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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人之風格

我是最愛讀書的人！

華岡給予諸君的，乃是一種精神，
便是艱難創業的精神，興於憂患的
精神，在逆境中挺然而立的精神，
不為環境所克服轉而克服環境的精
神。華岡人不是花房裡的裝飾品，經不
起風吹雨打的。我們乃如歲寒松柏，備嘗艱苦，櫛
風沐雨，胼手胝足，與大自然風雲變幻為伍，本著
校訓質樸堅毅的精神，隨時準備奮鬥，百折不撓，
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深信最後勝利和成功，一定
是屬於任重而道遠的志士仁人。

102 年度圖書館借閱最多的名單

【文/李文瑜】圖書館公布今
年借閱圖書排名前二十位，鼓勵
學生要多多利用學校資源。曉峰
圖書館藏書量是國內私立大學圖
書館藏書量第一名，每年規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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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五百萬元的圖書購置預算，讓
華岡師生享受讀書的樂趣。此
外，資訊典藏期刊及相關電子書
之類典藏量也是居國內大學圖書
館數一數二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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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青春
2014 畢業主題照

致青春畢業主題照－麻吉組

主題：華柑碰碰碰
故事：以前華岡是橘子園，所以
我們都是華岡之子，也就是椪
柑。不同學院，卻是打工的好夥
伴，畢業快樂！

主題：起飛的重量
故事：人生走到了十字路口，還
好有妳一起攜手，讓我們乘著青
春飛向未來吧！

網路硬碟存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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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畢業生各種校園
資訊停止服務訊息需掌握，避免
影響畢業時程。網路學生專區意
指當學期畢業生，已辦理網路離
校或領取畢業證書者，仍可使用
所有學生專區服務至當學期結
束，可至 8 月底，若尚未辦理網
路離校或未領取畢業證書者，可
再延用一個月。
畢業校友登入學生專區後，僅
提供下列校友服務，包含校園服
務裡的表單申請，課程課表查
詢，我的選課清單，分機查詢及
個人檔案我的記錄，個人資料設
定-個人密碼變更等。其中，遠
端儲存服務如網路硬碟及影像儲
存服務，將配合學生專區，將會
同步停止服務，請同學務必於學

本校以 「質樸堅毅」 為校訓， 「質」 是質直， 「樸」
是樸實， 「堅」 是堅強， 「毅」 是弘毅。質直樸實，
是實事求是的處事態度；堅強弘毅，是精益求精的惕
勵期許。求實則不落空，求精則不落後。辦學與求
學，唯有求實求精，方能止於至善，臻於教育的最高
理想。

給明日的華岡校友
主題：老師與我們
故事：農學院園生系老師簡伯容

致青春畢業主題照－情侶組

主題：無尾熊在抱樹
故事：就這樣抱到下一個世紀吧!

畢業生校園資訊服務停止公布

務必於學期結束前完成下載

各位華岡的校友們，是不是覺得出了社會工作後，一直都沒有機
會再學習呢？或是想擁有新的職場技能？今年為鼓勵校友再學習，
我們推出許多校友學習課程，多樣性的課程內容：資訊、語言、工
商管理類別，一定有您喜歡的，各位學長姐們可別錯過嘍！《 校
友優惠 》請見課程個別優待辦法。
各項課程洽詢電話可直接洽 02-27005858 分機 8373 莊梅櫻小
姐，凡是有興趣報名充電課程的校友們，優惠還會更多。
課程網站：http://ppt.cc/wSvZ

顧問／陳虎生、施登山

致青春畢業主題照－師生組

致青春畢業主題照－麻吉組

畢業充電 優惠更多

社長／李天任

張鏡湖董事長

致青春畢業主題照－情侶組

主題：當我們在一起
故事：力量，是當我們在一起的
時候，飛的越高，就是為了看的
越遠，謝謝我們彼此的珍惜，想
說的是：能夠有你們，真好！！

發行人／張鏡湖

質樸堅毅之精神

主題：華岡人飛揚
故事：畢業後就往更高的地方飛
吧！

致青春畢業主題照 －麻吉組

畢業專刊

張創辦人致詞於民國 57 年畢業典禮

102 學年度圖書館借閱書籍優異人員
1. 文學院
2. 農學院
3. 社科學院
4. 文學院
5. 文學院
6. 理學院
7. 外語學院
8. 社科學院
9. 文學院
10.新傳學院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6 日

期結束前，自行將檔案下載備
份。
校內公用電腦，含電腦教室、
印表室、數位學習中心、圖書館
及公用電腦區，當學期畢業生，
將於當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即 9 月
底或 3 月底，停止公用電腦及印
表機的服務(印表點數，請儘速於
服務停止前使用完畢。畢業校友
如欲使用公用電腦及印表機，請
攜帶相關證件，如身份證或駕
照，洽大義館 4 樓櫃台，進行開
通，僅可於當日使用。
校園無線網路部份則限當學期
畢業生，將於當學期結束後一個
月，即 9 月底或 3 月底，停止無
線網路服務，電子信箱則可永久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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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任校長
每年驪歌吟唱時，我們都以歡
喜與不捨的心情為畢業生祝福，
一方面慶賀畢業同學完成人生的
重要階段，一方面要與大家道
別，同學們歷經了過去幾年的努
力，完成了學業，是一件多麼令
人雀躍的成就，恭喜各位！本屆
計 有 博 士 生 71 人 ， 碩 士 生 548
人，大學部 4,485 人，推廣教育
部 666 人，共 5,770 人順利完成
學業，取得畢業資格，恭喜各位
同學們！
各位畢業同學，還記得才新生
入學，初上華岡的情景嗎？時光
匆匆，一轉眼多少的春風拂面，
淒風苦雨，在老師的諄諄教誨
下，已然飄過！各位就要學成下
山了。同學們能夠順利畢業，除
了自己的認真努力外，最應該感
謝的是家長，每一位同學從出生
到大學畢業的每一個成長過程，
家長們必然都付出了最大的心
力。今天看著各位披上學位袍、
戴上方帽，完成學業，各位家長
們必定感到無比的欣慰與驕傲。
同學們也更要誠摯地感謝師長，
因為師長們的教導與提攜，使各
位在文大學習的每一哩路可以走
得更堅定、更踏實。我們還要特
別感謝各位貴賓親友蒞臨，使今
天的典禮熠熠生輝，讓即將畢業
的同學們倍覺溫馨與榮耀。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創 校 至 今 52
年，創辦人張其昀博士以 「承東
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 為畢
生志業，創校理想八大目標、四
大特色，無不是極具崇高使命感
與利他情懷的。本校創校歷程備
極艱辛，張董事長鏡湖博士克紹
其裘，竭盡心力，帶領學校走出
困境，才有今日擁有 2 萬多名在
校學生、23 萬名校友遍佈全球
的規模。創辦人曾對大學生求學
與治學之精神有四點歸納，其中
一點就是 「致用與創業」 。學以
致用，是大家共同的心願；學能
致用，才能對社會國家作真正有
效的貢獻。創辦人認為：一個大
學畢業生在學校裡，受良師益友

啟迪，社團活動薰陶，都是在訓
練致用和創業的精神。畢業後所
能帶走的，當然很多，最重要
的，恐怕是創業精神。所謂創業
精神是無中生有，由小而大、由
少而多，由舊轉新的精神，就是
不怕失敗的精神，也就是本校畢
業生要堅持自己的理想、要有行
動力的人生，能堅定地面對現
實，勇於開創、接受挑戰。
親愛的華岡人，今日畢業之
後，你將揮別大學生涯，或繼續
進修，或邁入職場，謹代表師長
們期許大家：
都能成為真正堅強又勇敢的人，
具有端正的品格和謙遜的態度。
能夠在競爭的洪流中奮力向
前，即使失敗也能夠自豪而不氣
餒；在畏懼的時候不退縮，誠實
地認清自己，知道自己什麼時候
是軟弱的；有勇氣正視自己的缺
點，設法改正，勿投機、勿逃
避。懂得讚美別人的成功，謙卑
地求教與學習；在自己獲得成功
之際，也能夠謙遜溫和，不睥睨
他人的平凡。
自始至終都能夠懷抱理想，永不
放棄目標，成為樂觀進取的人。
畢業後不論選擇從事什麼工
作、什麼職業，永遠不要看輕自
己。面對價值紛亂的世界，請保
持理智和清醒，不流於短視與膚
淺。不要為眼前的利益而放棄自
己的理想與目標，不要為順應潮
流的瞬息變化而輕易改換了自己
的信念。未來有無限的可能，機
會總在轉彎處，只要不放棄，路
就在前方，理想也就在不遠處。

於外，方是修為；不要仗勢面容
姣好和聰明伶俐，讓言行舉止流
於浮誇；要能夠不停息地充實自
我，養成習慣常常讀一本好書，
做一件好事，反省一下自我，踏
實地走出自己的人生。
能夠擁有完整且健康的生活，並
常保充分的幽默感。
現代人低頭的時間過多，錯過
的事物卻不少，不妨停止滑動手
機，抬頭看一看蒼穹，相較於宇
宙，一切都顯得微渺。生命雖然
需要保持認真的態度，但不必過
於拘泥執著，把握機會涵泳於藝
術，利用時間勤於運動，它可以
活化心靈，使生命更加豐厚。
不妄想安逸，不怕挑戰，在順境
中知道感恩，在逆境中含淚微
笑，容忍挫折。
安逸讓人忘記理想，請善用自
己的智慧，管理自己的情緒，接
受挑戰，學會在挫折中調整自
己。遇到不順遂的時候，請儘管
流淚，讓情緒獲得徹底紓解，然
後微笑面對。逆境帶給人的成長
總是最多，挫折更能磨練我們的
意志、豐富我們的心靈。
做一個體貼溫暖的人，有能力愛
人，用心建構一個溫暖的家。
面對當前的社會現象，愈是離
經叛道、脫軌失序之際，心靈的
穩固與提升益形重要，朋友和家
庭的力量尤其不容忽視，學會愛
自己愛他人，可以讓社會少一點
苦難。將來各位會和心儀的對象
組織家庭，與配偶要同甘共苦、
互敬互信，對子女要關愛鼓勵、
支持尊重。給孩子適性發展，培
養他們健全的人格，勝於求取優

以行動力代替空想，展現真誠的
自我，摒棄浮誇的外在，成為一
個真誠踏實的人。
人生的面向是如此多元而豐
富，當大環境不盡如人意時，與
其不停地抱怨，不如面對現實，
從自我的改變開始，只有付諸行
動才能達成理想。不要為自己的
外貌擔憂，最美好的氣質，是一
個待人真誠的自我，誠於內而形

李天任校長

越的權位。不要因為自己的執著
而傷害家人，要以愛呵護家，要
讓家成為可以撫慰心靈的港灣，
進而安定社會、國家。保持自我
的尊嚴，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
平。畢業後步入社會，希望各位
能夠不媚俗，保持獨立自主的判
斷力，小心呵護自己的人格，除
非你向世俗妥協，無人能抹殺你
的獨立性，你可以和別人不同，
胸懷大志，堅持追求高遠的目
標，發 「振衣千仞岡，濁足萬里
流」 的宏願。
希望我們的畢業生都能保持一
份青年回饋社會、報效家國的理
想，發揚校訓 「質樸堅毅」 的精
神，追求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
美妙人生，永遠記住真正的偉大
是樸實無華，真正的智慧是虛懷
若谷，真正的力量是堅毅不
拔。不管世界潮流和社會如何
變化，真正優秀的品格才是永
恆無上的價值。
最後，希望各位都能做一個
受國家、社會、家庭肯定的優
秀華岡人！華岡以你們為榮！
今天離開學校後，明天就成為
校友，願你們記得華岡的美、
華岡的好，永遠以身為華岡人
為榮！祝福同學們鵬程萬里，
一帆風順。隨時與學校保持聯
繫，中國文化大學的懷抱永遠
為您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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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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 刻 掌 聲 是 屬 於您們

無怨無悔的青春 我們曾經擁有過

102 學年度畢業典禮文學院正冠、品學兼優代表

國企系四年級 曾沛宸

102 學年度畢業典禮文學院正冠、品學兼優代表，用優異成績表現寫下最精彩的大學故事，這一刻，光環是
屬於您們的！讓大家用掌聲與鼓勵，為每一位揮汗努力過的大學生響起最亮的掌聲，恭賀大家畢業！
所系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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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系別

受獎項

姓名

所系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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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所系別

受獎項

姓名

文 學 院

地理系 品學兼優 陳俊斌

森保系 品學兼優 葉俊良

新傳學院

中文碩 碩士正冠 賴丁霞

大氣系 品學兼優 吳佳瑩

土資系 品學兼優 廖信凱

新聞碩 碩士正冠 范晏萍

哲學系 學士正冠 陳玟君

地質系 品學兼優 石鎂鈺

生應系 品學兼優 陳冠琳

大傳系 學士正冠 蔡珮柔

哲學碩 品學兼優 杜金陵

生科系 品學兼優 葉柏宏

營養系 品學兼優 賴亭妤

新聞碩 品學兼優 蔡厚瑄

運教碩 品學兼優 楊嘉憲

法學院

哲學系 品學兼優 李沐潔

徐蔚人

學士正冠

徐慧珊

工學院

資傳碩 品學兼優 藍銘剛

心輔碩 品學兼優 王

碩士正冠

郭旭芬

機電碩 碩士正冠 葉彥德

新聞系 品學兼優 謝妤榛

教育系 品學兼優 劉宣麟

學士正冠

中文碩 品學兼優 李雨鍾
史學碩 品學兼優 莊小霈

教育學院
碩士正冠

鵬

陳薏婷

化材系 學士正冠 戴睿

廣告系 品學兼優 吳書伶

體育系 品學兼優 曹純玉

文學組 品學兼優 張雨賢

法律碩 品學兼優 張妙珈

材料碩 品學兼優 詹其昂

資傳系 品學兼優 黃千玳

體育系 品學兼優 林育圻

文藝組 品學兼優 謝雨靜

法學組 品學兼優 劉宛臻

機電碩 品學兼優 阮胡洪

大傳系 品學兼優 夏

國術系 品學兼優 葉靜怡

史學系 品學兼優 羅友維

財經組 品學兼優 許慈玲

化材系 品學兼優 王思博

外語學院

社會科學院

電機系 品學兼優 林士傑

英文碩 碩士正冠 戴淳文

中山所 碩士正冠 袁鈺鈞

機械系 品學兼優 林裕恆

韓文系 學士正冠 李庭妍

經濟系 學士正冠 陳筱芸

紡工系 品學兼優 劉又禎

日文碩 品學兼優 朱薇蓉

經濟碩 品學兼優 黃鐘霆

資工系 品學兼優 沈朝玄

音樂碩 品學兼優 黃妙蓮

韓文碩 品學兼優 蔡孟庭

勞工碩 品學兼優 張哲豪

商學院

戲劇碩 品學兼優 黃玉君

碩專

品學兼優 余還忠

英文碩 品學兼優 克氏英雪

社福碩 品學兼優 陳美君

國企碩 碩士正冠 江浩平

舞蹈碩 品學兼優 鄭維怜

進學

品學兼優 雷春華

日文系 品學兼優 黃煜智

中山碩 品學兼優 袁鈺鈞

資管系 學士正冠 鄭婷雯

國樂碩 品學兼優 陳尉娟

二專

品學兼優

韓文系 品學兼優 陳圓環

大陸碩 品學兼優 廖姵婷

國貿碩 品學兼優 張素麗

美術系 品學兼優 吳秉祈

俄文系 品學兼優 林若瑀

政治碩 品學兼優 連奎瑛

國企碩 品學兼優 游文婷

音樂系 品學兼優 鐘宛妤

英文系 品學兼優 陳儀璟

政治系 品學兼優 陸品萱

會計碩 品學兼優 翁偉銜

國樂系 品學兼優 黎容佑

畢業生致謝詞代表

法文系 品學兼優 郭旭辰

經濟系 品學兼優 陳詩筠

觀光碩 品學兼優 陳青玲

戲劇系 品學兼優 廖紘君

國企系 四年級

曾沛宸

德文系 品學兼優 黃毓婷

勞資組 品學兼優 趙上閔

資管碩 品學兼優 蔣培瑜

國劇系 品學兼優 吳尚樺

地理系 四年級

陳俊斌

在校生致答詞代表

理

學 院

寧

藝術學院

心輔系 品學兼優 王筱淳
鄭維怜

學士正冠

吳秉祈

碩專正冠

葉芷妘

美術碩 品學兼優 王國昌

進學正冠

王燕平

二專正冠

郭錦純

人力組 品學兼優 陳怡穎

財金碩 品學兼優 陳郁夫

舞蹈系 品學兼優 謝凱賢

化學碩 碩士正冠 何泓杰

社福系 品學兼優 周怡汝

國貿系 品學兼優 陳凱惠

環設學院

地理系 學士正冠 陳俊斌

行管系 品學兼優 張靜如

企管系 品學兼優 林聖貿

景觀碩 碩士正冠 陳家豪

化學碩 品學兼優 劉光峻

農學院

會計系 品學兼優 孫雅倩

市政系 學士正冠 鍾雅竹

地理碩 品學兼優 王鎂欣

生科碩 碩士正冠 陳炫任

觀光系 品學兼優 廖惠珊

市政碩 品學兼優 游佩璇

大氣碩 品學兼優 陳苡甄

生應系 學士正冠 王

麒

資管系 品學兼優 曾琪婷

建築碩 品學兼優 陳慶融

地質碩 品學兼優 吳宛錚

生應碩 品學兼優 謝伊恬

財金系 品學兼優 楊昀翰

景觀碩 品學兼優 陳家豪

應數系 品學兼優 黃羽伶

生科碩 品學兼優 潘日楠

市政系 品學兼優 鄭珮吟

物理系 品學兼優 詹雯玲

園生系 品學兼優 劉純鳳

建築系 品學兼優 庫哈列娃

化學系 品學兼優 劉育廷

動科系 品學兼優 辛雨庭

景觀系 品學兼優 江佳蓁

賀
文 學 院

理 學 院
應數系
大氣系
大氣系
大氣系
大氣系

曾慶君
錢皓群
黃威澤
吳佳瑩
廖翎彤

新聞系 2B

廖俞瑄

法律系法學組 2B

魏閤妊

畢業宣言代表
英文系 4A

續瑋珍

大氣系四年級

黃熠程

大傳系一年級

新聞 2B
劉苡青

列席參與畢業盛典頒發獎狀以茲鼓勵

法 學 院
法律系
法律系
法律系
法律系
法律系
法律系
法律系

李庭含
林毓鏇
許新連
陳品希
石雅瑜
謝佳琪
郭玫君

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 金蓓伶
社福系 黃鈺軒
勞工系 紀珮琪

勞工系
勞工系
勞工系
行管系
行管系

黃品蒨
黃毓淳
徐維君
涂瀞文
張妤丞

農 學 院
園生系
園生系
土資系
生應系

郭威廷
劉秉翰
張容菁
黃瑋欣

修之科目與學分，即可順利提前畢業。
這群學生得申請提前畢業的標準，包含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
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體育成績及格、軍訓成績七十分以上。免修習
體育、軍訓學制學生不受此限制，成績優異學生需系組主任推薦，送
教務處審查，提請行政會議核定後與該學年度或學期的畢業學生一併
發給學位證書。

工 學 院
資工系
化材系
化材系
化材系
電機系
機械系
機械系

廖偉宏
游芯妤
賴榕樺
莊惠雯
周思妤
陳信元
莊仁豪

商 學 院
財金系 黃舒筠
財金系 李盈慧
財金系 何子璇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財金系

郭峻瑋
蔡佩芸
蕭名芳
賴奕璇
李念慈
黃玉惠
吳松翰
高婉婷
謝宛婷
謝雨君
張雅晴
張嘉紜
陳恩婕

財金系
國企系
國企系
國企系
國貿系
國貿系
國貿系
國貿系

陳玠樺
陳冠程
簡維鑫
王嘉謙
Daniel Yeh
呂家宜
陳冠穎
石茜婷

新聞傳播學院
新聞系 黃郁涵
新聞系 黃心宇
新聞系 沈霈宜

新聞系
新聞系
新聞系
新聞系
資管系
資管系
資管系
資管系
資管系
資管系

王芸軒
陳昭希
張渝萍
范宜萍
趙健智
李旻珊
吳宗原
楊詔婷
黃瑞青
黃千芷

推廣教育部
進
二

學 林群偉
專 楊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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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都已身穿學士服，準
備離開學校。
今天，我們就要畢業
了，陪伴我們走過四年光
陰的中國文化大學，這裡
有我們所有人的回憶，想
起這些就好像昨天才發生
過一樣，還記得大孝館
嗎？那裡每到新生盃、系際
盃充滿響徹雲霄的吶喊聲；
還記得大義館嗎？這裡有許多
會資訊科技的男生；還記得大仁館嗎
?!這裡有無數充滿藝術氣息的女生；
還記得那一晚，是誰陪你一起聊著沒
有人知道的心事？那些歡笑與淚水交
雜的時光，我永遠不會忘記。
感謝，各位師長們的諄諄教誨，當
我們在人生與課業中失去自我時，如
黑夜中的燈塔指點我們方向；感謝，
一同切磋成長的同學們，在失落時彼
此鼓勵，讓我們能重拾勇氣；在開心
時分享喜悅，讓我們能一同向前邁
進！
更要感謝，一直以來，無怨無悔地
為我們付出，總是默默地支持著我們
的父母親。沒有你們我今天不會站在
這個舞台上。
在今天，你是否也跟我一樣，捨不
得離開？捨不得身旁陪伴著你度過這
四年的同學們，如果可以就給身旁的
同學們一個真誠的擁抱吧！。
最後希望大家能帶著滿滿一行囊的
期待與祝福，抱著滿懷的溫馨與感
激，踏上不同的人生旅途，展翅高
飛。
我是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級曾沛
宸，畢業快樂，謝謝大家。

大學，彷彿是為我們出社會之前做準備的跳板一般

典禮司儀代表

71 位華岡菁英提前畢業

【文 / 李文瑜】鼓勵修讀學士學位成績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
公布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即順利畢業學生名單，並邀請上台接受獎狀表
揚，總計有 71 位畢業生，以優異成績，足為華岡人努力求學之精神與
表率。
根據大學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訂定 「中國文化大學修讀學士學位成
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實施辦法」 ，凡是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成績優
異，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系組規定畢業應

史學系 黃于庭
哲學系 林君竑
哲學系 李沐潔

推廣教育部

碩士正冠

董事長、校長、各位師長貴
賓及親愛的同學們，大家
好。我是畢業生致詞代表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級
曾沛宸。今天很榮幸能站
在這裡，與大家一起分享
這四年來的喜悅、收穫、
以及感動。
九十九年夏天的一張榜
單，結下了我們今日的緣
份。那天一台台的 260、紅 5 公
車，載著青澀小大一的緊張、期待與
抱負，開進了仰德大道，開啟了屬於
我們的華岡生活。
回想起大一的生活，新鮮的宿舍生
活，與室友們分享宵夜、打打鬧鬧談
論著屬於女生的秘密心事；熱鬧的迎
新宿營，學長姊們熱情的舉辦活動、
關心大一新生的我們，讓我們更加認
識這所學校；熱情的好朋友，每天上
學都會有他們歡笑聲，因為這樣因
素，讓我對環境不再陌生，甚至，我
開始愛上了這所學校─中國文化大
學。
大二大三開始，我們進入忙碌的大
學生活，同學們開始為了大學三學
分-學業、社團、愛情努力，而我踏
進了社團，開始了：燃燒自己、照亮
別人、盡我心盡我力，為社團為人群
的不歸路。
我永遠記得，每到夜晚百花池、大
恩館、大賢館充斥著屬於社團的活力
聲響，在滂沱大雨的季節裡，不管風
吹雨打、雲霧繚繞，依舊要到學校上
課。在天氣晴朗的夜晚，後山的美景
更陪著許多情人以及失意的朋友一起
共度。回想起來，這些四年的時光中
最深刻的記憶，這一切依舊清晰，但

我是新聞 2B 廖俞瑄，很榮幸代
表學弟妹們獻上我們最誠摯的祝
福～並在此恭喜學長學姐們順
利畢業！
還記得剛通過學測第一階
段，在緊張又滿懷期待的心
情下，我第一次踏入了文化
的校園，穿著一身正式的服
裝，準備第二階段的面試徵
選，現場充滿著嚴肅、壓抑的
氣氛；輪到我在門口等候時，腦
海中不斷浮現出等一下將要面試的
情景，教授會問什麼問題、而我該如何
應對…，所有的一切都令人感到緊張不
安，這時，負責引領接待我們的學長
姐，親切地和每位等待的面試者交談，
並微笑著對我們說： 「不要緊張！放輕
鬆就好了！」 ，學長姐的親切，瞬間緩
解鎮定了我的情緒，這樣的溫暖與熟悉
的親切感，讓我感謝、回味至今。
後來，通過了面試徵選，為自己成為
真正的大學生歡欣鼓舞而尖叫；從新生
茶會到迎新宿營，學長姐們認真籌備每
個活動，帶領著我們與新同學熱絡的互
動，還有直屬學長姐熱情地告訴我們關
於文化大學的大小事，種種專屬於新鮮
人的興奮與期待至今還記憶猶新。學長
姐們的用心，不僅拉近了我們彼此的距
離，更增進了我們對文大的認同感，讓
我們漸漸融入文化這個溫暖的大家庭。
還記得那撐不了傘的荀子路(仇人

地理四
山城悄悄怒放的鳳
凰，點燃夏季的蟬
唱，晨間迷濛的輕
霧，透著一股微微
的惆悵，而我們在
此刻將要遠走四
方。四年前，初次
踏入華岡校園的我
們都曾穿梭在荀子大
道上，有懷疑、有困
惑，在偌大的校園中迷
失方向；四年後的此時此刻，
樹木依舊蓊鬱蒼翠、天空仍然
一片湛藍，但是，荀子大道上
的每一步，卻已經是眼中最熟
悉的風景。
依稀記得剛脫離高中生活錄
取中國文化大學的喜悅，記得
新生茶會與新同學第一次接觸
的羞澀，但現在卻已經是坐在
你我身旁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記得第一次與文大的接觸，搭
上新生專車，一路上窗外的仰
德大道盡是蓊鬱，身為新生的
我們，與學校的第一次接觸，
因為學長姐的熱情，讓我們忐
忑不安的心情，逐漸被一種彷
彿前世命定的熟悉取代，我知
道從此我就是華岡人了。
曾經陌生的華岡，如今成為收
藏回憶的城堡，多少未曾奢望
的夢想在這裡悠揚高飛，多少
不敢期望的願望在這裡熠熠生
輝。還記得，努力與歡笑交織
出的校際比賽、竭盡心力投入
的社團活動；還記得，同學們
認真奮鬥的背影，和滴滴為考
試挫敗而流下的淚水；還記

得，同學們互相扶持度
過的無數挑戰、師長
們耐心的化雨春
風，在光陰中縱情
奔馳，彷彿永遠不
用面對終章的到
來。如今，當驪歌
開始悠揚，記憶卻
如此銘心刻骨，感動
與不捨將我們緊緊相
繫，但又怎能羈絆住浩
蕩前行的時間呢？
無怨無悔的青春，我們曾經
擁有過；繽紛絢爛的回憶，我
們曾經創造過。那麼，豈能在
面對岔路時畏懼駐足呢？再回
首，天空澄澈依舊，我們確確
實實地飛越過這片雲霞輝映的
穹廬。別因望不見眼前的路而
不相信未來，讓我們懷著感恩
的心，以堅定的理想為軸，以
師長們的諄諄教誨為翼，秉持
質樸堅毅的態度，展翅凌空，
高飛在繽紛的全新世界。
草山的風依然輕拂臉龐，不
管走到哪裡，我知道有個記憶
會永存你的心房。我知道你會
記得山城細雨的微涼，記得夜
來輕風的清爽，而我會記得那
年初初的緣起，也記得我們曾
經同在這裡。風吹柳花枝條飄
搖，欲行不行的時刻且各進觴
吧！喝完這一杯，就放心展翅
高翔，穿越一堵堵的高牆，燦
爛的前景就在前方。謹祝 全
體畢業生鵬程萬里，珍重再
見。

請不要害怕孤單 別離只是下一段路的轉角

廖俞瑄

坡)，是我們每天的必經之路；記
得總在大孝、大恩上演被強風吹
著跑的窘境；還有突然飄來的
一大片濃霧，伸手不見五指，
誇張的需要用聲音來辨認同
學們彼此的身影；下課時，
總要從大排長龍的公車隊
伍，拚命擠上爆滿的紅五；到
了晚上，我們擁有可以眺望整
個大台北的後山，是我們看夜
景和聯絡感情的好地方；凡此種
種，都是專屬於文大與我們共同的
記憶。
在學習的路途上，我們結識了許多志
同道合的好友，從陌生到熟悉，在失落
時互相的鼓勵與支持，在歡樂時共同分
享與成長，還有師長們諄諄不倦的辛勤
教導，這些過程中的美好以及華岡人的
熱情，都已經濃縮在我們彼此的心目
中，此時此刻，請別忘了向我們的師長
以及身旁的同學們說聲謝謝！
畢業不是結束，而是另一段嶄新人生
的開始。大學，彷彿是為我們出社會之
前做準備的跳板一般，藉由這個跳板，
希望它能讓學長姐們百尺竿頭，更上一
層樓！最後，我謹代表在校生祝福學長
和學姐們，希望你們都能夠在人生的舞
台上，實現自己的理想和願望，進而綻
放最耀眼的光芒。祝福各位學長、學姐
們，前程似錦，鵬程萬里！

陳俊斌

法律學系 2B
夏日的微風吹拂，
飄起淡淡的木棉花
香，空氣中也夾雜
著濃濃的離別氣
息。今天是個擁
抱的日子，擁抱
陪伴著你們四年
的校園，擁抱你們
身旁總相互扶持的
朋友。
此刻的你們正想些什
麼呢？靜悄悄的，過往回憶
湧上了心頭。四年前你們踏
入了中國文化大學，開始在
山岳美景中生活與學習，歲
月使你們多了成長與體悟，
更增添了成熟與智慧。你們
以熱情帶領我們學弟妹們朝
向你們的步伐，以耐心與關
愛教導我們許多生活的哲
學。謝謝你們帶給大家的青
春活力，謝謝你們為學校所
做的任何付出與努力，謝謝
你們成為華岡人！為你們自
己的人生綻放美麗的花束！
而今，你們即將邁入新的
里程，脫去褪舊的自己，望
向全新的目光。每位學長學
姐們，都在生命的旅程中不
停地輾轉向前，從一個舊的

魏閤妊

結束，到另一個新的
開始。今日回首，
便感到開心與趣
味，因為生命很
豐富很精采很好
玩！生命，就是
在不斷的經歷中
得到完美，在釋懷
中得到解脫，在慢
慢的回味中懂得珍
惜。未來的樣子，只有
你們自己想像得到。請讓想
像變成真實，讓未知變成可
能，最重要的是要成為自己
所希望的樣子！
請不要害怕孤單，別離只
是下一段路的轉角，人生的
路未知且漫長，每個人都有
自己的夢想與方向！而自己
所擁有過的生命風景，也一
直存在於你們的心中，並沒
有離開過，默默地激勵著你
們今日的生活。
請記住你們現在的笑容，那
燦爛美好的笑容！希望各位
學長姐們能以笑容走向無數
個明天！
我是法律學系二年級 B 班
魏閤妊，謹代表全體在校
生，祝福你們畢業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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