽，讓學生有發揮的平台，為學生開創無限
創意能量，相信每一個學生都可能是未來的企
業家，只要給他更大的發揮空間。

輔導老師你好:
我是一個男同志，也曾談過幾段感
情，而在上大學後我喜歡上了我們班上
的一個男生，他對我很好，下課或放假
的時候都會一起出去玩，我覺得他的行
為舉止感覺跟一般異性戀的男生不一
樣，我想跟他說我喜歡他，可是如果我
坦誠的話我怕他是如果沒辦法接受，會
影響到我們現在的友誼關係，老師我該
怎麼辦？
左右為難的 昊昊

創新力學院執行長劉慶聰（左一）與 iLife 生活便當王團隊合影

及跟商家協議之佣金。
第二階段：廣告費用＆優質商家推薦並收取費用。
其它：未來期望從文化大學出發，第二階段推廣到
其他校園，第三階段推廣到企業商辦大樓。

親愛的昊昊你好：
從你的來信中，老師能夠感覺到你的
兩難之處，面對自己喜歡的人在眼前卻
不敢坦誠自己的想法的那種困境。你覺
得他跟一般的男生不大相同，因此彼此
可能有更進一步發展的機會，但是你害
怕當你告訴他你真實的想法時，如果他
沒有辦法接受你的性傾向，可能會使你
們的友情出現裂痕。我想你一定非常珍
惜這段關係，所以才會這麼樣的擔心。
想要聆聽自己心中對親密關係的渴望與
面對好友對你產生未知反應的焦慮，讓
你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
在這樣曖昧不明的情況下，老師提供一
些方法讓你參考：
一、旁敲側擊：
相信你也注意他一段時間，除了觀察
他與其他人的互動外，你可以用旁敲側
擊的方式來詢問，先不要太快單刀直入
純然表達。例如：你可以藉由討論一些
電影或新聞話題來詢問他對同志族群的
看法，如果他的反應不表現排斥、接
受，就可以試探性的詢問他有沒有跟同
性交往的可能性
二、了解他心目中的理想對象：
詢問他心目中的理想對象有什麼條
件，甚至可以開玩笑的大膽問問自己是
不是符合他的條件？而在表達自己的心
意之前，也可以先想想過去自己在與其
他的人交往的經驗中，是用什麼方式向
對方表達自己的心意，讓對方知道自己
想法的？
三、為自己預留台階：
在表達自己心意時，留一步讓自己有
台階下，避免一翻兩瞪眼，不會讓雙方
把氣氛鬧的很僵會是比較好的方式。例
如：不以嚴肅認真的態度來告訴他，而
是以半開玩笑的方法告白表明自己的心
意，如果對方真的對你也有意思，可能
會更進一步探問你的想法，問你是否也
想要有更進一步的關係；否則對方可能
會以為你在開玩笑一笑置之的帶過。
有時太認真嚴肅的表達，在對方在沒
有心理準備的狀態下，可能會覺得很震
驚、錯愕，甚至出現排斥的現象而讓友
情發生變化，所以將自己的行動與表達
方式留有一點彈性會是比較好的做法。
如果一開始他就表達對同志沒有太大的
興趣或有排斥的現象，你們要有更進一
步的發展的可能性也相對較低。
不論最後昊昊決定是否要跟他表明自
己的心意，都要記得感情是雙方的事
情，如果告白後對方沒有辦法接受自己
的心意，不一定是性別上的因素所造成
的因素，有可能只是他對你沒有感覺，
沒有想往更親密的關係發展。如果因為
對方的性傾向不同，也不必強求這一段
的感情，不妨勇敢追尋下一段的親密關
係，勇敢追尋自己的幸福，祝福昊昊能
夠找到屬於最適合自己的選擇，如果還
有什麼地方想與老師進一步談談，歡迎
來到學生諮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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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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