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國家圖書館公布臺灣最
具影響力學術資源，本校獲多項殊榮，其中
代表校際論文之學術成就的引用數，本校獲
「103 學年度全國學位論文被引用私立大學
組第二名」。並同時獲得私立大學組最佳學
術傳播獎第二名、最佳學術典藏獎第五名、
最佳學術曝光獎第二名、最佳學術曝光獎第
二名及知識分享獎第四第五名。

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每天有 100 多萬人使用次。為了解論
文被使用的情況，國家圖書館針對 103 學年
度全國 142 所大學院校、5 萬 9 千多筆學位
碩博士論文加以分析，從中選出表現優秀的
學校加以表揚與鼓勵。

國家圖書館於 105 年 3 月 18 日公布臺灣
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報告並頒發獎項，本校
榮獲「103 學年度全國學位論文被引用私立
大學組第二名」。圖書館指出，該項殊榮更

能代表本校論文之學術成就。
此外，今年同時亦獲得私立大學組以下五

項奬項，最佳學術傳播獎：103 學年度授權電
子全文數最多第二名、最佳學術典藏獎：103
學年度送存率最高第五名、最佳學術曝光獎：
104 年點閱數最多第二名、知識分享獎：104
年電子全文下載率最高第五名、知識分享獎：
104 年電子全文下載數最多第四名。

今年獲得如此豐碩的榮耀，是全校師生與
各單位同仁努力的成果，感謝老師們對同學
的指導，研究生的電子論文授權與開放全文
下載之貢獻，使本校研究成果的曝光度大為
提升，也為學校的學術競爭力締造輝煌的成
就，希望這些殊榮可一屆又一屆傳遞下去，
為學校的永續經營更添力量。

本校圖書館館藏量為全國私立大學之冠，
創立於民國 51 年 3 月 1 日，創辦人張其昀
博士以圖書館為大學之生命線，特斥鉅資購

置大量圖書。民國 52 年大成館落成，即以該
館二樓設置伯南圖書室，民國 59 年擴充至大
義館五樓，民國 61 年大典館興建完成，圖書
館始有獨立館舍。民國 88 年，本校 37 週年
校慶，「曉峰紀念館」落成，樓地板面積約
21,836 平方公尺，圖書館共分七層，有完善
的動線規劃，並依資料類型分設專區，是一
座多元化、資訊化、現代化之知識資源學習
中心，為全校師生提供一優良的教學與研究
環境。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手稿、紀念文物。
圖書館之館藏特色，歷屆博碩士論文之收錄
完整齊全，並有知名繆鳳林、張君勱、蔣廷
黻等各名家所收藏的贈書、全套臺灣各縣市
姓氏譜系微卷，庋藏資料極為完備、中國省
志、各地方志及臺灣各鄉、鎮、市志之典藏
及倫敦、巴黎及國內所藏敦煌卷子、微卷資
料與各國有關敦煌之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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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4 週年校慶運動
會於 26 日在體育館二樓舉行。今
年棒球隊獲 104 學年度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舉辦的各運動競賽運動
代表隊第一個冠軍，成績優質，
由陳進財總教練與全體隊職員將
冠軍獎盃獻給學校，由李天任校
長代表接受冠軍獎盃。運動會並

舉辦各類型趣味競賽，教職員組
的 BB 彈射擊，教務處獲冠軍，
學務處亞軍，季軍為會計室。
今年的表演節目，技擊運動暨國

術學系的「武武生風」，棒棒敲
出響亮的鼓聲，並搭配各種台灣
與國際拳術，掌聲不斷，運動暨
健康促進學系的舞動青春，熱情

活力四射的舞技，展現青春熱情。
舞蹈學系的鳳鳴高岡，旗開得勝，
旗海飄揚，把文化的精彩舞出最
精粹，而屢次獲得台灣大專盃啦
啦隊大獎的文化啦啦隊表演，精
彩的啦啦隊演出，現場鼓掌聲響
徹華岡體育館。

李天任校長致詞指出，感謝老
天爺在今天給我們大太陽，讓整
場運動會充滿溫暖熱情，感謝各
位參與的同學，與協辦的各位同
仁，因為他們的努力，讓每一場
活動都精彩萬分。

　【文／蔡詠翔】3 月 22 日至 25 日於百花池
廣場舉行國際文化週展，主題為《並途》，開
幕第一天邀請校長李天任、各處室組長及華語
學校校長柯瑞和、教務主任黃崇仁到場蒞臨，

一同欣賞由國際學生帶來的僑聯群星、越南傳
統歌舞、各國服裝走秀。
　李天任校長表示，我們學校特色就像一個大
熔爐，將不同文化與國家的同學匯聚在同一個
校園裡，透過此次國際週展的活動，不但可以
促進多元文化的結合，更重要的是讓這些海外
留學的學生有回家的氣氛。
　李天任校長也特別感謝 AIT 華語學校柯瑞
和校長及諸位師長蒞臨本校，希望大家以後能

多多往來，讓同學們有機會認識台灣，同時也
能將臺灣的文化及特色帶往更多國家。
　今年表演有僑生聯誼會組成表演「僑聯群
星」、越南傳統歌舞、華語演講及各國服裝走
秀，更特別的是現場還準備各國料理與各位師
生們一同品嘗道地美食，讓參與的師生們感受
濃濃異國風情。

充滿異國風情　促進文化多元交流

本校獲 103 學年度論文 被引用數全國私校大學組第二名
最佳學術傳播獎第二名  最佳學術曝光獎第二名  知識分享獎第四名  最佳學術典藏獎第五名

　【文／李文瑜】社團表現超出
色！今年學生會、大眾傳播學系
系學會與廣告設計社於 105 年全
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
活動中分別拿下「卓越獎」及「特
優獎」殊榮，成為全國社團表現
最優質的大學，學生因「加入社
團，成就不凡」重寫大學新生活。
　教育部 105 年大專校院學生
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較往年不
同，評分標準分為 8 大項評分，
分別為行政部門運作、立法部門
運作、選舉制度、學生權益、活
動績效、整體性評分及特色評分，
規定自 102 年度起曾２次特優獎
含以上成績，且本年度為競賽成
績前 3 名者可爭取「卓越獎」；
今年大學組計有 37 個學校參與競
賽，競爭相當激烈。學生會秉持
著服務及收集學生意見作為全校
溝通橋樑的宗旨去為全校學生服
務，今年更以辦理「政務參訪研
習營」及資料符合現在學生的資
訊化表現，脫穎而出榮獲最高榮
譽「卓越獎」。
　大眾傳播學系系學會是新聞暨
傳播學院系學會社團，本校推薦
參與自治性綜合性組別競賽，計
有 32 個大學參與此組別競賽，大
傳系學會活動以「凝聚、專業、
服務、傳承」四大願景，能夠透
過活動達到凝聚，也和課程結合
應用專業，再利用課外的服務學
習達成社會參與，符合系學會宗
旨並與短中長程計畫相輔相成展
現大傳系特色與傳統，深受好評，
榮獲「特優獎」！

　廣告設計社本校推薦參與學術
學藝性組別競賽，計有 34 個大學
參與競賽，以「創意」、「專業」、
「凝聚」、「傳承」為社團發展
目標，為加強校內學生的美工和
設計能力並培養校園美工人才，
引導欣賞並傳達廣告資訊，舉辦
絹印研習及電腦繪圖研習營展現
社團特色，受各評審青睞，亦榮
獲「特優獎」！
　今年活動計有 87 個大專校院學
生會及 278 個全國大專校院社團
參賽，各學校為了準備競賽資料，
發揮各種巧思，將競賽會場裝點
的華麗繽紛，希望可以在競賽中
展現這 1 年最好的成果及績效。 
　學務處課外組陳宗顯組長指
出，今年社團囊括的獎項由去年
三特優更進步到一卓越二特優的
全國最優秀成績，實屬不易。在
準備過程中，社團負責同學無不
戰戰競競，每週三次以上的演練
及不斷的補足預評老師所要求的
資料，熬了無數個夜晚，終於在
激烈競爭下呈現特色及學習成
果，並獲得高度肯定！獲獎的喜
悅沖淡了所有的辛苦，抱得大獎
的一刻大家都流下感動的眼淚！
　學生會理事長林鴻傑說不斷的
演練，讓他在最後終於打通任督
二脈，完全能掌握評審要求，感
謝老師及學長的提點；大傳系學
會會長彭馨更是這個月常自己唸
唸有辭的演練，全力以赴！廣告
設計社更是馬不停蹄，不敢稍有
懈怠！
　不是所有學生社團能有機會在

全國大賽中呈現所學，更難得是
本校學生會及學生社團能充分準
備，同獲殊榮，顯現本校在社團
運作與輔導的用心，才能在學生
課外學習上大展頭苗，除了為校

爭光，更印證了「加入社團，成
就不凡」這句口號，這樣的成績
確確實值得所有中國文化大學師
生及校友感到驕傲， 因為，我們
是「大滿貫，全國最優！」。

　【文／李文瑜】為加強推
動兩岸文教交流以及增進學
生的視野與人文素養，應大
陸姊妹校邀請於暑假赴大陸
參訪、研習。有興趣赴大陸
參與交流活動的同學，別錯
過今年與姊妹校交流的暑假
夏令營活動機會。透過兩岸
交流聯誼體驗大陸風情，增
廣見聞，暑假 7至 8月皆有
相關營隊梯次，活動陸續出
爐，歡迎同學多加報名。
　廈門大學辦理的海峽兩岸
大學生閩南文化研習夏令營
活動安排參觀廈門、鼓浪
嶼、泉州、漳州等地，走訪
福建地區，讓參與學生們可
以看到最道地的閩南與客家
文化，還可以體驗高爾夫揮
桿的樂趣。
　合肥工業大學辦理大學生
徽文化研習營，活動安排書
法體驗、剪紙講座、中華武
術教學與黃梅戲專題講座與
表演，與同學們一起體驗包
餃子與文化體驗，還參觀了
包公祠、濱湖濕地公園、安
徽省博物館及黃山等。
　營隊活動安排豐富精彩，
活動僅需負擔機票及活動報
名費用，名額有限，歡迎有

興趣的同學盡快報名。相關
活動訊息請洽詢本校大陸文
教處交流合作中心林雅婷小
姐，電話為 02-28610511 分
機 18802；0976-013611，
或至菲華樓 202 室詢問。
一、活動主題：

  為加強推動兩岸文教交流
以及增進學生的視野與人文
素養，應大陸姊妹校邀請於
暑假赴大陸參訪、研習。
二、邀請單位：
  合肥工業大學、廈門大學。
( 依活動舉辦時間排列 )
三、承辦單位：

  中國文化大學新創事業部
大陸文教處、華岡興業基金
會。
四、活動時間及地點：

( 一 ) 合肥工業大學 :
  第十屆大學生徽文化研習
營 ( 合肥團 )，2016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8 日，共計 10
天，於安徽合肥。
( 二 ) 廈門大學 :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
閩南文化研習夏令營 ( 閩南
團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7
月8日，共計8天，於廈門、
漳州、鼓浪嶼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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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進財總教練率棒球隊員齊賀  獻贈冠軍獎盃
李天任校長：旗海飄揚  武武生風  舞動華岡青春活力

連續兩年拿下三冠王殊榮

54  週 年
校慶運動會

國際文化週展

大滿貫，全國最優！
三大社團拿下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成果競賽卓越特優大獎　

彷若小型聯合國

賀！



　【文／李文瑜】54 周年運動會場，李校長
強調，文大以培育五全人才為搖籃基地，就是
要每一個華岡人有一個國際新視野，關懷我們
的周遭，我們的社會，讓自己了解更多的藝文
跟融入我們的文化藝術的創作，最重要的是希
望大家有一個健全的身心，有一個健康的身
體，有一個善良的心，讓我們成為社會上一個
穩定的力量。學校很重視運動，希望大家一定
要破除萬難，使自己在不同場合不同時空養成
運動的習慣，擁有運動的能力，學校推動健康
人，健康促進的活動裡面要感謝所有師長，一
步一步的規劃，讓華岡人都知道健康運動是自
己未來事業與生活的基礎，更感謝過往張創辦
人與董事長與每一位師長對這塊土地的耕耘與
灌溉，才能成就這片運動樂土。

趣味競賽展活力　教職員組教務處冠軍

教務處獲冠軍

　　 

今今年教職員趣味競賽，特別由軍訓室與體育
室合作，將 BB 彈融入競賽，由各單位組隊參
與打 BB 彈，總計約八隊參與，李天任校長與
會計室合作組隊，最終於教務處獲冠軍，學務
處亞軍，季軍為會計室。

學務處亞軍

會計室季軍

學生組青春熱情　兩人三腳
舞蹈系遙遙領先默契足　獲冠軍寶座

　學生的兩人三腳趣味同心協力競賽，女子組
由舞蹈系奪冠，默契最強，以 5 秒 97 大幅領
先其他隊伍。第二名為戲劇學系 1 年級，第三
名為法律學系 1 年 B 班。男子組則由化材系 1
年級 B 班奪冠，第二名為地質學系一年級，第
三名為資訊工程學系 1 年級 B 班。

表演團隊超水準演出　現場掌聲不斷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的《武武生風》，以鼓
擊開 54 周運動會序幕，整齊畫一的武術秀，
展現武術的力與美。學生迎中國文化大學武
旗，大力揮舞出質樸堅毅校訓精神，其中個人
武術秀武出力與美，個人螳螂拳、地躺拳，武
出台灣特有武術表演，刀槍對決及大刀表演，
學生揮汗武出力與美。
　國術系「九條龍」變幻萬千演出，在全國大
專比賽中榮獲極優質成績，聞名全台，今年運
動會的默契演出吸引全場掌聲。舞蹈學系「鳳
鳴高岡、旗開得勝」，旗海飄揚，把文化的精
彩舞出最精粹，而屢次獲得台灣大專盃啦啦隊
大獎的文化啦啦隊表演，精彩的啦啦隊演出，
現場鼓掌聲響徹華岡體育館。

與自己的情緒和好：
       聽，情緒在說話

輔導老師，您好：	

　我最近時常頭痛、容易累，而且總感覺悶悶的。唉，

一直都希望自己可以趕快脫離這樣消沉的狀態，不然很

多事都做不了，我對現在的自己好失望。回想從前，總

是可以把不快樂拋在腦後，而馬上變得開心起來，不過

最近發現好像做不到了，即便盡量不去想讓自己不開心

的事情，以為這樣已經好起來了，但當下次有類似的事

發生時，我還是好難過……老師，我該怎麼辦才好？

																																																																		朱朱

親愛的朱朱，妳好：
　老師能感受到最近的妳好疲倦，想要開心卻好像
很難真的開心起來，妳努力的不讓自己被不開心的
事情影響，並盡所能的遠離不舒服的感受，但當遇
到相似的事情時仍然感到很難受，彷彿這股難受的
感覺沒有隨著事情過了也就散去了，它似乎還遺留
在妳的心理。其實情緒在我們生活裡扮演重要的角
色，它提醒和反映出一些重要的訊息想讓我們知道，
或許妳內在的「不快樂」用了不同的方式呼喚妳注
意它，朱朱不妨靜下來，聽聽看「不快樂」想跟自
己說些什麼，而關於如何聆聽及如何重拾自己對情
緒的掌握，老師提供一些參考方向，希望能陪伴妳
度過這段與情緒共處的日子。
1.「允許」－讓情緒能被看見

　我們常誤會讓我們難受的是情緒，但其實它在每
個人心中扮演最忠誠的一份子，誠實的反映出內在
真實的感受，是一個能協助我們了解自己、適應生
活的可靠指標。因此，情緒不但不可怕，它還是幫
助我們了解自己的好朋友。下回當情緒升起時，雖
然會感到不好受，先別急著趕走它、「平復」它，
試著深呼吸一口氣，讓它多停留一下，這樣的「慢
下來」正是在接受它的一個好開始。
2. 覺察」－聽聽情緒說的話

　接下來問問自己：「我現在感覺到什麼？」試著
用心去體會自己的感覺，妳可能會慢慢說出一、兩
個感受，譬如我很孤單、害怕，這些都是很健康的
感受，因為它們讓妳知道自己怎麼了、以及自己現
在可能需要什麼。因此接著可自問：「我想要什麼？」
例如「孤單」可能讓妳感到自己是需要被陪伴的；
而「害怕」可能提醒的是自己即將要面對一個不熟
悉或需要保護自己的情境。
3.「抒解」－為情緒找個出口

　知道自己的需要後便可以尋找方法紓解自己的情
緒。例如感到孤單時，可找一個自己所信任的對象
來陪伴自己，而害怕時不如先緩下來，待自己做好
心理準備再出發，或是找尋讓自己感到安心的夥伴
一起面對。另外，當情緒強烈而無法立即緩和下來
時，妳可能需要在當下有效紓緩的方法，如先深呼
吸，讓自己遠離刺激源並暫時轉移注意力，好比做
家事、喝咖啡、看場電影等。而情緒漸趨緩和之後，
再將心情書寫下來或找適當的人傾訴，都可以幫助
妳紓解自己的情緒喔。
4.「關心」－時時與情緒連線

　養成「時常關心自己情緒」的習慣是與它和平共
處的最佳基本功。可以偶爾嘗試獨處、放慢生活的
腳步，或透過瑜珈、靜坐等，練習把注意力放回自
己身上，注意身體的變化，以及內心對各種情況的
感受。透過這樣不斷的，問自己此時此刻的感受，
久而久之，我們就愈來愈能了解自己的情緒，也就
愈來愈能掌握它的脈動，成為情緒的好主人哦。
　對許多人來說「與情緒共處」並非易事，不過卻
是讓我們更了解與貼近自己的一條重要道路，而往
內探索真的是趟值得一試的旅行。如有需要，非常
歡迎妳到學生諮商中心來找老師談談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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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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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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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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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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
默默的為人類提供養氧
氣、綠蔭，更有美化環
境，令人舒展身心的功
能，然台灣的行道樹常
遭受不當修剪，許多大
型開發案又將樹木視為
無物，任意砍伐、不當
移植，因此引發許多
護樹行動，造成衝突，
攀樹有認證制度，但難
度高，且須前往香港考
試，目前台灣只有四位
攀樹師證照人士，面對
環保課題日趨火紅，未
來樹藝師證照將更趨
於熱門，森保系預計
於 105 學年度起首度開
設《攀樹學與樹藝學課
程》，歡迎對樹木保護
有理想、對攀樹技術有
興趣的同學選修，成為
擺盪於陽明山樹木間的
現代泰山。
　路邊許多行道樹，公
園綠地裡也種植了許多
樹木，為人們提供清涼
的樹蔭，而樹木的健康
則成為現代人應有的知
識與素養。很多人因為
對樹木的觀念錯誤，常
見工人拿著電鋸，用鋁梯靠著樹幹就登上
樹梢修剪樹枝，稍不注意就可能跌落造
成工安意外。還有台灣夏秋多颱風，為了
防止強風吹襲導致樹幹折斷，為求事先
防範就將樹木清理的光禿禿的，一片葉子
也不剩，甚至採用截幹的方式，將樹木砍
成一根電線杆，對樹木造成嚴重傷害，但
其實對於樹木修剪世界各國已經採用更
先進的方法，且行之有年，美國更是從
1924 年起即有樹藝師協會。目前國際樹
木學會 (ISA) 是全球最大的樹木養護與研

究組織，在全球有超過
20,000 個會員，在 50
多個國家擁有附屬機
構，為樹木進行安全且
有效的修剪與照護。
　這些授課內容將全數
包含在《攀樹學與樹藝
學課程》內容中。森保
系提到，所謂樹藝學，
是將樹木辨識、樹木生
理、土壤學、水分管理、
樹木修剪、健康照護、
風險評估等森林相關知
識彙整成一門應用的學
科，並可參與樹藝師證
照考試。以往台灣一直
缺乏完整的樹木保護專
業人員的認證機制，因
此 2015 年 6 月立法院
院會三讀修正通過森林
法，納入都市樹木保護
專章與專業人員制度，
強化樹木的全面保護，
未來行道樹、公園綠
地、景觀樹木等的修
剪、移植、砍伐皆須由
專業人員如樹藝師評估
進行，為樹木提供全方
位的照顧。
　森保系指出，攀樹在
台灣屬於新興領域，運

用繩索、鉤環等工具攀上樹木，依目的
的不同而有休閒攀樹、工作攀樹的區分，
應用在森林領域可進行高空樹冠研究、生
態觀察、種子採集等，而與樹藝學結合，
則可運用攀樹技巧在樹冠內部移動進行修
剪，調整樹木枝條空間分布、生長方向、
樹木高度與寬度控制等。與樹藝師證照制
度相同，攀樹亦有認證制度，但難度更
高，且須前往香港考試，目前台灣只有四
位攀樹師證照人士，而本系所開設攀樹學
課程將聘任一位攀樹師前來進行教學。

小舞台．大夢想
第 34 期海青班美型科 尋找下一位 Top Model

　不論你是專業、業餘、或是想累積個人
演藝能量，只要你有自信、樂於展現自我，
我們都歡迎你的加入！超級名模並非人人
一開始就能很有自信站上國際伸展台，而
是透過各類型小舞台活動、表演機會成就
大夢想。此刻，機會來囉！第 34 期海青
班模特兒甄選報名自即日起至 4 月 11 日
止，報名表逕洽海青班美型科黃助教。
　本校第 34 期海青班美型科於校內公開
甄選模特兒，甄選條件女生165公分以上、
男生 175 公分以上，其餘條件不限，想
要挑戰自我潛能嗎 ? 歡迎各路好漢踴躍報
名。甄選日期 105 年 4 月 13 日 ( 三 ) 中
午 12:00，地點另行通知。
　海青班美型科於期末會公開展示學習成
果，運用設計師的美學創意、靈活巧手，
為每一位專屬模特兒打造全新很不一樣的
時尚造型，今年五月我們即將有一個公開
走秀以及戶外平面拍攝機會，邀請同學踴
躍報名參加，全程參與培訓者還有獎勵金
可拿。同學們，心動不如馬上行動吧！

           http://studyabroad.sce.pccu.edu.tw/
交通資訊：http://future.sce.pccu.edu.tw/service/service01_01.asp

擺盪於樹木間的現代泰山
森保系創新開設 攀樹學與樹藝學 課程

本校以培育五全人才為搖籃基地
推動健康人樂活運動 成為事業與生活之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