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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陸生凈灘 守護美麗台灣
43 位來自台灣各地陸生 藉由舉辦公益活動愛台灣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
學陸生聯誼會日前首度在灣舉辦
淨灘活動，親身透過參與台灣公
益，了解台灣之美。總計 43 位陸
生於今年本月 19 日在宜蘭舉行首
次凈灘活動。此次淨灘活動既讓
陸生懂得了潔淨海灘的重要性，
又提升了在台陸生的社會公益形
象。
在中國文化大學陸生聯誼會帶
領的 43 位學生中，其中有四位為
輔仁大學的交換生。此次跨校的
活動實屬罕見，是文大陸聯會的
第一次。

我以華岡為榮，明日華岡以我為榮
這一刻，我最驕傲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屆華岡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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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此次淨灘活動的在台陸生
賀睿達說道， 『宜蘭蜜月灣看似
還蠻乾淨的，但是實際上卻有撿
不完的垃圾。而且海灘上還會有
我們從來沒見過的物體，例如像
河豚等小動物的殘骸。另外，在
垃圾分類上也有一些困惑，我不
太清楚漁網可以被歸為哪一
類。』
此次活動的總召邵越洋表示，
此次凈灘活動早於上學期著手策
劃。此次活動的目的是為了讓陸
生為海洋的環境保護出一份力，
同時也學習去關心台灣乃至世界
的生態環境，共同守護我們生
活的地球家園。
邵越洋表示，在這次活
動中，宜蘭縣頭城鎮公
所熱情地給予了陸聯會
協助，使得整個活動流
程暢通無阻。在台陸生真

切地感受到：台灣處處有溫暖。
鎮公所清潔隊隊長魏長福對此次
由在台陸生舉辦的淨灘感到高
興。他欣賞這群熱衷於環保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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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同時期待著有更多的年青
人能夠多參與台灣的環保公益，
共同守護台灣，讓台灣更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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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雲南五所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
2014 畢業成果展 無限‧無框

《獨過藝生》數位畫裡看溫暖 細看資傳系學生的飛揚青春
【文 / 李嘉恩】本校資訊傳
播學系 2014 畢業成果展 「無限
‧無框」 ，已於 4 月 25 日至 27
日於信義誠品六樓展演廳熱鬧
登場。今年資傳系以 「奪框而
出，顛覆思想」 為號召，同學
們的想法多元繽紛，不受拘束
的創意想法將會突破傳統的框
架。希望透過這次的畢業成果
展，將四年自己所學的東西讓
更多人看見。
本次畢業成果展中，包含企
業形象與整合行銷、跨媒體資
訊應用、數位內容創製、數位
遊戲為主。將系上所學發揮的
淋漓盡致。其中由蘇郁維同學
所製作的心情地圖日記參加過
第 18 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應用
服務創新競賽更在經濟地理資
料庫服務應用組，並拿下第三
名的佳績。
而由鄭兆偉、林皓偉、陳彥
碩、官有紘同學以幫助黃遠文
先生完成畫家的夢想，並於 2
月 27 日(四)在文化大新館完成
了黃遠文先生開畫展的夢想，
在畢展上利用不同的數位展出
模式幫黃遠文先生的作品呈現

出來的作品更是如虎添翼，且
該畢展之作，獲得許多媒體報
導肯定學生之表現。
關於文化大學資傳系學生幫
助老翁開辦畫展，以專業回饋
社會，助老翁圓夢想是以《幸
福》為題， 面對只有慌忙的社
會，並無慌忙的景色；只有慌
忙的人心，並無慌忙的幸福的
全新課題，文化大學資訊傳播
系學生，在老師的引薦之下，
努力幫忙一位老翁開設個人畫
展。
一 位 高 齡 近 80 歲 的 老 人 畫
家，小時候送給一個失明的算
命先生當養子帶大了他，由於
養父的鼓舞，用了他一生的時
間在作看似平凡的畫，裡面竟
蘊藏了無數的熱情與生命，他
盼望著要將這份熱情分享給所
有人。為了圓老翁的夢，學生
一次次的登門拜訪，幾個月後
終於以 「獨過藝生」 為主題完
成了老翁的夢想，老翁除了感
謝，也已將學生視為自己的孫
子，他想要跟大家說: 「即便我
到了這把年紀，也還沒有放棄
夢想。」

本校與大陸高校正式突破一百所姐妹校 交流成果豐碩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與雲南大
學、雲南師範大學、雲南財經大學、昆明學
院、大理學院正式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協
議，使本校在大陸之姐妹校正式突破一百
所，是台灣高校與大陸高校最積極交流之大
學院校之一。文大李天任校長提到，未來本
校與雲南五所大學將積極落實協議交流規

本校與雲南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

本校與雲南師範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

範，積極推動師生互訪或學生交流，並共同
舉辦學術、教學研討會及實施合作計劃，交
換學術資料、教材與出版品，期盼兩岸高校
交流日趨熱絡頻繁。
張鏡湖董事長於簽約典禮上致詞強調，
「本校與大陸往來頻繁，引領全台灣兩岸交
流之始，第一位邀請的大陸學者趙松喬博士
來台演講，趙松喬博士當時的論文研究即以
緬甸地質考察為主，他並曾經參訪過緬甸，
對雲南這一帶研究甚深，今年我們能有這個
機會與雲南的五所大學簽約姐妹校，內心相
當高興，再次歡迎大家，希望今後能更進一
步根據簽約之內容積極發展交流。」
李天任校長則代表中國文化大學熱烈歡迎
貴賓。李校長說， 「張董事長曾經率領文大
教職員到雲南去參訪過，而本校與大陸交流
最早要從張其昀創辦人談起，張創辦人於
1949 年來到台灣，曾任台灣教育部長，之後
創辦中國文化大學，是台灣第一所以發揚中
華文化為目標的大學院校。」
張創辦人在浙江大學任教時是文學院院
長，創辦人推動中華文化教育不遺餘力，創
辦人在浙江大學之指導弟子，其中六位為大
陸中科院研究所所長。創辦人來台灣後出版
《中文大辭典》，該書已成為兩岸最完整的
中文辭典，其著作《孔學今義》簡體版由北
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浙江大學與新加坡世界
科 技 出 版 公 司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聯合出版英文版，該著作則成為全

球漢辦漢語學校及孔子學校之重要教科書。
張創辦人哲嗣，也是本校張鏡湖董事長創
作能量雄厚，其《世界資源與環境》之著
作，暢銷兩岸，是目前兩岸高校環境地理研
究之重要讀本。李校長也補充，本校第一個
授予大陸學術界陳述彭先生名譽博士學位，
之後陸續頒授南京大學校長名譽博士學位，
在兩岸交流上一直擔任先鋒的工作，董事長
還率領台灣政壇立委到大陸參訪，簽訂有關
氣象及地理資訊分享的協議，從此展開兩岸
之交流里程碑。
雲南省委常委、省委高校工委李培書記致
詞說， 「中國文化大學在大陸高校心目中是
一所歷史文化悠久、學科鮮明，師資雄厚、
校園環境優美、辦學理念先進的一所大學，
尤其張董事長與其父親創辦中國文化大學，
為優秀中華文化基層和發展推動大量基礎性
前瞻性的工作，開拓兩岸教育文化的交流和
合作，內心甚為欽佩。」
李培書記致詞說，今年雲南高等教育參訪
團總計有八所高校參訪台灣，其中五所將與
中國文化大學簽訂合作協議締結姐妹學校，
這是我們雲南高等教育在新的時期發展當中
的重要大事，也是這次參訪的重要成果展
現，未來五校簽訂協議後，將會積極推進協
議內容的落實，真正把中國文化大學的優秀
辦學理念、優秀管理水平、優秀文化思想和
文化宗旨引進雲南高等教育事業的發展當
中。」

木校與大陸地區大學締結姊妹校一覽表
編按：文大校訊將陸續刊登第 49 屆華岡
青年談入選第 49 屆華岡青年的心得與感
想，以傳承與接棒的概念，鼓勵更多學弟
妹今日 「我以華岡為榮，明日華岡以我為
榮」 。

文／大眾傳播學系 4A 蔡珮柔
這邊要非常感謝評審老師們給我這個
機會，能在眾多優秀同學當中獲選為第
49 屆華岡青年，實在是難以置信，這對
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肯定。很多人聽了我過去的經歷會
覺得很厲害，但其實我在多次讓自己表現的場合上，總
是錯失機會、總是在終點前跌倒，久了也就越來越沒有
自信了，更認為安分守己是最安全的。
文藻五專畢業後我插大來到中國文化大學，一切彷彿
有了變化，剛轉學進來很多事情都很不習慣，但親切的
同學和轉學生學姊使我比起其他進入別校的五專同儕更
快融入班級，到現在也擁有了知心摯友。入學後學姊邀
我參加華岡攝影社，下學期時更因為因緣際會下徵選加
入了親善團大家庭，我們相互扶持、一同參與校內外服
務，一同成長。
在學業上我也遇到願意提拔我的恩師們，正好跟我同

年進入文大的林福岳老師帶領我接觸原住民族傳播的學
術研究、辦理社區公關活動、參加金聲獎比賽、多次擔
任教學助理的機會；王台瑞老師鼓勵我持續在繪畫方面
深造；班導師胡詔凱老師推薦我參加 「國科會百年科學
傳播動漫畫人才培育計畫案」 ，此次多校交流經驗，一
起創造了許多美好的回憶，也因為這次的營隊認識了淡
江大學的任家緯老師，我才能獲得參與業界實務的機
會。教授動畫的薛佑廷老師鼓勵我參加動畫比賽，也一
直在課業上給予我許多啟發並提點我許多動畫技巧，實
在獲益良多，使我更加確信自己未來想要繼續朝繪畫設
計進修，做自己熱愛的事情。
我遇到了許多生命中的貴人，謝謝老師、同學們一直
推著我前進、一直願意給我機會，這次獲獎對我來說是
非常大的鼓勵與肯定。我不敢說可以成為同學們的典
範，但是我希望跟我一樣對自己稍微沒有自信的同學
們，不要放棄、再多堅持一點，要相信只是時機還未
到，總有一天一定會讓人看見你們發光發熱。
這些都是我過去從未接觸過的領域，種種經歷與機緣
看似毫無關聯卻環環相扣，在文化大學，我看見了人生
道路上不同的風景、挖掘到人生的寶藏。我感受到文化
人的熱情與積極，以及華岡的認真辦學，期望今日我以
華岡為榮，明日華岡以我為榮。

本校與雲南財經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

本校與昆明學院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

本校與大理學院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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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學校名稱
寧波大學
中央音樂學院
浙江大學
中國政法大學
湖南理工學院
北京大學
中央財經大學
廈門大學
福州大學
湖南大學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
南京大學
南開大學
華東理工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
南京理工大學
北京師範大學
閩江學院
哈爾濱工業大學
電子科技大學
上海體育學院
福建農林大學
中國人民大學
山東大學
吉林大學
武漢大學
中央民族大學
天津大學
河南大學
海南大學
中國傳媒大學
南昌大學

締約時間
90.08.14
91.05.20
95.05.20
95.06.20
95.08.23
96.01.11
96.01.12
96.01.13
96.11.17
97.01.14
97.05.12
97.05.20
97.10.05
97.10.06
97.10.13
97.10.14
97.12.17
98.02.10
98.02.15
98.03.12
98.03.29
98.04.09
98.05.05
98.05.08
98.05.11
98.05.28
98.06.12
98.06.15
98.12.17
99.06.15
99.09.16
99.12.06

編號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學校名稱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
中山大學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
遼寧大學
華中科技大學
石河子大學
南京工業大學
深圳大學
東北大學
北京外國語大學
青海民族大學
東南大學
西京學院
蘭州大學
安徽大學
陝西師範大學
黑龍江大學
東北林業大學
吉林建築大學
哈爾濱工程大學
汕頭大學
北京體育大學
東北師範大學
湖南文理學院
紹興文理學院
北京科技大學
西南大學
復旦大學
中原工學院
集美大學
河南工業大學
吉林動畫學院

締約時間
99.12.25
99.12.25
100.01.20
100.02.17
100.04.18
100.04.22
100.04.28
100.05.24
100.08.15
100.11.24
100.11.30
100.12.04
101.01.03
101.01.11
101.01.11
101.01.27
101.02.22
101.03.03
101.03.12
101.04.24
101.05.10
101.08.20
101.12.19
101.12.20
101.12.25
101.12.26
101.12.28
102.02.20
102.02.21
102.03.01
102.03.18
102.04.02

編號
學校名稱
締約時間
65
榆林學院
102.04.08
66
華僑大學
102.04.12
67
浙江工商大學
102.05.05
68
浙江傳媒學院
102.05.08
69
吉林大學珠海學院 102.05.28
70
哈爾濱師範大學
102.05.29
71
華中農業大學
102.06.04
72
天津商業大學
102.06.10
73
天津理工大學
102.06.16
74 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 102.06.19
75
浙江萬里學院
102.06.24
76
浙江工業大學
102.06.25
77
西安工業大學
102.06.26
78
重慶交通大學
102.06.27
79
陝西科技大學
102.06.30
80
重慶郵電大學
102.07.09
81
合肥工業大學
102.07.17
82
西北民族大學
102.07.22
83 電子科技大學中山學院 102.07.29
84
隴東學院
102.07.30
85
山東農業大學
102.09.25
86
西北師範大學
102.11.23
87
上海杉達學院
102.12.06
88
上海師範大學
102.12.18
89
華中師範大學
102.12.27
90
三峽大學
102.12.30
91 中國礦業大學銀川學院 103.01.06
92
瓊州學院
103.02.19
93
北京郵電大學
103.02.26
94
廣州體育學院
103.03.03
95
長春科技學院
103.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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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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石皓宇會長與校長合影

學務處魏裕昌學務長與獲獎代表合影

月

5

日接受報名

7

英文系獲特優與校長合影
【文/黃湘怡】狂賀！本校學生會獲得由教
育部青年發展署舉辦 103 年全校自治組織成
果競賽，一舉拿下全國唯二的 「卓越獎」 ，
由於該獎項必需連續兩年獲得特優獎，才能
參與卓越獎競賽，本校學生會以績優自治規
範表現優質，獲得該項大獎。學生會石皓宇
會長拜訪李天任校長時提到，相當肯定學生
會的表現，這個獎得來著實不易，未來一定
要將檔本資料電子化，代代傳承，讓更多的
學生從中學經驗。
英文系與手語社則分別拿下 103 年全國大
專院校學生社團評選中《自治性、綜合性》
特優大獎。而手語社則拿下《學術性、學藝
性》優等殊榮。
學生會石皓宇會長說，學生會在這方面的
努力非常有成果，並且連續三年拿下獎項，
前兩年拿下特優獎，學生會秉持著服務及收

手語社獲優等與校長合影

集學生意見作為全校溝通橋樑的宗旨去為全
校學生服務，並鼓勵學生如有更好的建議歡
迎向學生會表達。
李天任校長強調，根據該獎項年，評審特
別肯定學生會在制度和組織章程規範方面的
完善，並且盛讚發展多元，其中像是公益演
唱會，學生會將所得全數捐給慈善團體，更
有許多活動，學生會融合ｅ化，像是推動學
生參與 「校長有約」 活動，並將整個過程上
傳至網路為同學作即時的連線轉播，讓學生
有機會在網路上了解校務政策，好的制度需
要好的傳承，未來希望每一屆優秀的社團都
能夠整理資訊，將所有訊息網路雲端化，讓
更多的學生愛上社團代代相傳，發揚華岡社
團之美。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為促進大專院校學生自
治組織進步與發展，藉由自治組織成果競賽

表揚暨觀摩學習活動，提升學生公民素養及
理性思辨能力，健全組織經營品質，並提高
學校對自治組織之重視，發揮以學生為主體
之教育學習功能。
學務處魏裕昌學務長特別指出，學生會表
現優質，自治參與校園活動，並提供學生各
項大型活動的舉辦與鼓勵學生參與，未來將
該學生會的資料建檔並傳承，讓更多的學生
熱衷社團活動，
獲得本次卓越獎之自治組織幹部，教育部
青年發展署得邀請於後續 「自治組織發展與
傳承研習營」 擔任輔導員。此外，本次競賽
評分標準中 「校務參與及學生權益」 和 「財
物制度」 比例均佔 15%以上，顯見本校學生
會在這兩方面均表現優異。

2014 年大陸暑期交流研習團
詳情可洽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2014 年大陸暑期交流研習團各團積極報名招生中，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日前公布 2014 年大陸暑期
交流研習團訊息，今年包括北京大學、福建農林大學、哈爾濱師範大學、合肥工業大學、三峽大
學、東南大學、蘭州大學均釋出研習營訊息，歡迎有興趣同學積極報名，體驗大陸學習之旅。
行程內容包括：
（1）103 年 6 月 28 日至 8 月 1 日

2014 年《北京大學暑期學校》。名額:5 名

（2）103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 《第三屆兩岸三地大學生暑期文化交流研討活動 》。名額 3 名
（3）103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 《2014 夏季文化體驗營》。名額不限。
（4）103 年 7 月 5 日至 7 月 12 日 《大學生徽文化研習營》。名額 5 名
（5）103 年 7 月 10 日至 7 月 16 日 《2014 台灣學生魅力三峽夏令營活動》。名額不限
校長與獲獎社團同學合影

學務處魏裕昌學務長與獲獎社團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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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6）103 年 7 月 15 日至 7 月 22 日 《2014 東南大學青年領袖創新、創業研習營 》。名額 5 名
（7）103 年 7 月 16 日至 8 月 13 日 《金城講堂-2014 年蘭州大學暑期班》名額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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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陳秋蓉 輔導老師

奶奶走了，我能恢復嗎?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大三的學生，一個月前我
的奶奶在某個夜晚過世了，雖
然奶奶已經生病一段時間，但
是當時突然接到電話還是讓我
覺得好震驚，不能接受，每到
晚上我都會害怕，偷偷流淚，
自責家在外地，無法趕去見奶奶最後一面。
朋友看到我眼睛紅紅的會關心我，但是我都
騙他們說是眼睛不舒服。現在我努力讓自己
正常生活，但是朋友說我變得很冷漠，我覺
得我好痛苦，老師我該怎麼辦才可以不痛呢?
媚兒

媚兒，你好：
從文字裡都能感覺到你對奶奶的孝心與想
念，著實讓老師感到不捨。奶奶突然的離
去，想必為你帶來了好多複雜的感受，原本
應該要好好跟奶奶道別，但現實卻讓你來不
及說再見，除了難過與不捨，也充滿了無限
的遺憾及自責。
承受著這些複雜感受，媚兒可能開始思考如
何讓悲傷與思念得以終止，在這過程中你或
許出現過去很少出現的身心反應，覺得自己
孤單地承受悲傷，不太知道如何與朋友們說
起這樣的傷痛、也不確定朋友聽到後是否能
懂。看到你說努力恢復正常的生活，但朋友
說你變得冷漠，好像慢慢地失去生活的溫
度，我相信這可能讓你感到更加挫折與無
助，而其實你有許多的反應都是合理的，以
下內容希望讓你理解自己的感受是合理的，
允許自己情緒的到來，並陪伴自己走過這段
傷痛。
悲傷可能出現的反應
情緒：在悲傷中各種情緒反應皆是可能產
生的，自責、害怕、恐懼、震驚、否認、麻
木、空洞、哀傷、沮喪、憂愁，甚至是生
氣、憤怒。
行為：失眠或嗜睡、心不在焉、社交退
縮、夢見逝者、哭泣、衝動、浮躁不安、過
度敏感等行為。這些行為表現也都是顯示對
逝者的懷念、不捨與牽掛。
生理：胃部空虛、食慾不振、胸部有壓迫
感、喉嚨發緊、呼吸急速、冒冷汗、肌肉無
力或缺乏精力、疲倦等生理不適。
認知：可能出現不相信、感到困惑、沉浸
於思念、感覺到逝者存在或產生其他錯覺。
老師覺得媚兒其實是很勇敢的，雖然難以接
受奶奶的離世，但是你願意寫信來，表示你
正在協助自己走過這段路。老師想提供安心
口訣- 「信運同轉」 給媚兒，希望讓你能更順
利地度過這段期間。
「信」 ＝信仰：依自己的信仰，參加法
會、禪修、上寺廟拜拜、收驚、念經、求護
身符、或集體禱告、望彌撒等，透過信仰重
拾對上天的信賴和人生的意義，或是藉由信
仰來傳達對奶奶的祝福。
「運」 ＝運動：從事有氧運動，讓自己大
口喘氣和流流汗，像是練氣功、瑜珈等，把
壓力賀爾蒙排出體外。
「同」 ＝同伴：和家人、親友、寵物團
聚，作伴、同樂或通電。不要離群索居、封
閉自己，最好能把擔憂和不捨都說出來。哭
訴就像是心靈洩洪，有紓解和整理的效果。
「轉」 ＝轉移：讓自己有事做，不管是勞
力或勞心，或是寄情於平日的工作、興趣或
娛樂。這樣才能暫時把煩惱放下，避免自己
鑽牛角尖而越陷越深。
老師相信你與奶奶的關係不會因為她離開
而切斷了，奶奶一生對你的愛一定會收在你
的心裡，然後讓你帶著這份愛與祝福更勇敢
地走下去。如果還是覺得沒有辦法處理自己
的狀況，歡迎你到學生諮商中心與中心的老
師更進一步談談！
~有心理困擾或需求，歡迎前來學生諮商中心~
電話預約初談：
(02)2861-0511 轉 12612 至 12615
親自預約初談：
直接前往大孝館 2 樓 學生諮商中心 安排會談時間
網路預約初談：



英文系獲自治性、綜合性特優大獎 手語社獲學術性、學藝性優等殊榮

【文 / 李文瑜】為鼓勵學
生參與證照，盡早通過畢業門
檻，語文中心自 101 學年度正
式與多益中心簽約，正式承辦
文大校園多益考試，試場設於
校園，證照則與多益考試一
樣，可獲頒相關證照。目前 5
月 31 日還有一場考試，6 月 27
日同時還有一場考試，6 月 27
日的考試將自 5 月 7 日起至 5
月 27 日止接受報名，考試費用
優惠新台幣 1200 元。
語文中心 101 學年度正式承
辦，由於本校訂定畢業門檻，
鼓勵學生邁向國際化腳步，參
加多益考試鑑定英文實力，目
前各系的畢業門檻英文系需達
700 分 ， 觀 光 系 590 分 ， 新 聞
系也需達 520 分，其餘系所則
落在 450 分左右，畢業前需參
加過一次校外考試，如多益考
試，分數若未能理想，則可上
密集英文班訓練補救。
為鼓勵學生參加多益考試，
目前在學生專區裡數位學習網
站，均有多益考試的擬真考
試，如 funday 等系統，內設有
不少多益的考試模擬測驗，鼓
勵同學報名參加，更鼓勵學生
報名參加考試前能夠進入學生
專區內練習多益考試，不要白
白繳了考試費用，卻得不到應
有的分數，也可能拉下全國多
益測驗整體分數。
語文中心也提到，目前參加
多益考試的學生分數參差不
齊，有些非英文系學生考了接
近滿分的 960 高成績，有些則
落在 100 多分左右，若學生可
以在考試前先模擬考試方向與
內容，就能把握考試重點，也
能在多益拿下好成績，校園的
多益考試報名對象也包括本校
現職教職員、在學學生，報名
費凡是報名人數超過三十人，
優惠價 1,200 元



本校學生會獲全國社團卓越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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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多益英檢 月 日考試

社團表現優質

參與校園多益考試 儘早通過畢業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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