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88 期
中華民國105年 10月 17日

發行人／張鏡湖      　　   社長／李天任      　　   顧問／陳虎生　　　      　　  華夏導報網址／ http://epaper.pccu.edu.tw      　　    電郵／ editor@staff.pccu.edu.tw

主　編／李文瑜      　　   攝影／戴見安    　　     美編／華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華岡路 55 號　　　            　       電話／（02）28610511 轉 1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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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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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大陸山西大學於 105 年
10 月 14 日完成學術合作與交流議定書簽約，
未來兩校將落實協議交流規範，積極推動師生
互訪或學生交流，並共同舉辦學術、教學研討
會及實施合作計劃，交換學術資料、教材與出
版品，期盼兩岸高校交流日趨熱絡頻繁。兩校
簽約典禮由李天任校長與山西大學高策副校長
雙方共同簽訂合約，本校張鏡湖董事長親自出
席見證雙方簽約典禮，期盼共同合作建立新關
係，擴大學術交流。
　山西大學出席簽約典禮貴賓，包括山西大學
外事處郭旭進副處長及山西大學社會科處賀天

平處長，山西大學為目前本校與大陸地區簽訂
姐妹校第 134 所。
　李天任校長說，本校與兩岸高校師生交流頻
繁積極，很高興與山西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與交
流議定書，這是本校在山西省第一所簽訂校際
合作協議高校，希望今後能更進一步落實簽約
內容積極發展交流。
　高策副校長指出，山西大學設於山西省省會
太原市，設有27個學院（系）1個獨立學院、
1 個繼續教育學院和 1 個國際教育交流學院，
涵蓋哲學、經濟學、法學、教育學、文學、歷
史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藝

術學等全部學科門類。
　高策副校長強調，中國文化大學創校時間悠
久，是台灣最早開始與大陸高校合作的大學之
一，兩岸文教交流甚為密切，未來兩校簽訂合
作協議後，能促進兩岸教育交流與合作，推動
兩校在辦學、科研等方面的合作，豐富交流合
作的形式與內容，加強兩岸學生交流。

實習成果展暨實習達人競賽  分享職場經驗
展現職場生態實習成果　優異者可獲最高獎金六千元

　【文／李文瑜】為促使海峽兩岸青年學子
融合學習，開創海峽兩岸文化交流從教育紮
根之基礎，北京華藝出版社與台北萬有樓公
司共同主辦「2016 大陸優秀圖書校園巡迴
展」，即日起至 12 月中旬分別將在中國文
化大學、國防大學、東吳大學、中央研究院
等地巡迴展出。中國文化大學展出日期從
12 月 5 日至 12 月 9 日在圖書館一樓大廳，
現場將展出超過近千本大陸圖書，台灣學生
將有機會第一手接觸閱覽，歡迎師生親臨觀
賞。
　青年學子為社會未來的主幹，期盼透過
文化交流加強兩岸青年的相互理解，舉辦
「2016 大陸優秀圖書校園巡迴展」，展出
之作品由文化大學為代表，接受北京華藝出
版社贈書，贈書儀式已於10月 12日舉行，
同時宣告此次書展正式展開，藉由此次書展
成功經驗，推廣至中南部大專院校，嘉惠當
地青年學子，更歡迎全校師生同學參觀後，
將心目中最優質的大陸圖書推薦圖書館，由
校方購買。

大陸優秀圖書校園巡迴展
首度於曉峰圖書館大廳展出

本校與大陸山西大學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議定書
山西地區第一所大學姊妹校  建立兩岸學術交流里程碑

　

【文／陳秀禾】接軌職場，獎勵
職場實習優良同學，藉由實習成
果發表競賽活動提供參與實習同
學相互交流觀摩機會，進一步瞭
解職場職場生態、實習成果與心
得，展現實習成果，並提供獎勵
實習表現優良之同學，藉以有效
提昇實習效益，職發組特別舉辦

「實習成果展暨實習達人競賽」，
分享職場經驗，呈現作品方式不
拘，表現優異者，有機會獲最高
6 千元獎金鼓勵。
　「實習成果展暨實習達人競賽」
報名延長至 11 月 4 日。凡具本校
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且於 2016
年參與本校院系等不同單位辦理
之實習計畫赴校外實習者，可採
個人報名或於同一企業實習者可
組隊報名參加。
　自公告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4
日（五）止可送交報名表，105
年 11 月 21 日（五）止送交「實
習成果作品」。105 年 11 月 29
日 ( 二 ) 至 12 月 1 日 ( 四 ) 舉辦
實習成果展暨票選活動，並於大
恩川堂投票，同時可於職發組臉
書專頁按讚。 
　決賽將從入圍組別之「實習成
果作品」中，評選出第一名、第
二名、第三名與佳作等，第一名：
頒發獎金6千元及每人獎狀一張。
第二名：頒發獎金 4 千元及每人
獎狀一張。第三名：頒發獎金 2
仟元及每人獎狀一張。佳  作：
頒發獎金1仟元及每人獎狀一張，
共三名。票選最佳實習達人：頒

　【文／曾小真】渴望展現自
我、有很多鬼點子且多才多藝卻
無處可表現的你，戲劇學系聽到
了你的聲音。戲劇學系即將在
11 月 16 日推出「2016 華岡創
意達人秀」！無論你到底有什麼
才藝想展現，只要你
敢秀，就可以報名參
加！每隊參賽人數不
限制，一人 SOLO，
還是多人合作演出都
可以。亦不限制是否
為同科系。歡迎相交
各系好友來展現你們
無窮的創意！
　比賽方式為參賽團
隊準備五分鐘以內的
表演，評審特別邀請
到劇場、影視知名演
員及製作人來擔任，

越有創意就越有可能得到評審們
的青睞！
　報名期間為即日起至 10 月 
31  日（一）中午 12：00 止。
一律採取電子郵件報名，報名表
請至本校戲劇學系網站下載。為

了「2016 華岡創意
達人秀」，主辦單
位也為參賽團隊們
提供豐碩的獎金，
第一名更可以得到
最高八千元的獎金。
是不是很心動呢？
就等著你來拿了！
報名組數有限，快
快行動吧！對於活
動有任何問題，歡
迎上中國文化大學
戲劇學系系學會粉
絲專頁洽詢。

  【文／曾小真】學生事務處課外
活動組將於 10 月 26 日 12 時 30
分至 14 時於大孝館八樓交誼廳聯
合舉辦華岡意象書法比賽，參加
即可獲得全人學習護照美育點數
2 點，獲獎者將有獎金且作品將
公開於校內展覽，歡迎本校學生
登入學生專區報名！
　為了宣揚本校發揚中華文化的
理念，並讓華岡人對於華岡精神
有更深刻的體悟，藉由活動以培
養本校學生具備愛校情操與提升
個人美育修養，並重視中國傳統
文化，使得校園充滿藝術氣息。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事務處課外
活動組主辦，並協同中華民國書
法教育學會、中國文化大學社團
及系學會辦理，以本校在校學生
個人為單位報名參加，預計錄取
120 名為止。
　參賽人員請自行攜帶毛筆、墨
水等書寫用具，紙材（4開紙張，
約 68cm*35cm）由主辦單位提
供，格式不限直書或橫書，篆、
隸、草、行、楷書體不限，須落
款，無須標點符號，無須裱褙。
撰寫文字題目為下列選項，請選
取其一最能符合參賽者對華岡情
感之字句。
　書法撰寫完成後須寫下「創作
理念」，50 字以內及「書體」
字包括「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

流」、「質樸堅毅」、「美哉中華，
鳳鳴高岡」、「承東西之道統，
集中外之精華」及「華岡講學，
承中原之道統」。 
　依照評分之高低分別等第。取
特優至第三名以及佳作共 7 名。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5000 元及獎
狀、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3000 元及
獎狀、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2000 元
及獎狀、佳作 4 名各獎金新台幣
1000 元及獎狀，所有參賽人員均
可獲以全人學習護照美育點數 2
點。獲獎人將公開頒獎並公開展
覽獲獎作品。

跟上新時代的腳步

老師也要隨時代更新知識的傳遞

　文化大學的學生最大的優點就

是對社會新思路熟悉較快、對時

事較關心，溝通能力也比較強；

但反過來講，較大的缺點就是：

耐心不足，往往在學習過程中缺

乏續航力。若從教學上來看：做

為一個老師，我們可能會有不同

的對策，運用的是學生個人學習

的特色，也就是快、新、能夠

接受新事物。身為老師的角色就

是要隨時代，隨學生腳步進行調

整，避免學生因為耐心不足，而

沒有辦法學好一個課程。
期望將教學列入評鑑

擴充教學資源  加入輔導資源

　目前文化大學的教師接受評鑑

時，會有四個主要的區塊：包含

教學、研究、服務跟輔導。我相

信能把這四個區塊深入做好的教

師，在時間、經歷上，可能都需

要比以前要投入更多。所以，我

個人對學校未來的建議是以連結

教學與就業市場為主的學校。我

們希望學校把教學的部分，列為

評鑑或評核的主軸，這才能顯現

出我們學校的特色。

　身為老師，我相當重視輔導的

工作。希望學校能夠提供給師生

更多輔導方面的資源，因為這幾

年的教學經驗告訴我們，學生在

最需要別人幫助的時候，如果能

有一些輔導資源，使其可以找到

方向，就不至於迷失。當然同時

有負擔研究所教學的老師，需要

學校能夠更充足的資源，讓老師

在教學時，有更好的材料傳授同

學。

　根據這十年擔任專任導師的經

驗，《禮記‧大學》篇裡闡述「誠

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期許

自己能夠加強「格物、致知」

　格物就是就物而窮其理，其途

徑是透過讀書討論，應事接物之

類，從逐漸積習到豁然貫通的過

程，格物就是人們對於外界事物

的認識，是以學問為主，而思辨

輔之。致知就是人們進行思辨的

理性活動，以思辨為主，學問輔

之，兩者齊心推動，提供學生最

完整的教學內容，衷心希望同學

能在課堂上學到知識，畢業後以

華岡為榮，而我們也能以同學為

榮。

吾愛吾師　　
榮獲 104 學年教學特優教師，勞工系徐廣正老師老師強調：「榮獲
104 學年教學特優教師，社會科學院勞工系徐廣正老師強調：「在
大學裡面必須要有誠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那如果我們有這一系列的程序，必將打造更好的未來。」　

104 學年教學特優教師　社科學院勞工系徐廣正老師

華岡意象書法比賽 書寫華岡精神
最高獎金 5000 元　參賽者可獲美育點數 2 點

發獎金 1 仟元及每人獎狀一張，
共三名。
　作品不限形式，電子檔案格
式 請 以 *pdf、*doc、*ppt、
*wmv、*avi 等普遍格式製作為
限。若作品中有引用或擷取圖片、
影像、文字等資源，請務必在引
用處下方標明來源出處。作品內
容應包含實習單位介紹、實習工
作內容、實習遭遇困難與解決、
實務與理論印證與實習建議與心

得等部分，並附上照片至少 10
張。作品格式若以紙本檔案為格
式者，以不超過 20 頁（含封面封
底）為原則，若以影音檔案呈現，
影片長度請控制於 10 分鐘之內。
　作品及檔案請直接繳交至職發
組大孝 204，檔案請標明科系系
級，學生姓名，實習企業與實習
期間。洽詢專線：2861-0511 轉
12502 王琬淳老師

2016 華岡創意達人秀  就等敢秀、愛秀的你！

　【文／李文瑜】本校獲選教育部 105 年度
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大學，教育部
潘文忠部長親自頒發獎章，由本校魏裕昌學
務長代表領獎。魏裕昌學務長強調，推動品
德教育特色，本校成為國內唯一獲教育部開
辦全國總統教育獎大專生類六年以來，四位
學生獲此殊榮，創下國內大學院校成績之冠，
建立以多元開放、尊重人權與和諧關懷校園
為目標，邁向友善好禮綠校園。
　營造具有永續發展特色之友善校園環境，
多次榮獲教育部獎勵表揚，包括獲教育部 104
年度全國大專院校「友善校園」卓越學校獎、
教育部 103、104 年度北一區大專校院「友善
校園」績優學校。
　自全國總統教育獎舉辦大專生參與競選以
來，本校崇尚優質服務友善校園之觀念，除
設立特殊學生專屬諮商學習環境中心，每一
位特殊學生均會安排一位固定輔導老師與學
生學伴共同學習，落實友善校園之目標，因

此，自開辦總統教育獎之獎項以來，6 年間本
校即有 4 位學生獲得殊榮，包括 2011 年是由
資傳所重度腦麻學生廖俊智獲得，2012 年重
度腦麻學生由史學所許淑絮獲得，2015 年由
運動教育碩 3 學生視障生劉雅婷、2016 年則
由體育四曾獲亞太聽奧標槍金牌選手邱奕皓
獲得總統教育獎為文大益增光榮，更是實現
無障礙學習環境之友善校園終極目標。

推動友善好禮綠校園
獲選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觀摩及表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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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真的需要勇氣
輔導老師，您好：

　前兩段戀情不歡而散後，我發現自己在與曖

昧對象相處時，變得比較保留，不想袒露真正

的想法，也不敢付出太多。當戀情進展到討論

是否正式交往，我也會怯步，猶豫是否真要跟

這個人在一起。我好想談戀愛，可是很害怕舊

事重演，害怕即使已經盡心盡力付出，卻還是

被拋棄。我覺得自己好糟糕，好沒用，我是不

是根本沒有能力談戀愛？如果再這樣下去，我

會不會永遠都單身？！

想愛卻不敢愛的美美

親愛的美美，妳好：

　謝謝妳的來信，願意找人述說妳的心情感

受，這就是妳幫助自己從先前情感經驗的傷

痛中走出來的重要第一步。好想談戀愛卻被

過去綁住而停滯不前，老師能從信中體會到

妳的矛盾，相信曾擁有刻骨銘心戀情的妳，

必是無悔且努力的去愛，卻換來不盡理想的

結果，而不禁質疑自己在關係中是否付出

得還不夠，才會遭受被分手的對待，導致現

在面對感情變得更加謹慎，不願過度開放自

己，而面對這些轉變，妳也逐漸對自身及愛

情失去信心，但它們卻又是用來保護未曾完

善處理感情創傷的自己。

　文字中感受到妳似乎遺忘當初真誠且勇敢

去愛的自己，不喜歡目前面對感情的態度，

卻又無可奈何。老師針對妳的狀況，想邀請

妳運用幾個步驟拾回從前的自己：

1. 坦誠面對先前感情帶來的失落

　分手的傷口妳處理好了嗎？還是藏匿心中

某個深處？妳感到不甘心、害怕付出後得來

的又是拋棄，這些感受都很真實，就像身體

受傷了，若沒有清潔包紮，就直接用厚厚的

繃帶蓋住，傷口會在裡面惡化，對應到心的

傷口也是如此。因此，希望美美能好好面對

先前感情中受傷的感受，它們勢必五味雜

陳又令人難受，情緒來襲時允許自己大哭一

場，再靜下心聆聽它跟妳說什麼，不對自己

帶有任何負面評論，畢竟它們都曾在妳生命

留下痕跡，不論好壞都是成長的養分。

2. 回看感情中的自己

　接下來，我們將重心回歸自己身上，思考

為何總在親密關係陷入令人沮喪的輪迴，在

關係中，妳是屬於討好的、強勢的、情緒化

還是 ...... ？輪迴帶給妳的可能不只有失落，

其實也還有些收穫？！畢竟是如此用心投入

每段感情，希望美美藉由各種的回看，對親

密關係中自己的狀態能更加清晰，將過去逐

漸梳理，看到最真實樣貌的自己，才有跳脫

輪迴的可能。

3. 穩住自己

　經過面對、回看及梳理，相信美美能逐漸

摸索出最適合自己的關係模式，除了留下好

的部分，對於不好的地方也能做些改變，但

不管是何種改變，都希望是以替自己著想為

出發點，在關係中我們才能穩穩的安定自

己，因為唯有先穩住自己，才有辦法穩住關

係。

　每一段戀情的逝去並非我們能掌控，唯一

能做的是在失落之後仍保有自己，對未來我

們不退縮且勇於面對，更加平穩及自在於親

密關係中，進化成更好的人！如果還有任何

需要，或是更多想跟中心老師進一步討論

的，學生諮商中心永遠為妳敞開溫暖的雙手

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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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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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2016 華岡校友返
校節將於 11 月 5 日星期六於陽明山
舉行，今年以「吾是華岡人、傳承
文化情」為題，邀請全校師生與全
球華岡人一同參與我們精心準備的
歡樂慶典。
　2016 年華岡校友返校節，校友總
會特地與職發組合作辦理華岡人家
庭大募集活動，邀請全球華岡人參
與。期能透過華岡人的力量，募集
珍貴照片，與全球華岡校友一同分
享溫馨的華岡情。華岡人家庭募集
照片主題為「一家最多華岡人」、
「華岡人三代同堂」兩個主題，凡
是家庭中畢業於母校校友之合影照
片，兩人 ( 含 ) 以上親屬關係限五
等親以內 ( 含 ) 的親人皆可投稿報
名，而華岡人三代同堂則是募集家
庭中畢業於母校且為三代同堂之照
片。凡是投稿者均可獲紀念品，照
片也會刊登於學校官網，分享我們

一家都是華岡人的精彩故事。
　11 月 5 日當日活動包括創辦人紀
念暨感恩音樂會、「大風馨傳 - 孫
家勤教授繪畫」捐贈儀式、華岡人
羽球聯賽、華岡人家庭大募集、華
岡人創藝市集、華岡 MAKER 教學
及系所友座談會等聯誼活動，此外，
另有靜態展覽如「華岡人成功典範
故事展」與「成性存存 - 宋妍嫿彩
墨個展」等系列活動。
　民國 53 年 11 月 11 日為母校大
學部第一屆開學日，因此張創辦人
特別訂定 11 月 11 日為各系的「系
慶日」。爾後，學校就把全球華岡
人重逢的時節，每年返校節前一個
週末即是我們的「重逢日」，謂之
「華岡校友返校節」。
 李天任校長勉勵，「生命中的華岡
是我們心中難忘的歸屬，校友的期
勉與支持更是母校進步與發展重要
的力量。期望藉由校友們大手牽小

手，傳遞華岡人的精神與寶貴經驗，
成為華岡莘莘學子效學的榜樣，也
讓創辦人愛護學子、培育人才的胸
懷綿延不盡。」
　母校竭誠歡迎全校師生與全球華
岡人於 11 月 5 日一同上山來參加我
們精心準備的歡樂慶典，千萬不要
錯過好天氣回母校踏青尋憶的好機
會，活動詳細內容於華岡校友返校
節官網查詢。

吾是華岡人、傳承文化情！ 

親愛的校友，您好：

　光陰荏苒，自畢業後您是否憶起當年灑

落教室窗前的陽光、遠山飄渺的雲霧，以

及曾經與同窗好友恣意揮灑青春的美好時

光；還有學校師長的諄諄教誨，一切彷如

昨日。

　多年來，母校始終秉持張創辦人其昀博

士的創校理念，追隨張董事長及歷任先進

的引領，以積極培育學生為社會國家的中

堅人才為目標。目前全球各地各行各業深

耕的校友逾 24 萬人，在校友們支持下，

已成立社團法人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及

37 個海外校友會、20 個地方校友會及 66

個系所友會。透過華岡人雜誌與各類社交

媒體，華岡人的聯誼組織持續蓬勃發展、

日益茁壯，而校友們透過各種不同的形式

回饋母校亦不遺餘力。

　11 月 11 日為本校返校節，張創辦人

將母校第一個開學日「雙十一日」訂為校

友回娘家的日子，意義深。為了讓平日繁

忙且散居各地的華岡人再聚首，重溫華岡

情誼，每年返校節前一個周末即是我們的

「重逢日」。

　今年特別訂於 11 月 5 日星期六，舉辦

「2016 華岡校友返校節」。為緬懷創辦

人，並迎接校友回家歡聚，母校特舉辦溫

馨的「創辦人紀念暨感恩音樂會」、「華

岡人羽球聯賽」、「校友萬歲」宴，並有

「大風馨傳 - 孫家勤教授繪畫」捐贈儀式

等系列活動。

　母校風姿依舊，巍然不減當年，敬邀您

回到華岡－我們山上最美的家，和同窗歡

聚一堂，重溫往日情懷，一起展望母校的

未來。生命中的華岡是我們心中難忘的歸

屬，校友的期勉與支持更是母校進步與發

展的重要力量，請記得 11 月 5 日相約華

岡，讓我們共度一日美好的校園時光。

李校長給校友的一封信

孫家勤 紫藤梁台生  遠海迎眸

華岡唱友合唱團莊偉團長回母校拜訪校長
「山巒傳唱之仙樂飄飄」音樂會  感恩華岡青春洗禮

　【文／李文瑜】10 月 4 日華岡唱友合唱團
莊偉團長及高昭美學姐返回母校拜訪李校長。
「華岡唱友合唱團」是母校華岡合唱團之歷屆
畢業團員所組成的合唱團體，期許以擁抱合唱
之美，運用合唱音樂的天籟之音，延續人與人
之間緊密的情感，進而建構一個更優雅美好的
生活天地。
  華岡唱友合唱團莊偉團長說，當年受過華岡
合唱洗禮，從大學時代至今，幾十年來都沒有
忘懷深愛的合唱音樂，仍然在這一條路上瀟灑
前進。曾在 2015 華岡校友返校節「創辦人感
恩紀念音樂會」為大家帶來美好的音樂饗宴。
 今年華岡唱友合唱團即將在 10 月 29 日在東

吳大學松怡廳舉辦「山巒傳唱之仙樂飄飄」音
樂會！這場音樂會將演出全本長恨歌外，也會
演出多首中外經典名曲及台灣年輕音樂家編曲
的現代合唱作品，其中為了感懷敬愛的唐鎮老
師，曲目中將安排美籍包克多教授為華岡合唱
團編寫的合唱幻想曲四首中的春思曲，華岡合
唱團也將同台演出，彰顯山巒傳唱的精神。

 華岡山巒傳唱的精神

風起樓閣  情牽華岡

傾聽那仙樂飄飄

就讓曾經傳唱山巒魂縈的合聲

相約再次撥動你我熟悉的共鳴

我們一家都是華岡人！
募集《我們一家都是華岡人》珍貴照片　

（上圖 ) 前國父紀念館館長
高崇雲，韓文系畢業兒子
高鵬翔，新聞系畢業女兒高
欣，我們一家都是華岡人。

（下圖 ) 英文系第九屆校友
崔憲偉、新聞系第八屆梁玉
明及廣告系第十一屆畢業女
兒崔芸琪，我們一家都是華
岡人。

　【文／李文瑜】「華岡之歌」新生創意校歌
決賽出爐！第一名由國劇系獲得，國劇系成功
將校歌與戲曲完美融和呈現，唱作俱佳，奪冠
實至名歸。運健系則以動感舞蹈結合運動活
力，完整性強，奪得亞軍，舞蹈系則結合流行
的殭屍風格搭配清新的校歌旋律奪季軍。國樂
系則拿出看家本領，以傳統樂器詮釋優美的校
歌並融合饒舌 B-BOX 獲第四名，戲劇系以整
齊的節奏搭配小短劇獲第五名。
  學務處推動「華岡之歌」新生創意校歌比
賽，每年都受到新生重視，並以系所特色結合
校歌，用盡渾身解數，詮釋校歌截然不同全新
風貌。透過團結力，展現蓬勃、齊心的朝氣，

讓校歌更生動有趣。
  前五名隊伍競爭激烈，評審團紛紛表示今年
創意校歌比賽水準很高，大家都非常優秀，擔
任創意校歌評審之一的童柏壽老師表示，「比
賽是一時的，記得那些年我們一起唱校歌才是
最棒的共同記憶！」
 童柏壽指出，自己大學一年級時就以會唱校
歌為榮，這是華岡人對學校最直接的認同感，
而今年比賽的背後目標就是希望所有的華岡人
都會唱校歌、也都愛唱校歌！透過舉辦校歌比
賽，也希望大家能夠在校歌詞句中體會創辦人
辦學的理念與精神！

華岡之歌 新生創意校歌 

國劇系戲曲方式特色呈現唱作俱佳奪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