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版

雖然我們不能改變風的方向 但我們可以改變風帆
曉峰學苑參觀敦煌書局 深度了解人生的重要態度

求職達人特訓營
求職達人特
訓營
連續兩日實戰面試增強職場經驗
【文/李嘉恩】對未來方向不知所措嗎？
有想要的工作，但不知我是否合適？就業市
場這麼複雜，該如何規劃？每天都問自己到
底適合做甚麼工作？不
用擔心，讓求職達人特
訓營協助您釐清方向，
給您必勝的求職技巧！
讓專業的職涯訓練師，
用最新的工具與技巧，
協助您找到答案與方
法，人生其實沒有那麼
模糊！學務處職發組將
於 5 月 29 日及 30 日於大
孝館 2F 質樸廳教室連續
兩日自 8 時 40 分至 16 時
間舉辦特訓營，邀請有
興趣了解職場動態學生
參加，而本活動更將頒
發 300 元 圖 書 禮 券 給 表
現優異同學。
由職發組舉辦的求職
達人特訓營，每年舉辦
均獲好評，今年特別選
在畢業季期間舉行，就
是希望大四學生盡早了
解職場動態，透過兩日
特訓營了解對職場有利
的新資訊，精彩的活動
就是要每一位學生順利

接軌職場。
今年職發組特別提供午餐與必要之文具，
但本課程需事先至職發組報名，並有神秘小
禮物唷！凡報名者贈送
線上體驗 PODA 職涯規
劃測驗(價值 500 元)，名
額有限儘早報名，以免
向隅喔！！）請於報名
時繳交履歷、自傳電子
檔，5 月 30 日活動可攜
帶簡易彩妝用品，老師
會現場示範，下午請穿
著正式服裝，以利面試
會順利進行。
此活動可參加就業力
認證之就業達人，請於
活動參加後向職發組李
明諭老師申請。

邀請寰宇餐旅顧問公司副總經理陳盛勇老師指導

曉峰學苑參觀企業各部門，一路參觀編輯
組、客服組、美編繪畫組等等。每組都有熱
心同仁願意和我們分享工作的點滴。編輯組
同仁分享了如何做好編輯的流程與作品分
享，讓苑生們體會原來一本書要到達讀者手
上必須經過排版、校稿、校正、插畫設計、
封面設計、印刷、包裝行銷、甚或網路訂購
服務者，並延伸到物流程序等複雜過程，才
進而得以上架到每間書店，或是每位讀者的
手中，曉峰學苑相信此參訪帶給苑生的不只
單純參訪，更多的是對書籍與學習的珍惜。
客服組同仁也分享了當客服人員的心得，
苑生詢問客服同仁一個問題，苑生問： 「妳
覺得在這份工作裡面，妳覺得最困難的地方
是什麼？客服同仁是這麼回答的： 「態度，

港澳就業媒合工作人員實務培訓班

【文 / 李嘉恩】曉峰學苑於 103 年 5 月 16
日帶領苑生前往敦煌書局總部參訪，首先接
待我們的是業務部同仁，並為苑生們做了精
采的簡報，簡報中業務部同仁解說敦煌書局
的沿革、經銷規模、理念、願景等等，敦煌
書局的企業座右銘為： 「雖然我們不能改變
風的方向，但我們可以改變風帆。這句座右
銘感動鼓勵了每位苑生，也教育苑生們正確
的態度。
曉峰學苑分兩小組個別導覽，接續參觀倉
儲部門，並由倉儲部門同仁解說倉儲部門的
業務，實際讓苑生體驗如何挑書、如何包裝
與運送的流程，敦煌書局總部甚至打造了一
個跨樓層的運輸帶來協助書籍的運送，苑生
們看的驚奇連連，直呼有趣好玩。

態度的轉換，如果你認為客服人員就只是接
接客人的抱怨電話，就只是個負責被罵的工
作，那麼你就只會一直那樣想，但是今天如
果我們去將心比心，將自己比擬成是今天那
個需要得到幫助的客人，那麼是不是就能多
理解一些，並且對這份工作能有不一樣的看
法。」
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心胡羽柔老師說，
帶領曉峰苑生參觀不但讓苑生們了解一本書
的過程，更多的是對人對事對智慧財產權的
認識與體悟，很多事情只要 「態度」 對了，
事情就對了，曉峰學苑要教育給學生的不僅
僅是理論與專業知識，更多的是一顆善解人
意，懂得傾聽、關心、同理心的態度與胸
襟。就像敦煌書局總部的座右銘一樣： 「雖
然我們不能改變風的方向，但我們可以改變
風帆。期許曉峰學苑苑生們都能抱持著此信
念與態度，面對人生的挑戰。」

【文 / 李文瑜】社科學院配
合首教卓計畫 F5－2 的 「兩岸就
業人力育成訓練與媒合專業人
才培訓方案」 ，首度新開設一
個《港澳就業媒合工作人員實
務培訓班》，邀請寰宇餐旅顧
問公司副總經理陳盛勇老師擔
任培訓班指導老師，陳盛勇老
師曾任香港雅聞公司大中華區
總經理及美商通用公司專案經
理，港澳經商經驗相當豐富，該課程全程免
費，歡迎全校同學報名參加。
《港澳就業媒合工作人員實務培訓班》成
立之目標，主要是提供畢業後有意前往港澳
或新加坡發展的同學各式相關經驗，包含當
地的工作環境與背景，幫助同學在就業前了
解職場上的風氣及倫理，規劃自己的職場生
涯。對該課課程有任何問題歡迎來信詢問，
有意願報名的同學可來信附上姓名、系級、
學 號 與 電 話 ， 聯 絡 人: 吳 景 玄 助 理 ， E-mail:
sspccuedutw@gmail.com。
社科學院首度推動根據教卓計畫 F5－2 的
「兩岸就業人力育成訓練與媒合專業人才培
訓方案」 ，該計畫案以結合台商協會、大陸
人資協會及人力銀行業界之實務界人員，辦
理大陸企業人資工作實務培訓班、港澳企業
人資工作實務培訓班及大陸就業煤合工作人
員實務培訓班，每晚在大成 101 教室都有課
程，持續到本學期末，讓學生在學校即能增
加第二專長職能。
「兩岸就業人力育成訓練與媒合專業人才
培訓方案」 之訓練目的，在於積極培養兩岸
專才，包括大陸企業人資工作實務培訓，港
澳企業人資工作實務培訓班，大陸就業媒合
工作人員實務培訓班， 港澳就業媒合工作人
員實務經驗，有助於開拓學生在校即能增加
第二職業專才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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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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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大運會 文大體育表現超優質
總計獲得 47 面獎牌 獲 17 金 16 銀 14 銅

張董事長與今年獲獎的學生與教練們合影，張董事長感謝每一位為華岡付出的選手們

【文 / 李文瑜】103 年全國大專
院校運動會在雲林科技大學舉
行，今年本校參賽成績超亮眼。
總計囊括 47 面獎牌，分別獲得
17 金 16 銀 14 銅，獲獎數居全國
私校冠軍。柔道隊拿下 9 金 3 銀 1
銅大獎牌更稱霸全國大學，表現
傑出，張鏡湖董事長特別接待柔
道隊全體師生，並與之合影，感
謝全體選手與老師們讓華岡發光
發熱。
體育室江界山館長與體育系陳

嘉遠主任強調，感謝每一位帶隊
老師全心投力培訓工作，為校爭
光，更恭喜所有獲獎選手，華岡
最棒。而其中游泳健將陳廷一人
獨獲三面金牌，包括公開女子組
游泳 200 公尺仰式、陳廷公開女
子組游泳 50 公尺仰式及公開女子
組游泳 100 公尺仰式，更是打破
大會紀錄游泳成績，成績優異。
游出新紀錄，陳廷在公開女子
組以 1 分 05 秒 29 打破大會游泳
100 公尺仰式決賽紀錄（1 分 05

秒 78），個人更拿下三面金牌，
未來有機會代表國家參加亞洲盃
大賽。
黃子芩公開女子組柔道第七
級、李欣芸公開女子組柔道第三
級、簡家宏公開男子組柔道第二
級、李豐懋公開男子組柔道第三
級、洪紹庭公開男子組柔道第四
級、陳勁穎公開女子組柔道第二

級、洪毅志公開男子組柔道第六
級、黃國証公開男子組柔道第八
級、洪于婷公開女子組柔道第一
級。
跆拳道獲獎成績統計，謝欣儀
獲一般女子組跆拳道對打 62 公斤
級、鄭先知、劉昱昕獲公開女子
詛桌球雙打賽、王李中羿及林佳
慧獲公開女子組桌球雙打賽。

柔道隊拿下 9 金 3 銀 1 銅大獎牌
文化大學柔道項目在大專院校運動會全國第一

張鏡湖董事長與柔道隊全體師生合影

【文 / 李文瑜】本屆大運會
文大柔道隊全國制霸，狂賀！總
計囊括 9 金 3 銀 1 銅 1 個第七名
以及男女總錦標賽，九面金牌閃
亮亮，創下本校柔道史來最佳成
績。親自帶隊至雲林科技大學的
江界山館長及陳嘉遠主任說，感
謝鄭吉祥老師、廖俊強老師、張
又文老師全力投力培訓工作，為
校爭光，更恭喜所有獲獎選手，
華岡最棒。
103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在
雲林科技大學舉行，本校表現傑
出亮眼，尤以柔道刷下亮眼成

績，排名全國第一名，九面閃亮
金牌分別由公開男第二量級金牌
簡家宏、第三量級金牌李豐懋、
第四量級金牌洪紹庭、第六量級
金牌洪毅志、第八量級金牌黃國
証、公開女第一量級金牌洪于
婷、第二量級金牌陳勁穎、第三
量級金牌李欣芸及第七量級金牌
黃子芩獲得。
張敏傑獲公開男第二量級銀
牌、楊佳琳獲公開女第三量級銀
牌及林曉晴第四量級銀牌。公開
男第五量級銅牌由林正旋獲得，
陳圓圓公開女第一級第七名。

（中）蔡喬芬獲跆拳道女子組銀牌
（左）蔡明輝獲跆拳道男子組銅牌
（右）張銘彥獲跆拳道男子組銅牌
桌球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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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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國劇系之寶」 吳莉莉助教本次飾演《宇宙鋒》
秦二世一角，精彩演出，獲得滿堂彩。

85 年國劇組畢業劉世勤系友飾演趙豔蓉一角

103 全國大專學校運動會 -獎牌統計
75 年國劇組畢業校友張式如飾演趙高一角

金

劉世勤系友同窗好友張昭燕系友演出啞奴一角(左)

民國 103 年 4 月 9 日，穿上有別平常

式，並且在研究所階段能夠更順利的協助老師們處理行政

的正式服裝，我以地學所碩士班學生
的身分參加華岡青年決選，並且！我

業務。感謝華岡給予我展現的機會！
現階段對於學術研究的執著，加上大學時期豐富的社團

當選華岡青年了！大一入學時不曾想
像我能當選華岡青年，但在中國文化

經歷，是我能夠擁有這份榮耀的優勢，而能夠擁有這樣的
優勢，感謝地理系的老師們，尤其是我親愛的指導教授，

大學的六年時光，我學習到太多 「只
能意會，無法言語」 的人生道理。

文／地碩二王鎂欣

戴上華岡青年的榮耀發光發熱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屆華岡青年

49

大學入學第一天華岡天氣為我上了
一堂 「質樸堅毅」 的課；求學的道路
不一定順遂，但單純的心和堅強的態

度是必備，使現在即便論文、英文檢定、教育學程蠟燭多
頭燒的階段，仍努力完成每件事情，永不輕易放棄。大學
時期，華岡同濟社總務和副社長的職務，培養我基本的帳

獲選其中一組是由廣告系黃秋田老
師指導影片後製剪輯課程的該課學生
組團參加以 「投資巷」 ，全片均由該
班學生自行製作演出，而影片拍攝主
題是透過影片告知投資有風險，不可
聽片面投資話術，以人說故事，表達
投資風險裡的話術之語，相當具有創
意。黃秋田老師畢業於莎凡娜藝術設
計學院、法國里昂藝術學院，課堂指
導 的 Apple finnal cut 選 課 人 數 多 ，
其研究專長包括數位裝置藝術，黃秋

田老師業界資歷豐厚，是台灣知名的
剪輯大師。曾任美國福斯電影公司數
位剪輯專任講師、雲門舞集舞蹈教室
數位創意顧問、中影文化事業數位剪
輯 專 任 講 師 、 13 Room 平 面 創 意 總
監 、 美 國 Discovery 導 演 、 影 片 導
演、新聞局電視一科影片後製專任講
師、易禧科技多媒體設計教育訓練中
心影片後製講師資策會數位內容學院
影片後製講師及數位電視菁英班。
而廣告金像獎，當時為廣告界最大
盛會，廣告主和廣告代理商每年最在
乎的活動，於金像獎第 14 屆時，鑒
於提升廣告水準及創意根源，教育出
發以 『初生之犢不畏虎』 的精神，針
對校園廣告相關學系設立了 「時報廣
告金犢獎」 。
今年黃秋田老師特別鼓勵學生參
賽，透過參賽了解市場脈動，更藉此
提升個人職場價值，修習剪輯課程就
要落實在實用上，透過比賽才能了解
不足的地方，也能看到更多有趣的作
品，參賽報名入圍就是最佳作品，也
能透過全班同學的合作共同凝聚班級
向心力。
時報廣告金犢獎起初以金像獎為標
準，希望學生向專業邁進，讓學生更
了解市場品牌，至第七屆開始以企業
贊助並以企業為題，讓同學聚焦在某
企業商品參賽，讓廣告主也加入金犢
獎的活動當中，除鼓勵學子外也汲取
學生無框架的創意，因此由選修指導
影片後製剪輯課程的同學全班參加，
成員包括廣告系 3A 及廣告系 3B 同學
聯手製作參賽，以 「投資巷」 觀念表
達在狹窄的投資之路，太多的風險，
唯有靠自己眼光與獨到的選擇，才有
機會在投資巷裡找到獲利之道。

願意在學術領域中栽培太晚起步的我；感謝華岡同濟社和

所有伙伴們，彼此堅信 「風雨同舟，共難共濟」 的精神，

陪我走過假服、瘋狂五月、檔評。曾看過一本書名叫 「研
究生不死，只是生不如死」 ，而目前研究所生涯已進入倒
數階段，它的震撼標語回想起來也只是莞爾，但這又再次
應證 「質樸堅毅」 的華岡精神。最後，期許自己在未來的

人生旅途，可以戴上這份 「華岡青年」 的榮耀，在工作領
域中發光發熱！謝謝所有曾經幫助過我的人，謝謝！

務處理和領導團隊合作能力外，更使我擁有細膩的思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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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牌

公開女子組游泳 200 公尺仰式 陳廷
公開女子組游泳 50 公尺仰式
陳廷
公開女子組游泳 100 公尺仰式 陳廷
公開女子組田徑撐竿跳高 劉俞瑤
公開女子組桌球團體賽
陳渝蓉、張雅全、侯雨伶、鄭先知
劉昱昕、陳思羽、林怡君、林佳慧
公開女子組柔道第七級 黃子芩
公開女子組柔道第三級 李欣芸
公開男子組柔道第二級 簡家宏
公開男子組柔道第三級 李豐懋
公開男子組柔道第四級 洪紹庭
公開女子組柔道第二級 陳勁穎
公開男子組柔道第六級 洪毅志
公開男子組柔道第八級 黃國証
公開女子組柔道第一級 洪于婷
一般女子組跆拳道對打 62 公斤級 謝欣儀
公開女子詛桌球雙打賽 鄭先知、劉昱昕
公開女子組桌球雙打賽 王李中羿、林佳慧

銀

牌

公開男子組跆拳道對打 87 公斤以上 俞廷璋
公開女子組桌球單打賽 陳思羽
一般男子組競技體操單槓 張嘉軒
公開混合組網球混合雙打賽 范修瑋、李花塵
公開女子組柔道第四級 林曉晴
一般混合組網球混合雙打賽 焦耿平、林欣欣
公開男子組柔道第二級 張敏傑
公開女子組柔道第三級 楊佳琳

一般男子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張嘉軒
公開女子組跆拳道對打 49 公斤級 蔡曉茹
一般女子組競技體操成隊競賽
林奕綺、周佩蓉、劉盼吾、呂亞璇、
葉伊倫、張方馨
公開女子組跆拳道對打 53 公斤級 蔡喬芬
公開女子組網球單打賽 李花塵
一般女子組田徑擲鐵餅 張芷嫥
公開男子組田徑 10000 公尺 李銘勝
一般女子組跆拳道品勢團體賽
鄭詩穎、胡藹林、李玉婷

銅 牌
公開男子組田徑三級跳遠 陳凱祥
公開男子組田徑 5000 公尺 李銘勝
一般女子組空手道個人型 張君瑋
公開男子組跆拳道對打 63 公斤級 蔡明輝
公開男子組跆拳道對打 68 公斤級 張銘彥
一般女子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林奕綺
公開男子組桌球團體賽
柯沛綸、王李中羿、洪健智、盧威辰
謝祐廷、李景峰、楊欽文、陳宗榮
一般女子組空手道第二量級 謝依倢
公開男子組柔道第五級 林正旋
公開男子組跆拳道對打 80 公斤級 胡嘉文
一般男子組競技體操吊環 張嘉軒
一般女子組田徑推鉛球
張嘉軒
一般女子組田徑推鉛球
張芷嫥
一般男子組田徑 200 公尺 胡雲凱





【文 / 李文瑜】圓夢計畫 5 月 20 日曉峰 10 樓【錦瑟華
年】懷舊觀摩演出風華再現，近 50 位校友出席盛會在【錦
瑟華年】回憶當年國劇學習的日子。張鏡湖董事長特別出
席聆聽國劇演出，與校友們一一握手，感謝校友們對學校
無私的奉獻。現任國劇系校友會劉世範理事長說， 「這幾
年，與同學聚會的時候都會聊昔日在學校演出的熱情活
力，但現在則會說太忙了、沒時間、沒體力、全忘光了、
還給老師了等種種理由，但我們突破萬難終舉辦這一場活
動，希望拋磚引玉，吸引更多國劇系的校友們返校演出，
為母校再盡一份心力。」
國劇系舉辦的【錦瑟華年】主持人，由 94 年畢業的童柏
壽擔任。他說，這場活動緣由起自於 85 年國劇組畢業劉世
勤系友父親的一句話 「女兒啊！好想再看妳粉墨登場」 起
心動念開始籌辦本次活動，劉世勤系友在學期間修習青
衣、花衫，現任加拿大 Big Jumb Productions 動畫公司資深
動畫師、藝術總監，並邀請同窗好友張昭燕系友現任基泰
公司資深行銷企劃與李心筠系友現任翰林出版公司資深企
劃編輯一起參與演出，重溫 「那些年，我們一起同台演出
的美好記憶！」
【錦瑟華年】懷舊觀摩演出，戲碼有傳統國劇 『宇宙
鋒』 與 『坐宮』 二齣戲，中場時間並安排老師、系友、學
生的國劇清唱及川劇變臉表演。活動自由入
座，歡迎全校師生前往聆賞。
張董事長提到，本校中國戲劇學系秉承張創辦人其昀博
士發揚國粹，提高國劇學術研究精神，於民國 52 年奉教育
部核准成立至今，培育無數人才，國劇系友們於文化、教
育、傳播、演藝界等各領域，表現優異。
此外，同時擔綱其它要角演出之系友，分別有 72 年國劇
組畢業吳莉莉系友、74 年國劇組畢業劉蒂系友與 75 年國劇
組畢業張式如系友。於本校國劇系服務 20 餘年，被視為
「國劇系之寶」 吳莉莉助教本次飾演《宇宙鋒》秦二世一
角，未曾看過吳莉莉助教粉墨登場的好朋友，可得好好把
握這次機會。
導演同是中國戲劇系專任講師朱錦榮表示，這是好的起
始，系友們首次嘗試以捐贈獎學金的方式與系上合作回饋
演出，特別感謝本系劉慧芬主任，系友會劉世範理事長、
張式如系友、劉世理小姐、天星通運公司以及本系全體師
生共同協助，促成本次【錦瑟華年】演出活動。希望能一
年一年繼續下去，到下一個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
思華年』 ！

3A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今
年參賽時報廣告金犢獎總計入圍 14
組獎項，表現亮眼。包括行銷企劃、
電視廣告類等，均有本校學生入圍，
由廣告系黃秋田老師指導影片後製剪
輯課程的該課學生組團參加以 「投資
巷」 為題獲選電視廣告類入圍團隊。
金犢獎經營第九年開始，創意推廣
觸角延伸至中國大陸，經過十餘年的
耕耘，現已成為兩岸三地華人地區最
大的學生競賽活動，打破原本限定科
系競賽，開放系所有創意學生均可參
加金犢獎，因此將時報廣告金犢獎正
式更名為 『時報金犢獎』 。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黃瑩瀅 輔導老師

少年小宅的煩惱

輔導老師，您好：
我之前報告很多壓力大時，
朋友邀我一起玩線上遊戲來暫
時放空，剛開始打個一場就結
束，而現在只要一回家就想趕
快找朋友打怪，總會不小心玩太晚而忘了打報
告、或是到了凌晨才開始寫，結果隔天就會睡
過頭而遲到或甚至沒上課。也因為太投入和朋
友打 game 而較少理會女朋友，女朋友很生氣
地找我吵架。我發現自己的生活好像變調了，
但又好想繼續玩來紓發，我該如何讓生活回到
原有的軌道？
苦惱的小宅

小宅，你好：
從你的來信當中能感受到小宅在線上遊戲與
生活步調間的難以取捨，對小宅來說線上遊戲
是你和朋友彼此互動、放鬆的時間，所以要你
完全不去打線上遊戲是困難的，但你也發現花
太多時間在線上遊戲而影響到課業、生活作息
與人際互動，難怪小宅如此苦惱不知道如何抉
擇。
小宅在生活中遇到有許多報告時會感到緊
張、有壓力，而現在網路如此便利、線上遊戲
隨手可得，當朋友邀約一起在線上遊戲打怪，
可以讓你暫時忘記報告帶來的壓力，再加上打
贏時的成就感與快樂經驗讓小宅更投入在其
中，但回到現實時報告沒做完的壓力依舊存
在，或反而更多其他的壓力，如：上課遲到、
和女友吵架，也可能因為這些困擾讓你感到煩
躁而想繼續玩遊戲來暫時遠離，這樣的循環可
能會讓你更依賴線上遊戲，而小宅知道這不是
自己想要的生活步調，但也疑惑、不知道該如
何回歸原來的生活步調。其實要讓自己從失序
的上網行為與失序的生活狀況中回歸平衡，目
標不是 「戒除」 線上遊戲，而是適當地玩遊
戲，可以適切地安排遊戲與非遊戲的時間。
以下有幾個步驟或許能幫助小宅在兼顧課
業、生活、與女友相處的同時，也能給予自己
一些時間放鬆玩線上遊戲喔，重點是學習 「控
制」 玩遊戲，而不是完全 「排除」 線上遊戲！
步 驟 1： 探 究 目 前 生 活 問 題 的 壓 力 情 緒 來
源。對小宅來說可能有許多報告要交而有壓
力、和女友吵架感到情緒低落等。
步驟 2：拓展紓壓方法，積極尋找並列舉出
除了上網外，自己喜歡或適用的壓力紓解管
道。小宅因壓力大而選擇玩線上遊戲紓壓，可
想想除了玩遊戲還有什麼方法或是興趣是自己
喜歡的，例如和朋友一起運動、跟女友出門看
電影等。
步驟 3：觀察並重新安排生活計劃表。先觀
察及記錄自己一週的時間運用情形，接著規劃
每天的行程與待辦事項，空閒時間先填上有益
身心與社交的休閒活動，也要計畫出上網玩遊
戲的適當時間與長度。例如：安排打報告時
間，但也能有讓自己放鬆的上網時間或是跟女
友約會時間呢。
步 驟 4： 讓 自 己 只 在 計 劃 上 網 的 時 間 內 上
網。例如：計畫 8 點-10 點是遊戲時間，盡量
只在這段時間玩遊戲，其餘時間可利用做其他
事情。
步驟 5：持續追蹤每天上網行為及控制上網
時間，誠實記錄每天上網的活動內容與時間長度。
步驟 6：增加自我覺察與控制能力。每當感
覺到有壓力時，遠離網路、採取替代方式紓解
壓力情緒，例如運動或尋找友伴聊天紓發心情。
透過以上步驟希望能幫助小宅逐步地找到遊
戲與生活步調間的平衡，培養其他紓壓方法與
自我監控的能力，如果自己一個人難以調整或
是有其他需求，歡迎小宅隨時到學生諮商中心
預約諮商喔。祝福小宅在享受打怪的愉快過
程，同時也能兼顧真實生活中的課業與關係，
並給予自己一個健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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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至學生諮商中心網頁
(http://counseling.pccu.edu.tw)的 「個別諮商」
填寫 「初談預約單」



國劇校友們聯合演出 拋磚引玉吸引更多校友返校演出

組時報廣告金犢獎

董事長親自出席觀賞

錦瑟華年 懷舊觀摩演出風華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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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我們一起同台演出
的美好記憶！

廣告系 及 同學以 投資巷 入圍電視廣告類

本校總計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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