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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屆華岡青年當選名單出爐
共 35 名優秀同學脫穎而出 5 月 30 日舉辦頒獎典禮

凡是本校學生、校友及教職員台灣飛往特定航點享有優惠

【文／朱昱霖】本校與東方航
空合作，凡是為文化大學在校
生、校友及教職員，均可享有由
台灣直飛大陸地區或經上海轉機
美加、歐洲、紐澳的全航單程機
票或來回機票，輸入指定促銷代
碼 ， 即 可 享 有 機 票 88 折 的 優
惠！李天任校長與施海波總經理
期許雙方未來在各方面可以有更
多的合作機會！
目前提供的大陸地區航點有虹
橋、浦東、合肥、青島、無錫、
寧波、武漢、南京、鹽城、蘭
州、南昌、太原、西安、銀川、
昆明與常州。美加地區航點有洛
杉磯、舊金山、夏威夷、紐約、
溫哥華、多倫多。歐洲地區航點
有巴黎、羅馬、法蘭克福、倫
敦、莫斯科。紐澳地區航點則有
雪梨、墨爾本、凱恩斯、奧克
蘭。

預定行程購票完成相關選擇
後，於促銷代碼欄位輸入
【PCCUMU】，如未輸入完成，
付款後不可追朔要求優惠，請同
學務必注意！
李天任校長表示，因為目前收
大陸學生就是私立學校、公立學
校就是研究生，所以我們是最大
宗的，現在在台灣的陸生就有 2
萬多人，光是春季班，如果你們
有好的方案針對陸生，不只是陸
生，還有從台灣到大陸的優惠，
而且目前從上海到歐洲相對便
宜，學生最在乎的是票價的優
惠，希望未來與東方航空能有更
大合作空間。
施海波總經理表示，東方航
空相當重視與文大的合作關係，
未來將針對文大教職員生設計出
更豐富的套票或產品。對於合作
的構想，希望將東航的全航線加
入東南亞航線，未來只要東方航
空航線能覆蓋的，均希望能給文
化大學的教職員工跟學生享受最
優質的票務與訂票優惠。
東方航空文化大學優惠專案網
站 ： http://tw.ceair.com/muovc/
main/zh_TW/promotion/2015/
PCCU/index.html

學務處課外組提到，以上得獎
之 35 位同學均是經過層層關卡考
驗而後脫穎而出的優秀青年，他
們今天的成功是之前努力付出的
成果，他們卓越的成果也值得我
們模仿與學習。預計將在 5 月 30
日公開舉行頒獎典禮，同時 「第
50 屆華岡青年特刊」 也擬於當日
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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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校湖南文理學院蒞訪
張董事長：與姐妹學校建立合作關係 擴大兩岸高校交流
俄國交換生米拉用中文朗誦：華岡人很溫暖
俄羅斯、東南亞美食超特別

本校與中國東方航空公司合作

三吳禕珏、土資三 紀元婷、紡織
三徐語彤、資工三 B 林詩庭、新
聞三陳宜加、廣告四 B 高子琄、
廣告四 B 范懋宸、資傳四 B 王品
蓉、戲劇四潘健智、舞蹈四蒙慈
恩、市政系四莊畫晴、教育四蔡
承樺、體育四 A 張羽萱、體育四
B 陳詠琛、國術三施涴筑、心輔
四謝合旻、運健三余明翰。

僑遇 華岡

【文／林怡馨】第 50 屆華岡青
年當選名單出爐，今年共選出 35
名優秀同學，將於 5 月 30 日公開
舉行頒獎典禮，同時預計於當日
出版 「第 50 屆華岡青年特刊」 。
李天任校長致詞時提到， 「華
岡青年」 是本校表揚優秀學生之
最高榮譽，今年已邁入第 50 屆，
各系推薦之華岡青年候選人經過
「校史及校務發展測驗」 及 「優
良事蹟書面審查」 兩階段試驗篩
選之後，共有 60 位華岡青年候選
人進入口試總決選，今年當選的
35 位 優 秀 學 生 皆 通 過 初 選 及 複

賽，具備質樸堅毅的特質、五育
並進的優異成績，並擁有機智及
雄厚專業的實力，獲得 「華岡青
年」 的最高榮譽。
4 月 15 日當天 60 位候選人個個
磨刀霍霍，自信地進行自我介紹
及機智問答，經過近 3 小時緊張
的口試過程，最後共誕生 35 位華
岡青年，成為全校的學習典範。
今年華岡青年選拔共計錄取 35
名華岡青年，合計博士班 2 名、
碩士班 4 名、大學部 29 名。
博、碩士班國企所博三蘇冠
年、運教所博三郭怡瑩、會計所
碩二許繼中、美術所碩二鍾功
哲、舞蹈所碩二李怡靜、心輔所
碩二黃兆菱
大學部有文學三 A 張峻源、文
學三 B 曾鐁漫、文學三 B 林嘉
韋、文學組三 B 陳萌萌、文藝組
三李怡寧、英文四 A 鄭語謙、德
文四莊友淳、地理三葉揚、法學
三 陳柏霖、行管四張婷瑄、動科
三林丹清、森保四詹靜宜、保健

【文／黃湘怡】由國際處僑聯會與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共同主辦的國際文化週展，今年以 「僑遇」 為
主題邀請華岡師生體驗各國文化美食，現場除了有
各國學生製作的當地特色食物、分享旅遊訊息、塔
羅牌、印度彩繪可以體驗，還有不同國家的傳統服
飾可以試穿拍照留念，讓華岡人彷彿置身國際
村。
國際處林柏杉國際長擔任致詞貴賓。他提到，
「目前文化大學的境外學生來自 30 個不同國家，
將近 2,500 位同學，華岡推動的大學教育不僅僅能
學習專業知識及技能，還可以與各國學生進行文化
交流，今年國際文化週展交流除了美食、服裝、旅
遊資訊還有彩繪，藉由此次的國際文化週展的進行
文化的認識以及交流，並培養國際的動力，感謝學
務處、國際處合作組的同仁給予同學們的指導，以
及展現此次週展的僑聯的同學們。」
俄國交換生米拉說，很喜歡學習中文，自己有參
加很多中文演講比賽，透過演講練習中文能力。很
多人以為俄國人不怕冷，但是自己卻是最怕冷的俄
國人，不過在台灣擔任交換生，很喜歡這裡的師
生，因為台灣人很溫暖，在這段擔任交換生期間，
接受很多人的幫助，謝謝文化大學的老師與同學。
米拉提到，邀請文化師生們有機會可以到俄國參
觀，自己會擔任俄國導遊，介紹俄國的文化與美
食。今年的國際文化週展俄羅斯攤位上有特別準備
俄國美食，歡迎大家前往品嘗。
國際文化週展開幕典禮也邀請交換生表演各國文
化服飾走秀，來自韓、日、泰國、越南等國家的學
生，表演系列服裝與音樂，相當具有特色。學生們
也會在攤位推出美食文化，有興趣的同學可與這些
身著特殊服飾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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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湖南文理學院
61 位一行師生於 104 年 3 月 20 日
蒞臨拜訪本校。湖南文理學院於
2013 年 12 月 20 日與本校簽訂姐
妹校，今年由湖南文理學院龔作
奇副校長帶領師生團參訪。張鏡
湖董事長接待時提到，本校與大
陸高校往來合作密集，相當高興
湖南文理學院師生來訪，未來交
流更密切。
湖南文理學院一行貴賓，由龔
作奇副校長率團，貴賓成員包括
湖南文理學院體育學院黨總支毛
治和副書記、湖南文理學院機械
工程學院學生工作辦公室何忠祥
主任、湖南文理學院學生工作辦
公室學生科劉曉波科長、湖南文
理學院校楊翠秘書長、共青團常
德市青少年教育活動發展中心許
文丹主任、共青團常德市委員會
組織部何佩霓部長、共青團常德
市委員會組織部李玉華副部長、

全校教職員生齊唱校歌
常德市人民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
黃青山副主任、常德市人民政府
台灣事務辦公室台商投訴協調處
理中心楊樂副主任、常德市青少
年教育活動發展中心鄒辰佳幹事
及青年團常德市委員會辦公室蘇
建常辦事員等。
龔作奇副校長提到，自 2013 年
年底與文化大學簽約後，雙方頻

繁往來互動，未來希望更多教授
與學生到大陸參訪交流，提升兩
校交流，湖南文理學院位於湖南
省常德市，是由常德師範高等專
科學校和常德高等專科學校於
1999 年合併而成，學校占地 1791
畝，建築面積 45 萬平米，館藏圖
書 125 萬冊，擁有 18 個學院，40
個 本 科 專 業 。 有 820 名 專 任 教

師，其中教授 105 人、副教授 367
人。
湖南文理學院一行貴賓參訪
後，即前往本校博物館參觀吉羊
如意羊年名家書畫展、五千年泥
土的光輝-中華歷代陶瓷展及中華
常民文化采風展。

移植櫻花樹至基隆中學 開啟新合作關係

景觀系校友 基隆市長林右昌出席典禮
李天任校長、靳宗玫教務長親往基中植櫻

【文／李文瑜】本校於今年 1
月 28 日 與 基 隆 高 中 簽 訂 策 略 合
作。當時，基隆高中歐東華校長
沿路參觀校園，櫻花正盛開，即
表達希望有機會移種櫻花至基隆
高中，成為校景特色。李天任校

長允諾，並於 4 月 18 日基中校慶
時，移植本校櫻花苗至基隆高
中，雙方並舉辦植櫻典禮，本校
校友，也是現任基隆市長林右昌
特別出席典禮，為兩校合作關係
建立開啟新里程碑。
李天任校長提到，文大在基隆
校友陣容龐大，現任基隆市長林
右昌就是本校景觀系校友，2012
年 3 月 4 成立文化大學基隆校友
分會，基隆的文大校友很廣，未
來簽訂策略聯盟後，合作範圍將

更廣泛，相當高興透過植櫻典
禮，將文化最美的櫻花樹移植至
基隆高中，未來希望更多基中的
學生有機會到文化大學念書，屆
時可於繁花盛錦的大學校園開創
大學新生活。
基隆高中特別於植櫻區設立感
謝石，刻印 「感謝中國文化大學
贈送櫻花樹，以此銘誌。」 基隆
高中歐東華校長說，非常感謝文
化大學贈送本校櫻花樹，讓基中
校園有不一樣的春天風貌，成為

校景新特色，這也是與文化大學
簽訂策略合作關係的重要里程
碑，帶領未來合作關係更緊密，
如春櫻之美的合作關係，每一年
都會在兩校校園裡盛開。
景觀系校友林右昌，現擔任基
隆市長，特別出席母校與基隆高
中的植櫻典禮。林右昌市長對環
境、社會議題關注，受過景觀規
劃、城鄉發展之訓練。他提到，
相當高興可以看到母校與基隆高
中這麼密切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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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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岡大雨大霧

華岡氣象主播
台灣的氣象主播發展歷程
台灣的氣象主播發展歷程
是由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建構而成
是由文化大學
大氣科學系建構而成
文／林偉文主播（大氣系 2006 畢業）
「今天下午開始，受颱風外圍環流雨帶影
響，大台北至宜蘭的天空將風雲變色，短暫雨
勢將會越來越密集，陣風也會變強，預計颱風
七級暴風圈在入夜之後觸碰蘇澳，請民眾做好
防颱準備，海巡署告誡千萬別再前往海邊
……。」
許多人在早晨起床後、出門前最重要的生活
應用資訊就是 「氣象」 ，是否攜帶雨具、是否
增添衣物、是否因天氣而需改變行程，按下遙
控器就能看到的 「氣象主播」 ，雖然他們可能
沒有像影歌星的知名度與風采，但卻幾乎是民
眾最實在的生活意見領袖。
目前台灣這些的不僅不畏晴雨風寒，而且還
能掌握晴雨風寒、每日為觀眾服務的氣象主
播，例如 「任立渝」 、 「林嘉愷」 、 「伍婉
華」 、 「戴立綱」 、 「林偉文」 ，幾乎都是文
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出品的優秀人才。從民國 52
年成立的地學系氣象組至現在所培育出的氣象
主播，每個世代都有傳承，也都有每個世代的
創新，可以說，台灣的氣象主播發展歷程是由
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建構而成，一點也不為
過。

家喻戶曉的 「氣象先生」

任立渝

由氣象主播接掌新聞節目主持人
視）的時代中，當有發生劇烈天氣時，每個頻
道幾乎都是他的版面，他的氣象專業能力不僅
在媒體界眾所皆知，並且任立渝的外形樣貌具
有清新、穩重的形象，且有一口的標準國語與
磁性嗓音，這給民眾展現出很高的親和力，幾
年的服務下來，已經是家喻戶曉的 「氣象先
生」 。
1993 年，任立渝從氣象局退休後，隨即被台
灣電視公司聘為氣象主播，這開啟了台灣電視
新聞中有常態性的進駐專業氣象主播。1997 年 3
月，任立渝成立氣象工作室，他以工作室的名
義與中國電視公司簽約，主持《中視氣象台》
期間長達近十年，大受觀眾群的歡迎，成了氣
象新聞主播的第一品牌，也將氣象主播在新聞
媒體界中的地位從配角轉為主角。
此外，在工作室同仁的協助下，任立渝已經
至少出版數本氣象相關書籍；工作室每年暑假
也會邀請文大大氣系系學會共同合作，合辦氣
象小孔明營隊等的各種地球科學教育活動。
隨後，2006 年 5 月，中華電視公司以千萬年薪
挖角任立渝，隔年，參與主持全新型態晨間新
聞節目《早安今天》，更與國家地理頻道合作
開闢生活實用知識的〈任立渝氣象〉單元。直
到 2009 年 8 月 8 日，他播報完莫拉克颱風的氣象
預 報 後 宣 告 退 休 。 2010 年 6 月 ， 有 線 電 視 台
TVBS 聘請任立渝重操舊業，持續用氣象專業服
務民眾。
任立渝在電視台播報氣象的資歷超過二十
年，是台灣第一位，並且也是唯一一位在老三
台都有出境記錄的氣象主播，而這是連一般新
聞主播的紀錄中也未曾出現過！此外，更是第
一位跨足了無線電視台與有線電視台的氣象主
播，現在台灣各個電視台的播報形式，大多依
他為範本。

台灣第一位用台語播氣象 林嘉愷
任立渝就讀高中時，曾被問︰ 「未來想做什
麼？」 當時沒緣由寫下 「一雷破九颱」 ，沒想
到大學考進文化大學地理學系氣象組（現大氣
科學系前身）。 當兵時被選進海軍氣象中心擔
任預報員，退伍後順利考進氣象局，一待就是
二十五年，從基層預報員、科長一路升任至預
報中心主任。
由於職務關係，他必須經常以預報中心主任
的身份接受媒體採訪，這使得當時媒體工業還
不發達、只有無線老三台（台視、中視、華

氣象局的預報中心，也因為有了伍婉華與同
事們的努力經營，大大的改善了氣象局對外記
者會的方式，從攝影棚的硬體設備至氣象播報
展示系統的界面，讓電視台採訪時的視覺畫面
與效果變得更加友善，這也增加了氣象局對外
的形象。

林嘉愷取得文化大學氣象研究所碩士學位之
後，隨即考進了中央氣象局，任職最基層的氣
象觀測員，從 1990 年至 1999 年，一邊工作一邊
進修，升遷至主任預報員，電視台記者經常請
教他相關的氣象知識。覺得可以為氣象服務做
得更多的他，在民視新聞部的極力拉攏之下，
且又有任立渝的成功前例為參照，所以毅然決
定離開公職，轉往電視台服務。
從穩定發展的公職轉為競爭激烈的商業環
境，面對收視率評比與陌生的攝影棚，讓他踏
入主播的初期感到許多不適應，不過或許是發

揮他華岡人的生存韌性，做中學、學中做，開
始找到自己的定位點，他用他濃厚草根味的彰
化台語與台灣國語的 「雙聲帶」 進行氣象播
報，深受台灣中南部鄉親的喜愛，不僅是台灣
第一位用台語播氣象，更是打破了主播必須要
俱有國語正音的潛規則，而他的播報時比畫衛
星雲圖的柔軟手勢，更是讓其他女主播所望塵
莫及。此外，他也專研台灣在地的氣象農事文
化諺語，並創新與新聞主播共同開闢了每日早
晨的〈答嘴鼓講氣象〉氣象單元，給觀眾的感
受像是鄰家兄弟般的親近，不僅強化了氣象專
業形象，也幫助農漁民把氣象資訊用在生產之
中。

林嘉愷的好台語，也被要求擔任日常的新聞
主播，是台灣第一位由氣象主播跨足新聞主
播，另外，當時為了與其他電視台做出差異
化，他也創新開啟了專業氣象主播從攝影棚內
走向戶外做現場播報。而林嘉愷這些獨特的氣
象服務經驗，每年都受大氣系的邀請，到大三
的氣象傳播課程中來與學弟妹分享，甚至邀請
學生至民視參觀，並且協助開辦讓大氣系學生
到民視工讀實習的機會。

戴立綱

2006 年 接
任中國電視公
司氣象主播，
許多觀眾都會
把他與卸任的
任立渝進行比
較，讓戴立綱
在經營氣象主
播的初期，承
受不少不論是
專業或是觀眾
收視喜好度的
挑戰，不過靠
著文大大氣系
的學識與個人
努力的特質，
以及將有線電
視台的氣象製
作與氣象播報模式帶入，改變了無線電視台的
傳統而不可變化之模式，這不僅讓收視率穩
定，並且逐漸培養出固定的收視群。此外，為
加強氣象的第一手資料，他也促成了中國電視
公司與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進行產學合
作，是第一個學術單位成為電視台的氣象諮詢
單位。
2012 年戴立綱開始主持中天電視台新聞龍捲
風節目，節目涉略天文地理、古今中外、驚奇
懸疑，成為第一位由氣象科班出身的氣象主
播，接掌新聞台新聞節目主持人，也創下全台
新聞歷史之唯一紀錄。

氣象局預報中心掌上明珠 伍婉華
曾任氣象局預報科長的伍婉華，也畢業自文
化大氣系，在以男性居多的氣象工作的領域中
可以說是萬綠叢中一點紅，更是氣象局預報中
心的掌上明珠，因本身職務也必須經常接收媒
體採訪與公開發言，說話溫柔婉約的她，並不
會因為是女性身份，而被認為專業度不足，反
而，由於她經常到各個中小學去演講，漸漸練
就了一套與民眾溝通氣象資訊的方法，因此當
記者在劇烈天氣來襲時找她採訪，雖然媒體營
造出緊張氛圍，但她總是像幼稚園老師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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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象奇觀，林偉文提供

林偉文算是最新
一輩的氣象主播，
他在文大大學期間
就與兩、三位同學
一起在大氣系創立
了華岡氣象台，也
是台灣第一個每天
都有氣象播報的校
園氣象台。雖然是
當選為 「華岡青
年」 ，但對於自己
外形比較沒有自
信，原本僅擔任影
像後製人員，不過
老師們發現他的台
語俱有草根味，開
始半推半就的鼓勵
他到鏡頭前嘗試，
他的第一次播出帶
僅兩分鐘，卻是經過 42 次的 NG，成為打不破的
記錄。
念研究所的期間，就投入台灣第一家民間氣
象公司服務，也算是首位進入私人氣象服務產
業的文化人。曾擔任大愛電視台假日氣象主播
的他，從新聞媒體的影音製作與播報工作形
態，逐漸跨足新媒體技術開發與氣象商業服
務。這期間，也與文大大氣系共同執行台灣第
一個氣象服務的產學合作計劃案，培訓出十多
位包含氣象主播的氣象影視製作人才，並開始
自製俱有科普、環保性質的氣象節目。此外，
他在 2010 年創下當時最年輕的取得個人預報證
照記錄之後，亦開始投入災害管理領域，擔任
縣市政府在地氣象防災監測預警服務的專案經
理。
目前還在文大地學所念博士班的林偉文，雖
然在氣象播報的資歷較淺，但是在產、官、學
界的用心經營之下，不僅串連了新媒體科技、
氣象模式及 3D 影像特效建立了一套有別於傳統
的數位氣象播報系統，並且不只是讓氣象數據
只有播報的目的，他更使用風險管理與溝通的
思維，擴展了個人、企業、公部門等的各類氣
象加值服務的新商業模式。他期許自己，有朝
一日可以放大這些商業模式，為台灣成立氣象
電視頻道。

林偉文在大義館解說預報眉角

當前台灣氣象主播老、中、青三代，雖然會
在同一時段一起出現在螢光幕前，同時也是收
視率的競爭關係，但是在幕後，卻都默契著向
學弟妹們傳承氣象新聞媒體的經驗，期待串連
後起之秀的創意，在新時代中共同擴大契機與
商機。



取自林偉文臉書

林偉文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盧睿亭

爸媽，我只是想
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

輔導老師，您好：
最近我和爸媽因為家裡房間分配的問題起了爭
執，我實在搞不懂他們的想法。我是家中獨子，
家裡還有三位皆已結婚的姊姊，而我的奶奶每三
個月會輪流住在我們家，平常我是擁有自己房間
的，但我真的不懂每當奶奶來住的時候，為什麼
不能讓奶奶住三個姊姊的大房間呢？姊姊們都已
經搬出去了，或許小時候礙於空間的緣故，奶奶
與我同住，但現在有了空房依然如此；我不知道
該怎麼和爸媽溝通，他們似乎都覺得對我來講沒
有差別，但我也想要有屬於自己的空間，想到作
息不一樣，又得被決定的這件事情就感到煩躁
……。老師，我到底該怎麼辦啊？我真的快要受
不了了！
學生 小承
親愛的小承，你好：
看了你的來信後，老師相信這樣的情形一
定讓你不太好受。小承已經成年，對自己生
活的空間及隱私也越來越重視，你曾試著向
父母反應，但當小承的想法沒有被聽見時，
心裡多多少少受到影響，真的讓人沮喪又無
奈。況且面對溝通的對象是家中長輩，好像
在親情的議題和保有自主性上的拿捏更需要
斟酌自己表達的方式。在理解自己的想法
後，小承可以試著從不同的角度來解讀父母
行為背後的原因可能有哪些？例如父母可能
是想增進小承和奶奶間的互動、和暫時不太
習慣小承身心上的轉變，這些不理解可能讓
父母與小承之間出現一些摩擦和爭執。因此
老師這裡提供三點在 「人際溝通技巧」 上的
小密技，或許可以讓小承當作參考並應用在
與父母的溝通上哦：
一、透過和緩的口氣說明自己的想法：
在與父母溝通之前，可以先針對想要討論
的內容進行組織整理，接著慢慢的說、心平
氣和地把自己的想法表達清楚，以直接、明
確和一致的方式傳達訊息，讓父母了解你的
想法和需求，如此可避免雙方的誤解而累積
負面情緒，透過這樣的方式能促進彼此之間
分享真正的情感。
二、做個積極的傾聽者和注意自己的肢體語
言：
表達自己的意見讓他人明瞭固然重要，但
同時我們也需要傾聽對方的想法和考量，傾
聽會使對方感到被重視與尊重，因此也會鼓
勵對方增加溝通的意願；而傾聽後的回覆也
能讓對方知道你理解他們所說的話。溝通是
給彼此一個機會傾聽對方的聲音，試著去理
解彼此，而非單純地想說服對方接受自己，
這需要花些時間，也需要不斷地來回協調出
一個彼此可接受的範圍。此外，個人的姿
勢、呼吸、面部表情以及談話時的距離，皆
可能顯示自我內心真正的訊息內容，故多留
意自己的眼神和語調，可以幫助自己與他人
有更多的交流空間。
三、避免敵對性的用詞和尊重個別差異：
每個人對於事情都有不同的看法，在我們
表達完自己的想法後也需要讓對方說出自己
的考量，因此在與對方討論問題的過程中，
切忌使用敵對性語句，比如： 「你應該更好
好地瞭解我啊」 ， 「為什麼要讓我傷心」 ，
「你們從來不理解我」 …等，這些敵對攻擊
的語句對談話沒有推進作用，只會引起衝
突，試著用和緩的語氣表達自己內心的感
受，也保留彈性的空間和彼此消化的時間，
讓雙方站在積極理解為優先的角度，以利增
加溝通的機會。
最後，老師想提醒你通常這樣的情形會需
要一段時間來努力，你可能需要花一些心思
和力氣不斷地和父母討論再討論，如果你覺
得有哪個部份特別困難或是和父母對話的過
程依然不順利，歡迎你到學生諮商中心來找
輔導老師，老師很願意和你討論。祝福小承
能擁有自己的空間，也讓父母更了解你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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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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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
讓華岡大雨大霧。

首推 3D 影像數位氣象播報系統



循循善誘的耐心講解，不誇大、也不失真，著
實的成為氣象局一姐。
她對氣象工作敬業的程度讓同事們印象特別
深刻，2009 年繼莫拉克颱風之後，芭瑪颱風來
襲期間，正好輪到她當班，在鏡頭前一如往常
親切的展現笑容預報颱風動態，但其實笑容的
背後正隱藏著哀傷，因為伍婉華的妹妹正好病
逝，無法到妹妹靈堂前上滿七最後一炷香，讓
她心情很複雜。為了堅守崗位與悼念胞妹，伍
婉華選擇穿上不同樣式的紫衣來表達哀慟，因
為紫色是她妹妹最愛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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