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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姐妹校湖南大學貴賓蒞臨，
本校張鏡湖董事長、李天任校長出席與貴賓相
談甚歡。趙躍宇校長說， 「實事求是」 為湖大
校訓，而文大的校訓為 「質樸堅毅」 ，兩校培
育人才的理念相近，未來透過人才交流與學術
合作，可望提升兩校姐妹校之關係。張鏡湖董
事長提到，本校與大陸高校往來合作密集，相
當高興湖南大學姐妹校校長來訪，希望未來交
流更密切。

今年參訪文大由湖南大學趙躍宇校長率團，
隨團出席貴賓包括嶽麓書院朱漢民院長、法學
院杜鋼建院長、金融與統計學院楊勝剛院長、
設計藝術學院何人可院長、新聞傳播與影視藝
術學院彭祝斌院長、馬克斯主義學院陳宇翔院
長、中國語言文學院郭建勳院長及經濟與貿易
學院張亞斌院長。

李天任校長表示，中國文化大學以發揚中華
文化及學術為宗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文
學、史學與哲學，近代西方文明的優點在科學

與民主，而中國文化的振興必須 「承東西之道
統，集中外之精華」 ，達到東方與西方、人文
與科學、藝術與思想、理論與實用的全面結
合。本校辦學，人文科技並重，教學與研究兼
顧，以復興中華文藝的華學基地自許，以培育
五育兼俱、學以致用的人才為己任，進而建設
一所國際性的綜合大學。

文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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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躍宇校長說，湖南大學前身之一的湖南公
立工業專門學校，曾將 「實事求是」 作為校
訓，校長賓步程先生撰寫的 「實事求是」 匾至
今仍然懸掛在嶽麓書院講堂。1930 年代，湖
南大學曾經以嶽麓書院講堂中的碑刻 「忠孝廉
節，整齊嚴肅」 作為校訓，這兩校訓就是培育

人才之重點，與文大校訓理念相近。
湖南大學位於中國湖南省長沙市湘江西岸的

嶽麓山東側和西北側，是一綜合性國家重點大
學及國家 985 工程和 211 工程之重點建設大
學。湖南大學前身可溯源至創建於公元 976年
的嶽麓書院。1903 年嶽麓書院改制為湖南高
等學堂，1926年定名湖南大學。

【文／李文瑜】本校申請科技
部 103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文大獲核定補助達64件，居全國
大專校院第 6 名；科技部日前公
布 102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
究創作獎名單，文大教育學院體
育學系劉祐君同學及推廣教育部
鍾仲堯同學獲得科技部頒發研究

創作獎，華岡學生研究實力再度
獲得科技部肯定。

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是科技部
每年從各校經核定補助之大專學
生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報告中，經
審查後評定為成績優良及有創意
者，由科技部頒發研究創作獎，
每年獲獎計畫僅 100 件。102 年
度獲科技部核定補助之大專學生
研究計畫共有 2,278 件，因此只
有約 4%的同學可以獲得研究創
作獎，本校有 2 位同學上榜，實
屬不易。

體育學系劉祐君同學獲獎研究

計畫的名稱為 「水中阻力及陸上
負重增強式訓練對運動誘發 Th1
型、Th2型及Th17型細胞激素失
衡之影響」 ，指導老師為吳慧君
教授。數位媒體學士學位學程鍾
仲堯同學獲獎之研究計畫的名稱
為 「工作熱情、工作生活平衡與
生活滿意度之關聯性」 ，指導老
師為郭彥谷助理教授。

獲獎同學每人可獲得科技部頒
發二萬元獎金及獎狀一紙，科技
部並頒發獎牌一座予其指導教
授。為感謝老師辛勞，本校亦頒
發一萬元獎勵金，以資鼓勵。

本校近年來推動教師指導學生
研究創作，鼓勵學生從做中去學
習，已收明顯成效。學生獲得科
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不但可
獲得老師個別指導，科技部亦會
補助研究助學金：包括每位學生
每月新臺幣四千元，八個月計新
臺幣三萬二千元及一萬五千元額
度內容的補助耗材、物品、圖書
及雜項費用。對於有意要繼續申
請研究所深造者，科技部大專學
生研究計畫更是有利的敲門磚。
近日研究發展處將徵求下一年度
計畫，鼓勵全校師生提出申請。

姐妹校湖南大學趙躍宇校長蒞臨文大參訪
張董事長 務實推動兩校學術合作 人才交流

本校 2位學生榮獲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
全國僅 4%學生可獲研究創作獎 華岡學生研究實力大放異彩

【文／李文瑜】 「華岡三創講堂」 ，本週正
式登場！每周四晚上 18時至 20時 30分在大恩
館 102教室舉行，邀請由傑出校友組成的夢幻
演講團隊，為大家分享創業的故事，有苦有
樂，更有成功創業經驗的精彩提醒，藉由學長
提攜學弟妹，打造華岡人的創業新時代。

由本校中國文化大學共同科目與通識教育中
心、學務處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及中國文化
大學校友總會共同舉辦的三創系列講堂邀請歷
屆各系所的校友們分享屬於他們的創業故事，
活動相當精彩，歡迎曉峰學苑苑生、對創業有
興趣的文大師生，請至本校活動報名系統搜尋
華岡三創講堂線上報名，或至職涯發展與校友

服務組現場填寫報名表。名額有限，請把握！
「三創」 (C.I.E.)是新時代在知識經濟中最

重要的三項競爭力元素—創意(Creativity)、創
新(Innovation)、創業(Entrepreneurship)，本學
期共同打造一系列具新時代意義的三創系列講
堂。

夢幻演講團隊包括現任集思會展事業群葉泰
民執行長（觀光碩）、常松生技公司楊揚總經
理（生技所）、吳照明寶石教學鑑定中心吳照
明董事長（海洋所資源組）、重威企業有限公
司廖永源董事長（企管系）、普萊德科技
（股）公司陳清港董事長（應數系）、禾拓規
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許晉誌董事長（景觀

系）、金良興窯業股份有限公司易榮昌董事長
（地理系）、采風樂團黃正銘團長（國樂
系）、崴航集團曾俊鵬總裁（航運碩）等 9位
校友。

學務處期望透過學長們在業界的經驗，針對
創業的動機、組建創業夢幻團隊、創業資金規
劃與管控、創業成本分析、創業計畫書撰寫、
創業行銷規劃與運用技巧、創業陷阱面面觀、
創業法律面向及財稅(務)問題、成功創業經驗
分享等面向，提供學弟妹全面性的創業思維與
實務經驗，藉由學長提攜學弟妹，打造華岡人
的創業新時代。

【文／李文瑜】為達成學校教育目標，培育學生運用知識
服務社會之能力，培養質樸堅毅之品格，提升互助合作、誠
信負責及關懷友善之公民素養，鼓勵學生多多參與服務學
習。今年學務處於 『個人平日志工服務學習』 的課外服務學
習新增項目，同學可任選下列機構之一，自行接洽順利完成
服務。

每周一至周六，包括創世基金會、華山基金會、人安基金
會、聖安娜之家、賽珍珠基金會及榮祥頌恩老人養護所、陽
明教養院、靖娟基金會等。

教育部為鼓勵大專校院學生與志願服務及培養學生就業核
心能力，鼓勵各大專院校成立服務學習推動單位，規劃服務
學習課程，於通識課程開設服務學習必修零學分課程，或將
原有學生社團志工服務結合服務學習、社志社團服務學習方
案計畫，或於專業課程融入服務學習，或與實習課程結合服
務活動等，以推展並落實服務學習。

本校於 100年 5月 31日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
國文化大學服務學習實施辦法」 ，自 100學年度起入學之大
學部學生，應於大一完成 1學期公共服務學習，大二以上完
成 1學期專業課程服務學習、社團服務學習或公共服務學習
（3 選 1），每學期服務時數 18 小時（含服務、講習、反思
與慶賀），才認定其完成服務學習。

服務學習網站：
http://servicelearning.pccu.edu.tw/bin/home.php
本校服務學習相關業務承辦人及洽詢電話：
校園公共服務學習：大恩館11樓總務處

林志成先生02-28610511-13206
專業課程服務學習：大恩館10樓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曾介韜02-28610511-11211
課外服務學習：大恩館2樓課外活動組

李燕美02-28610511-1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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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華岡人現身說法 傳承事業成功秘訣
華岡三創系列講堂 歡迎在校學弟妹共襄盛舉

體育學系劉祐君同學研究計畫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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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本校通過由行政院國家永續
發展委員會舉辦之 「103 年國家永續發展獎」
教育類之初選審查，10 月 6 日將進行複評，由
於文大毗臨陽明山國家公園，為一所綜合性大
學，具有相當高的學術專業多樣性，針對評選
標準之一的實施成果，本校訂定的永續教育計
劃頗具特色的是建立草山生態旅遊學習型網
路，透過整合陽明山不同地區的計劃串連，體
驗不同環境底下的感受與景緻，間接了解與認
識陽明山地理環境的特色。日前本校由環設學
院與本校環安衛中心共同舉辦八煙聚落考察
團，體驗由本校環設學院師生一本永續經營概
念維護及發展之周遭地區，體驗都市聚落裡的
鄉村之美，也讓更多師生了解環境永續發展之
重要性。

根據提審之報告，本校基於環境永續發展是
個長遠的理想與願景雖未能一蹴可及，但相對
的 「永續發展教育」 卻是個務實而需要循序漸
進的工作，從中國文化大學與陽明山的地緣關
係，以及本校所應扮演的環境倫理、正義與教

育的角色來看，本校在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與
環境教育的責任促使下，持續推動的 「永續發
展教育」 工作幾乎沒有停下來的一天。

文大更因緊臨陽明山國家公園與山仔后美軍
眷區保存區，學校周邊不但具有相當豐富的歷
史、人文與地質資源，也具有高度的生態多樣
性，再加上無圍牆校園的特性，結合院所之專
長與周邊臨里社區的互動性具有相當好的條
件。 「103 年國家永續發展獎」 教育類評選基
準分為學校政策與空間管理、永續發展教學、
生活環保實務、人文關懷及社區參與四大層
面，本校因位處地理位置豐富，因此透過學術
與社區結合，整合陽明山不同地區的計劃串
連，讓更多的師生與社區居民，甚至邀請更多
觀光族群，讓生活在台灣的民眾能體驗不同環
境底下的感受與景緻，間接了解與認識陽明山
地理環境的特色，感受台灣之美。爰有 「八煙
聚落生態體驗與周遭社區互動交流之行」 。

八煙聚落考察團由本校環設學院景觀系郭瓊
瑩主任與地研所王鑫教授及本校研發處企劃組

組長王翔郁師生團隊、環安衛中心及公關室同
仁等相關研究團隊一起前往觀察台北後花園之
美的八煙聚落。八煙聚落海拔約為 320 公尺，
氣候深受東北季風影響範圍，受到地形及氣候
影響，其平均溫度約比台北市約低 3 度。冬季
受東北季風吹拂，潮濕多雨；夏季水氣氤蘊，
時常雲霧裊繞。加上野溪溫泉地熱生煙， 「八
煙」 意象油然而生。

該聚落位於國家公園內，地形南高北低，故
聚落水圳自南面引水後，順應地形灌溉梯田。
區域水系則是匯入北磺溪流域。八煙屬於火岩
地質不僅地質鬆軟，多含風化碎石，土質則呈
現弱酸至中度酸性。由於地下水位高、水質清
澈、生態豐富，以及山澗水量豐沛，霧氣長年
迴繞，加上附近的八煙溫泉源頭、水生植物和
土馬騌，綠絨絨如地毯般，使得八煙聚落的梯
田景觀、豐富的人文與生態特色，成為當地獨
特的資產。

【文／李文瑜】配合本校願景、特色及高等
教育與社會職場發展趨勢，並結合時代尖端科
技專業領域產業，增進學生在未來職場上之競
爭優勢，特與 ESRI ArcGIS 台灣總代理互動國
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於 2014年1月首次
舉辦全國第一場ArcGIS軟體基礎認證考試，本
次考試包括本校市政系、地理系所、建築所、
景觀系所與資工系共計 43人參加，在通過學科
與術科的測驗後，共有景觀系 2 位同學及地理
研究所 1 位同學通過考試並獲得專業認證證
書。

ArcGIS 為近年來發展空間資訊領域的重要
技術之一，空間資訊領域蓬勃發展至今，結合

了自然、人文跨領域研究與應用，其應用領域
涉及廣泛如國土規劃、環境監測、氣候變遷、
都市規劃等政府議題及醫療服務、運輸導航及
休閒娛樂等民生議題，而GIS 在未來智慧城市
的推動，更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環設學院將於明年 1 月下旬聯合互動國際數
位股份有限公司，持續舉辦 ArcGIS 專業認證
考試及空間資訊教育訓練課程。專業認證考試
分為學科（包括 GIS 理論與 ArcGIS 操作理
論）與ArcMAP 實機操作（包括繪製地圖與資
料編輯）等兩部分，歡迎同學踴躍報名參加，
證明自己的軟實力！

綠能科技學程

因應政府目前正致力於綠能科技的技術開發，希望
能建構節能減碳、綠色的生活環境，並積極推動替代
能源的研究開發，例如太陽能電池、燃料電池，又提
倡綠色建築及電動車等低消耗能源或低排碳生活議題
方面的研究。因此本校工學院決定開設綠能科技學
程，結合人文創意，以培育相關人才。

本學程包含工學院、理學院、農學院及環設學院等
跨院系課程，內容以針對綠能科技之主題，將其原本
分屬各院系之專業課程聚集在同一主軸上，使學生能
獲得整合性之學習機會。學生在畢業之後，可投入與
「綠能科技」 等有關的就業市場，例如太陽能電池、

燃料電池等，並帶動我國前瞻生活科技產業之發展。

資訊安全工程與應用學分學程

本專業學分學程主要在培訓及儲備資訊業務的資安
知識與技能，包括：資安概論、個人電腦安全、email
安全、網站安全、儲存媒體安全及資安法律基本認知
等能力。修課後應具備資訊系統的安全防護認知與技
能，包括：軟體的弱點與修護、防護軟體的原理與應
用、密碼學等。並了解資安事件的通報程序與事件處
理能力，應熟悉稽核項目的要求與資安稽核技巧等能
力。除一般日常資訊業務之資安認知外，另需具備資
訊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置能力，包括風險評鑑與管理、
資安政策與程序的撰擬等。未來朝向輔導學生通過相
關資安認證。

智慧生活學分學程

智慧生活學分學程是在培育無線感測、視聽多媒體
娛樂、遠距醫療照護、居家安全、家電自動化與電力
節能監控等智慧型生活方面的相關人才，以建構健
康、舒適、安全的生活環境。本學分學程使學生能獲
得智慧生活整合性之學習機會及技術。使學生在畢業
之後，可投入與 「智慧家電」 、 「智慧型建築」 、
「多媒體設計製作」 等有關的就業市場，例如3C產

業、電腦動畫設計等，並帶動我國前瞻生活科技產業
之發展。

跨領域學分學程成立宗旨

面對全球化的時代，以往大學校院傳統學系培育

單一專業領域之人才，已漸漸不敷潮流所需，為能

與產業發展與社會趨勢相銜接，本校運用學科領域

多元的優勢，配合國家產業發展推動跨領域學習，

設置專業學分學程及跨領域學分學程，以培育出具

多元領域能力之人才。

本校開設之專業學分學程及跨領域學分學程分別

表列，學生可點選學分學程名稱查閱各學分學程特

色介紹及實施要點（含申請相關事項及學程科目

表）。不論博士班、碩士班或大學部學生，皆可依

自身興趣隨時申請修讀，修讀完畢後可獲頒學分學

程證書，為未來職場之競爭優勢加分！

跨領域學分學程Q&A選修方式
免付費、手續簡便、隨時受理：同學可直接到教務

處教務組辦理無門檻、自由選擇、學分學程之同學

可直接登入教務組網站填寫跨領域申請表。

全國首推 ArcGIS 專業認證 三位同學獲專業認證書

本校通過本校通過 103103年國家永續發展獎年國家永續發展獎 教育類之初選審查教育類之初選審查
成立跨領域永續教育推動小組成立跨領域永續教育推動小組 務實推動環境永續發展務實推動環境永續發展
教 育教 育

工學院 跨領域學分學程
前瞻生活科技產業 培育人文創意科技跨界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