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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防災總動員 華岡演練一起來
首度增加中英文廣播宣傳 提升全校師生防災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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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為配合教育部
推動行政院 「國家防災日」 ,中國
文 化 大 學 在 103 年 9 月 25 日 早
上，實施全校性有預警地震避難
掩護演練，因應國際學生人數趨
多，今年首度增加中、英文廣
播，邀請外籍生加入演練，全體
教職員生認真參演，動作確實，
已能充分建立正確個人防護意識
及災害應變能力，演練全程圓滿
順利。
演 練 在 上 午 9 點 10 分 拉 開 序
幕，教室內所有師生先行收視
「防災演練」 宣教影片，接著 9
點 21 分透過廣播系統發布狀況，

創意獎 銀獎 佳績

黃元禧老師指導顏妤真、張育瑄、蔡惠心同學 為校爭光

廣告系師生團隊榮獲
4A

模擬校園遭強震襲擊，大家實施
1 分鐘就地掩護，以書包或課本
保護頭部，並躲於桌椅下或柱子
旁完成 「蹲下、掩護、穩住」 防
護動作。於地震稍歇後，大家立
即緊急疏散至空曠地集合,迅速完
成人數清查，逐級安全回報。
校安中心緊急召開應變會議因
應，同時設計獲報大仁館、大恩
館相繼失火，讓師生演練用滅火
器自救滅火，館樓自衛消防編組
立即編成進行災害搶救，山仔后
消防隊得到通報班通報後，火速
趕到支援滅火，其中救護班完成
救護站開設與作業，實施檢傷分

【文／周彥慶】
2014 年 4A 創 意
獎，由廣告系三年
級顏妤真、張育
瑄、蔡惠心在系上
黃元禧老師的指導
帶領下，創作出的
「魚水之歡有一
套，水到魚行夠安
靠」 作品，光榮奪
得 「學生組電視廣
告類-銀獎」 。該獎
項為國內兩大廣告獎之一，具有國際性的影響力與權
威性，是一項具有全球認證特性的專業廣告獎，廣告
系學生能獲該獎表現優異。
「4A 創意獎」 從 1991 年舉辦第一屆開始，至今邁入
第二十二年。舉辦的目的，在表揚傑出廣告創意作
品，彰顯業界對創意的觀點，提高創意水準，進而肯
定廣告人專業地位，是國內兩大廣告獎之一，具有國
際性的影響力與權威性，是一項具有全球認證特性的
專業廣告獎，因而，此創意獎項在廣告業界被定義為
「高標準的專業獎」 。從此次在國際級的評審團嚴格
把關下，很多獎項都從缺，便可以看得出端倪。
獲獎學生組題目為 「Student against AIDS！」 題目
內容強調現今網路交友氾濫、性觀念開放，一時歡愉
的背後所需承擔的風險有多少？希望透過學生的創
意，宣傳安全性行為的重要性，而獲獎的作品並將於
各大校園宣導。
國內近年學生罹患愛滋病的人數急遽上升，年齡層
也不斷地下降，造成個人及家庭莫大的壓力與痛苦，
且增加國家社會極大的負擔。
黃元禧老師表示，三位同學得獎作品是以廣告創作
3B(Beauty、 Beast 和 Baby) 中 的 Beast ( 可 愛 動 物) 和
Single Minded 原則下，夜以繼日持續拍攝，捕捉可遇
不可求的兩隻金魚互動的鏡頭，再搭配押韻、貼切的
Slogan 「魚水之歡有一套，水到魚行夠安靠」 ，終於
在決賽中博得評審團的青睞與肯定，為學校及廣告系
爭取到難得的榮耀。

類，傷患急救等災害防救模擬演
練。
李天任校長在演練計畫階段實
施任務提示時，特別強調此次的
演練主軸為 「三練一找」 亦即練
個人避難掩護,練人員緊急疏散，
練自衛消防編組，並找找該到校
的人在哪裡？並實施人員安全回
報,他並提醒所有師生在演練過程
中要特別注意安全。
李天任校長表示， 「九二一地
震」 讓我們體悟到地震的可怕，
如果平時我們能夠多一分準備與
訓練，在地震發生後，我們就能
依循平時的演練而能減少傷亡並

能將災害減至最低的程度。
李天任校長感謝山仔后消防隊
支援消防車及人員協助演練，讓
整個演練能夠更為逼真外。另
外，他也感謝軍訓室的設計規劃
以及各處室和所有師生的全力配
合，讓此次的演練能夠圓滿完
成。

2015 美國暑期實習 Work & Travel
歡迎來電預約洽詢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實
習，快速成為國際人！邊累積
工作經驗、邊賺取旅費，還有
一個月美國到處玩！你還在等
什麼？歡迎英文程度中上，18
至 29 歲在校學生，包含應屆畢
業生，個性積極負責。虛心受
教，獨立包容，並取得父母同
意者，均可報名參加，2015 美
國暑期實習 Work & Travel 期間
為 2015 年 6 月至 9 月間。每周二
或六下午 5 時，於文大山下大夏
館舉辦講座，歡迎有興趣同學
來 電 預 約 。 電 話: (02)
27005858 轉 8585 李小姐。
美國暑期旅遊計劃的主要精
神是文化交流，參與此活動的
學生，千萬不要只抱持打工賺
錢的想法，而是藉由此逼活動
有機會與美國居民有所互動，
融入美國在地生活與文化，與
來自世界各國參加此計劃的學

生交流，擴展世界觀，而薪資
部份大都只能補貼這趟旅程的
部份開銷。
實習地點為全美各地，大多
位於熱門的觀光景點或主題樂
園週邊，雇主類型以觀光、旅
遊、娛樂與季節性相關的行業
為主，包括主題樂園、水上樂
園、國家公園、度假村、旅館
餐廳等行業。工作類型為餐廳
內外場人員、廚房助手、收銀
員、售票員、銷售人員、房務
人員等。
為 提 供 美 國 暑 期 實 習 Work
& Travel 更充足的觀念，文化大
學推廣部特別舉辦說明會，每
周二或六下午 5 時於在文大推廣
部山下大夏館舉辦講座，歡迎
有興趣的同學立刻來電預約！
2015 美 國 暑 期 實 習 Work &
Travel 預約講座
http://studyabroad.sce.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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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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石油大學（華東）與文大簽約姐妹校
【文／李文瑜】中國石油大學（華東）與本
校於 13 日正式簽約姐妹校合作協議關係，開
啟雙方合作新里程碑。該簽約典禮由本校張鏡
湖董事長見證，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山紅紅
校長與本校李天任校長完成簽約合約書，雙方
承諾將提升兩岸文教交流互訪之約定。
張董事長說，非常歡迎中國石油大學（華
東）貴賓們蒞臨文大，大陸近幾年經濟發展相
當快速，肇因於對於科學教育的重視與培養，
此外，各種研究的觀念是以 「團隊」 之理念，
深耕研究，才有機會提升全面經濟教育的發
展，而這些都是未來台灣教育需要學習的地
方。
李天任校長致詞時提到，本校是台灣首先與
大陸以文教引領兩岸交流的大學，張其昀創辦
人曾為教育部長，推動包括清華大學、政治大
學等國立大學在台復校，對台灣的教育貢獻很
大。現任張鏡湖董事長為浙江大學史地系地理
組學士，美國克拉克大學地理學博士，1953
年即擔任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微氣候研究所研究
員，1954 年轉赴美國哈佛大學藍山氣象研究
所，負責全球土壤溫度變化與分佈之收集研究
計畫，完成《Ground Temperature》報告，由
哈佛出版社出版。自 1985 年接下張創辦人的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小辭典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建校 60 多年來，
是教育部直屬全國重點大學，國家 「211
工程」 重點建設和 「優勢學科創新平臺」
建設並建有研究生院的高校之一。中國石
油大學（華東）是中國大陸教育部和五大
能源企業集團公司、山東省人民政府共建
的高校，是石油、石化高層次人才培養的
重要基地，被譽為 「石油科技人才的搖
籃」 ，現已成為一所以工為主、石油石化
特色鮮明、多學科協調發展的大學。
學校重視國際交流與合作，已與美國、
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俄羅斯等 26 個
國家和地區的近 80 個高等院校和學術機構
建立了實質合作交流關係。聘請了近百名
著名專家、知名人士擔任兼職教授、名譽
教授和客座教授。近年來，國際合作交流
項目逐步增加，呈現出良好的發展前景。

教育使命，張董事長返回台灣推動文化大學經
營，至今文大已成為台灣的大學院校學生人數
最多的大學之一，尤其張董事長是台灣首位帶
領立法院委員們前往大陸參觀訪談，開啟持續
推動兩岸文教交流合作工作不遺餘力。
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山紅紅校長與其隨團貴
賓，包括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學校辦公室田豐
主任、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研究生院林承焰常
務副院長、中國石油大學(華東)計算機與通信

工程學院宮法明院長、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經
濟管理學院李雷鳴院長、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文學院王書亭院長、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招標
辦徐京明主任及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吳克華副主
任。
山紅紅校長說，文大的校訓是 「質樸堅
毅」 ，而中國石油大學(華東)的校訓是 「唯真
唯實」 ，希望兩校的交流以質樸堅毅為基底，
唯真唯實的深耕交流之路。

圖書館公用電腦座位管理系統 10 月 20 日啟用
【文／李文瑜】降低電腦佔位狀況，本
校圖書館購置公用電腦座位管理系統，10
月 20 日起正式啟用，透過該系統，可以有
效控管公用電腦資源。未來，全校師生如
需使用館內的公用電腦，包括 2F 多元學習
區 與 7F 視 聽 閱 覽
室，需先預約登記
後，才能使用，如
果有任何問題，請
洽圖書館參考室或
流通櫃檯。
圖書館公用電腦

座位應注意事項，圖書館館除各樓層站立
使用之公用查詢電腦外，所有公用電腦使
用前皆需先行預約登記。凡本校教職員工
生、持有本館校友借書證之校友，均可自
行預約登記，帳號密碼同個人專區。校外
人士與其他讀者如欲使用請洽參考室。
每人每次使用 2 小時，如同一台使用之電
腦無人預約，仍需重新預約，方可繼續使
用，該系統會於使用時間結束前 10 分鐘及 5
分鐘各提醒一次，請務必記得儲存，以免
檔案遺失，預約登記完成後，10 分鐘內未
登入使用，則自動取消預約。
文化大學圖書館不得自行安
裝任何軟體，大量下載資料或
進行違法拷貝、盜拷等違規或
侵權行為，如被查獲將立即停
用，並依圖書館或本校相關規
定議處，校外人士則移送法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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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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

滿園 秋色大學城
張創辦人心目中
張創辦人
心目中的華岡秋天
的華岡秋天

滿園秋色
文／張其昀創辦人
當秋季開學時，陽明山上的華
岡，正是秋光大好，滿園秋色的
時候了。回想民國五十一年的秋
天，第一屆研究生入學的時候，
只有八十位同學，到如今民國六
十四年秋，全校畢業生已經有了
一萬六千八百餘人。在校學生亦
達一萬六千一百餘人，分布於一
百一十八個學術單位。專任七百
三十一人。十三年來，師生人數
總共達三萬四千八百餘人。因此
一般人都說這裡是一所發展很
快，規模崇宏的學府。那麼，試
問它有什麼理想？它的特點是什
麼呢？作者久居華岡，晨夕與
共，當茲秋容在戶，另開新頁，
願就個人所知，分為十點，略述
短文，以為讀者告。
一、這裡是主張大學教育應與國
家經濟建設密切配合的地方。
具體的例證，這裡有很多學
系，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臺灣
是海國，除了基隆海洋學院之
外，中國文化學院海洋學系，在
公私立大學中是唯一的。前後七
屆畢業生共計三百十五人。海洋
學研究所，包括航運、漁業和海
洋地質的研究，前後兩屆畢業
生，共計十七位碩士。又如勞工

關係學系、土地資源學系、市政
學系、觀光事業學系、蠶絲學
系、青少年兒童學系、印刷學
系、化學工業學系的造紙學組和
陶瓷學組，都是獨特的，都是為
了國家經濟建設實際需要而創設
的。有一位部長曾稱華岡興學，
切於實用，便於就業，洵非虛
語。
二、這裡是主張大學教育應與國
家文化建設密切配合的地方。
蔣總統手著民生主義育樂兩篇
補述，於民國四十二年出版，九
年後中國文化學院誕生，把這部
書里許多理想，在華岡學院起而
實行，像美術學系、建築與都市
計劃學系、音樂學系、戲劇學
系、園藝學系，以及國劇專修
科、舞蹈專修科等。當十三年
前，本校初創時，可以說是簇新
的建設。當然國立師範大學也有
這些學系，但不及本校的完備。
後來本校又在中國文學系設文藝
組，也是全國唯一的。為什麼要
怎麼辦？正如民國五十二年三月
一日本校大成館落成時，某著名
大報記者所稱： 「要爲中國文藝
復興永奠宏基』 。這樣期許，自
不敢當，但確是我們努力以赴的

目標。
三、這裡是主張大學教育應與國
家思想建設密切配合的地方。
華岡建校之始，首先成立三民
主義研究所，是當時研究部十二
部門的第一位。三民主義乃為綜
合中西文化的結晶，亦即為思想
教育的核心。民國五十五年十月
二十九日，中華學術院在華岡成
立，與本校相輔而成。其宗旨在
於建立研究中華學術（簡稱華
學）一個重要基地，以期宏揚中
國文化與三民主義於世界。它的
出版物有英文本 『中國文化』 季
刊，世界著名大學圖書館都有陳
列，這是三民主義學術化重要刊
物之一。

四、這裡是倡導中國大學應以民
族復興為目的。
大學教育與民族復興最有關係
者，是文哲史地諸科。本校成立
伊始，既有哲學、文學、史學、
地學四個學系、各系並都有研究
所，除碩士班外，還都有博士
班，在公私立大學中，確實最完
整的。當代名師萃集期間，大規
模的、有系統的來整理中國文
字，中國歷史，中國歷史和中國
地圖，與共匪毀滅國文，毀滅國
史、攪亂版圖，成立極尖銳的對
比。這裡具體成績有中文大辭
典、正史新刊本、中華民國地圖
集與世界地圖集等。

時序進入秋天，陽明山風光正美，創辦中國文化大學的張其昀創辦人曾於
民國六十四年九月二十月日撰寫 「滿園秋色」 一文，直指華岡學園自昔開
闢以來，以啓山林，至今樓閣巍峨，廣廈連雲，向著 「大學城」 的目標而
邁進，其原動力是什麽？簡言之，就是一個 「行」 字。11 月 8 日校友返校
節，曾經在此的每一個華岡人或許總不免想念《那一年，滿園秋色》的華
岡，歡迎每一位學長姐請記得回母校走走，11 月 8 日，華岡相見。
五、這裡倡導大學教育應以復興
東亞為目的

雅量，在全世界各大著名大學中
是最難能可貴的。

不僅為復興中華，亦當為復興
東亞，且兩者互相憑藉，不容分
離。本校現設有東方語文學系，
分日文、韓文、俄文三組，又有
日本研究所，民族與華僑研究
所，中美關係研究所等，並與政
治、經濟、法律等學系與研究
所，經緯交織，互相配合。從世
界地略來看，民主國家的陣容，
東亞、西歐與北美三大區域，鼎
足而立。東亞諸國自古為東方文
化的發祥地，果能團結互助，合
作無間，則對西歐與北美，誠又
互相提挈，左右逢源的形勢。

七、這裡深信大學教育應以教訓
合一為理想。

六、這裡倡導學教育應以精神復
興為目的。
二十世紀後期，當為世界各大
宗教復興時期。宗教雖有血多派
別，但其共同的宗旨，既為敬天
愛人，共謀人類之精神復興。國
父曾謂吾國有取于西文文化者，
即為宗教。又謂振興宗教便是振
興道德，宗教研究對於三民主義
是有裨益的。本校並非教會學
校，因此對於世界各大宗教，反
而一視同仁。本校現設有佛教、
回教、天主教、基督教四個文化
學術研究所。雖正式課程未能列
入，但本于信仰自由之旨，讓師
生們自由參加演習。 又劉毓棠博
士所領導的道德重整運動，亦以
華岡為基地，像這種並行並育的

大學教育教務與訓導互相為表
裏。教室與課間活動，（亦稱課
餘活動）其價值是等量齊觀的。
本校有一百一十八個學術單位，
同時有一百一十個社團，一為教
授主持講習，一為學生自動自
發，兩者互相結合，構成了大學
生活的整體。準此而言，學生住
宿校内至為重要，屬於課後，得
以從事體育、音樂及休閒活動。
八、這裡深信大學教育以五育並
重為理想。
本校素以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
為理想，以博物館實施德育，即
以歷史文物與革命史蹟，為實施
民族精神教育的教材。又以圖書
館實施智育，以體育館實施體
育，以藝術館實施美育，以群育
館實施群育。五育並重，五館並
建，使大學生之生活，益臻充
實。本校每年有十大藝展，多彩
多姿，歷年都有進步，為社會各
界所重視。

系，其性質乃為永久教授，不需
要每年另發聘書。現本校聘有華
岡教授兩百一十人，他們都是資
深教授，對本校有過重要貢獻，
足以稱爲大學之柱石。又本校自
開辦以來，即以實行任期制度，
學系主任任期六年，研究所主任
任期八年，院長副院長任期各兩
年，其他一級主管任期均有規
定，其目的不僅為新陳代謝，勞
逸平均，亦寓獎拔後進之意，而
收人才輩出之效。
十、這裡也是矢志為力行哲學的
實踐篤行者。
華岡學園自昔開闢草萊，以啓
山林，至今樓閣巍峨，廣廈連
雲，向著大學城的目標而邁進。
其原動力是什麼？簡言之，就是

一個行字。從王陽明先生知行一
學説，國父知難行易學說，以至
蔣總統的力行哲學，繼繼繩繩，
薪火相傳，血脈相連。行就是
幹，就是要實幹、苦幹、快幹、
硬幹。事非經過不知難，必須從
事業上來磨鍊，方能求得創新的
智慧和實用的智慧。從力行中求
知真知，方能經得起磨折，經得
起考驗。不畏難，不憚改，百折
不撓，再接再厲。知行相輔並
進，作為事業成功最可靠的保
證。現代學術崇尚專門，人有專
學，學有專人，但分工乃其方
法，合作才是有目的。華岡興
學，所能給予學生的究竟是什
麼？本人以為最重要的，就是蔣
總統所倡導的力行哲學自強不息
的精神。

九、這裡是實行大學人事制度的
先鋒。
『大學教授』 的制度，在本校
首先倡導，稱爲華岡教授。所謂
『大學教授』 ，乃隸屬于整個大
學，而非屬於某研究所或某學

法學院 開設兩門跨領域學分學程
培養培養兼具都市規劃更新及企業需求之專業法律人
法學院今年開出兩門跨領域學分學程，包括以培
育符合企業需求之專業法律人才的 「企業法律學分
學程」 及以培養兼具都市規劃更新及相關法律規範
之專業人才的 「都市環境與生活法律學分學程」 ，
兩門課均以現今最熱門的跨領域行業，多熟悉一門
技術，進入職場一把罩。

企業法律學分學程
培育符合企業需求之專業法律人才
本學程主要在培訓及儲備 「企業法律」 相關專業
人才，使修習同學兼具法律及商學知識。課程內
容，包括商事法總論及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勞資
關係、企業併購、組織行為及管理學等最符合企業
需求之課程。本學程將提供學生跨領域之課程內
容，課程分別開設於法律系及國企系，培養同學企
業所需之企管及法律專業能力，且課程設計同時包
括理論與實務。修習本學程之同學，日後畢業後不
論從事企業管理工作或企業內法務工作，將更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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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競爭力，而成為企業最青睞之社會新鮮人。

都市環境與生活法律學分學程
培養兼具都市規劃更新及相關法律規範之專業人才
都市重劃與更新是台灣社會現今的重要議題，此
項重要工作的推展，除需要專業的都市更新、土地
規劃的專業能力之外，更需要相關的法律專業知識
作為順利推動都市更新的條件。為因應社會發展之
需求，特開設都市環境與生活法律學分學程，由法
律系及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分別開設民法總則、
物權、行政法、都市及區域計畫法、都市更新、土
地法規及行政權等課程，提供同學跨領域學習之機
會，使其兼具二種以上專業能力，提升就業競爭
力。修習本學程之學生，畢業後除可投入都市計劃
推動相關行業外或擔任公職外，更可參與不動產估
價師之專業認證考試，培養符合現代社會需求之專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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