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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彩繪神秘占卜 百花池畔變身地球村
第 700 期
中華民國 106 年 3 月 27 日

【文／李文瑜】 齊聚近十國特
色 攤 位 的 2017 年 國 際 文 化 嘉 年
華，21 日 在 百 花 池 舉 辦 開 幕 典
禮，由李天任校長與相關主管首
長一同鳴炮揭幕。李天任校長說，
「雖然我們生活在地球村，但科
技的交流使人逐漸少了面對面問
候的親切，感謝國際生把家鄉最
具特色的舞蹈引進文化，讓校園
裡面充滿不同異國風情。」
國際文化週是每年國際處重要
慶典，本校國際生每年超過千名，
來自各地的學生以傳統舞蹈展現
當地風情，並擺設屬於自己國家
的傳統紀念品，為文大校園融入
國際風情，增進學生國際交流機
會。
今年開幕典禮邀請塞爾瓦多交
換學生清唱該國民謠及韓國交換
生徐鉉直深情演唱韓國歐巴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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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女籃 隊史第 18 冠

實至名歸的勝利 55 週年校慶最佳獻禮
曲，現場如癡如醉，掌聲不斷；
由各國學生組成的「僑在一起」
連環組曲也是相當吸引眼光，各
國服飾走秀，展現了異國特色，
讓百花池成為學生們認識各種國
家的最佳地點。

國際處並特別安排增設「國際
處帶你飛」諮詢攤位，凡是對出
國交換或移地留學的學生，都可
以在這裡獲得全盤的資訊，還有
各種留學獎補助。
國際處指出，今年齊聚港、澳、

印、泰、塞爾瓦多、蒙古、越南、
韓國美食攤位，還有校友遠從馬
來西亞飛回母校、提供占卜服務，
只要五十元就可擁有美美的印度
彩繪，仍如以往、是最受歡迎的
攤位。

『在青春裡遇見你們』 廣告系史上最猛畢業歌網路瘋傳

【 文 / 李 文 瑜 】 廣 告 系 自 製、
師生共同參與演唱、號稱史上最
猛的畢業歌曲『在青春裡遇見你
們』，一貼上網路即獲熱烈迴響，
迄今已獲逾 4 萬人次點擊。廣告
系第 28 屆畢業展『廣告心登場』
3 月 30 日將在信義新光三越 A11
六樓舉行，當天師生現場聯合獻
唱，歡迎同學、校友出席，聽聽

這些年與那些年，屬於文大師生
的歌曲。
這首『在青春裡遇見你們』，
是由廣告系學生與教授一同飆唱
饒舌歌，MV 背景則是以文大校
園內的知名建築為主，包括仇人
坡、情人坡、後山夜景與賣香腸
的阿伯，全都進入 MV 中。
製作人之一的楊智雅表示，以

台南校友會舉辦團聚盛宴
【文 / 李文瑜】文大台南校友會
在台南舉辦 106 年校友慶祝活動，
近百位華岡校友出席。會上特別
表揚傑出校友、前台南市長許添
財，他今年榮任商業發展研究院
董事長，再度成為華岡之光、為
校友再添榮耀。
台南校友會蒲宣成會長指出，
台南市校友會在許添財校友的積
極推動努力下，日趨活絡團結，
相信以許添財校友完整豐富學經
歷，必大有可為；也希望許添財
董事長繼續貢獻財經專長，對台
南地區做更大的服務與奉獻。
蒲會長並代表全體華岡校友會
友致贈許董事長「眾望所歸」金
質紀念牌匾。

往畢業歌都是校際畢業歌，但這
次決定打造廣告系的專屬畢業歌，
貼近的歌詞創作，讓學生能回味
在文大校園內的點滴，更有共鳴，
也很開心；一名參與演出的同學
也說，錄製畢業歌讓她驚訝，大
學的時光竟是如此迅速，歌詞中
的『四年，晃眼一瞬間』很符合
大家的心境。

楊智雅表示，MV 從作詞作曲
到拍攝，都是廣告系同學親自操
刀，系上教授更是為了 MV 製作，
拋開他們嚴肅的形象，在 MV 中
教 授 大 秀 RAP 饒 舌 功 力， 讓 這
首歌成為首部師生串流、打破傳
統、唱跳俱佳的史上最猛系級畢
業歌。

【文 / 李文瑜】 中國文化大學
女籃隊在鄭慧芸教練帶領下，以
94 比 60 大 比 分 擊 敗 北 市 大 學，

勇奪 105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甲
一級冠軍寶座，除完成三連霸，
也是文大女籃在此賽事的第十八
冠。
球評指出，文大以強而有力的
執行力與團隊力量，持續擦亮女
籃實力，才能以接近破百的得分，
大幅度的分差，拿下冠軍。李天
任校長全程在球場陪同奮戰的女
籃隊，並為她們加油打氣，他說，
這座冠軍盃是送給文化大學 55 週
年校慶最佳獻禮，謝謝每位球員。
105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冠軍
爭奪戰是在新莊體育館舉行，文
大以 94 比 60 壓倒性比分大勝台
北市立大學，也寫下跨本季 13 連

勝、10 年內勇奪 7 次冠軍、隊史
18 座冠軍及三連霸等夢幻成績。
冠軍戰繳出 31 分 11 籃板 5 抄
截優異成績、連三季冠軍賽 MVP
的鄭伊秀接受訪問時說，謝謝慧
芸教練指導，以及全隊上下堅持
的力量，因為只有等到比賽結束
的那一刻，才是贏得勝利的時刻，
未 來 她 們 還 會 更 努 力。 文 大 共
有鄭伊秀等三名球員得分逾兩位
數，林育庭獲 19 分 7 助攻 6 籃板，
陳薇安也拿下 10 分 8 籃板。
另文大男籃也在陳暉教練帶領
下打出不錯成績，明年確定重返
甲一級戰場。

陳思羽、鄭先知、劉昱昕、黃郁雯入選桌球國手 備戰世錦賽

許添財校友榮任商發院董事長獲表揚

陳思羽

許添財表示，今年接掌商業發
展研究院，扮演重要國家智庫與
產官學創新合作平台，期許未來
對國家發展服務業的進出口競爭
策略獻策，並促進地方政府發展

建設，帶領團隊為台灣經濟跳脫
低度均衡發展僵局，發揮關鍵歷
史性貢獻。
台南校友會總幹事李開菊也於
現場主持猜燈迷拿獎品、比手畫

腳拿紅包等餘興節目，歷任會長
魏燦文、陳燦榮、徐德懷、蒲宣
成及理監事均到場同樂歡慶，百
餘位校友歡聚一堂，場面十分盛
大、溫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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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選中華桌球
代表隊國手的本校運動教練研究
所二年級學生陳思羽、鄭先知、
劉昱昕及體育系學生黃郁雯，將
於 106 年 5 月 29 日 至 6 月 5 日
前 往 德 國 杜 塞 道 夫 (Düsseldorf)
參加 2017 年世界桌球錦標賽。
世界桌球錦標賽是國際桌球聯
合會主辦的最高水準大賽，象徵
著桌球運動的最高榮譽。

鄭先知
本校是國手培育搖籃、培育很
多桌球國手，今年有四位同學入
選 2017 年中華代表隊，表現相
當傑出，是歷年來獲選最多選手
的一年。
目前正在國外受訓的陳思羽接
受電話訪談時說，「沒有想過能
這麼早當選國手，覺得特別的高
興。」她也表示，每一次比賽她
都會堅持到底，文化大學則是她

劉昱昕

黃郁雯

最強的後盾，希望這一次有機會
為國爭光、為校奪牌。
鄭先知之前已入選六屆國手，
今年是第七次擔任國手，也是第
二次參加世大運，希望能夠為台
灣拿下一面獎牌。她說，就讀文
化大學受到很多老師的幫助，尤
其是富貴老師和沈啟賓老師，讓
她學習無後顧之憂，能全心投入
訓練、提升成績；除了希望世錦

賽能打出好成績，也期盼能在今
年五月份大專盃奪金。
劉昱昕與黃郁雯則提到，打桌
球，同儕間互動很重要，文大的
同學與學長姊都是自己學習的榜
樣，每一次低潮時都會一起打氣
度過難關，也期盼未來能成為學
弟妹的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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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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相遇的驚喜！ 25 年後重回校園

2017 校慶運動會

李校長：培養運動專長 擁有健康才能樂活生活

校慶運動會教職員生趣味競賽學務處奪冠
【文／李文瑜】2017 校慶運動會 3 月 18 日
在體育館舉行，大會主持人李天任校長致詞指
出，健康的身體與良善的體魄，是成功最基礎
的原因，希望每一位同學跟老師都能養成一種
伴隨一生的運動專長，進而讓健康的身體伴隨
一生。
運動大會先由學術與行政主管率領團隊師生
進場、依行政單位及院系別逐一通過司令台、
向李校長致意；隨後由最美的親善團成員踏著
整齊步伐護迎校旗進場，擄獲了全場師生的目
光；接著李校長帶領全體參與教職員生齊唱校
歌、升校旗，感念張其昀創辦人辦校精神。
今年校慶運動大會表演節目，是由國術系整
齊有力的擊鼓打開活動序幕，運動與健康促進
學系的舞動青春與藝術學院的舞蹈，更讓現場
熱鬧滾滾、洋溢青春活力。
李天任校長致詞表示，很開心有教職員工帶
著孩子一起來參加運動，華岡是一個大家庭，
大家和睦融為一爐，以健強體魄為本，推動自

主運動，使運動成為一生最重要的基礎，因
為，擁有健康，才能樂活生活。
李校長說，感恩創辦人重視教育、創立文化
大學，加上後輩師長努力付出，使文化大學成
為全國規模居前的大學，並斥資 23 億元建立
體育館，成為東亞最多元的體育館樓，希望大
家能夠充分發揮體育館的效應，要多多來這裡
運動、強健體魄，除了獲取運動知能，更能培
養運動好習慣。
李校長說，大家都可體認到，一個健康的身
體與良善的體魄，是任何階段成功最基礎的原
因，本校舉辦運動會受限於場地，可能沒有辦
法讓每一人大展身手，但文大正推行自主運
動，讓運動成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希望每一
個同學跟老師都能養成一種運動的專長、伴隨
一生，進而提供大家健康的身體。
他強調，只有失去健康的人才知道健康的可
貴，歡迎大家趁各位年輕時掌握健康的要訣，
才有明亮的未來。

現役或退役記者們在新傳學院門前話當年

【文／李文瑜】「我們是 25 屆、26 屆、
27 屆的…. 聲音此起彼落，迴響在新傳學院
的門口，這群號稱畢業『很久』的新聞圈內
老兵們，彷彿找回當年在文大唸書的青春，
像群大學生一樣，大聲點名、說話、發表意
見。」這裡曾經是他們最難忘懷的大學聖
地，那些年裡的那些事，在 25 年後重聚在
這吱吱喳喳回憶咀嚼著。
新傳學院新聞系的學群強大，一個由 25
屆至 29 屆組成的家族學長姐，畢業 20 多
年後，有幾位堅守新聞岡位，還有幾位現已
轉換跑道，相約 3 月 18 日回母校系辦走走
看看，卻意外遇上中國文化大學 55 年校慶
運動會，格外具有紀念意義。
這群家族成員，分別是 25 屆現任中國時
報社會組主任蕭承訓；26 屆自由時報週報
中心中部小組召集人顏永欽、聯合報資深記
者邱瑞杰；27 屆於科技公司服務的陳靜慧；
28 屆民營企業公共事務處主管鄭文正；29
屆湛盧咖啡銷售業務林慶興、現在中租迪和
服務的褚親親，一行人在系館前開心拍大合
照。
蕭承訓提到，以前文化新聞系有建立一個
跨年級的「直系家族」傳統，他的上面有許
多位大學長、姐，在學校時，承蒙他們的照
顧，他也秉持傳統，照顧下面幾屆的家族學
弟學妹。畢業後，大家各奔前程，今年 2 月
間，鄭文正在 LINE 群組上，又把大夥揪在
一起，將家族成員重新凝聚在一起。
邱瑞杰說，回到文大新聞系就像是回到家

的感覺，能跟學長姐，學弟妹們分隔 25 年
後，再度齊聚華崗新聞系館前，大家聊著過
去求學時的回憶，也彼此交換這些年的工作
心得。
曾在聯合報服務過的鄭文正說，難得有機
會回校園，又見到久違的家族成員，實在很
開心。他現在擅長媒體行銷，到系館一遊
時，在臉書上現場直播，多名校友從臉書看
到校園畫面，想起昔日點點滴滴；還有同系
畢業的「華岡新聞人」留言，互叫學長、學
妹，網路「認親」。
褚親親指出，「家族」是大家維繫華岡情
感最深的後盾，不管是當年唸書時，學長姊
無微不至的照顧，或者是畢業後大家總還
是會在新聞線上提供適時的協助，新聞圈的
「華岡幫」總是很強大。她提到，很開心家
族聚會遇上母校校慶運動會，校園裡挺熱鬧
的，這幾年變化很多，新傳學院裡裡外外都
翻新了，但是，不變的系館拱門彷彿時時都
在迎接著當年踏進來唸書的感動。
目前擔任新聞系專任副教授郭文平，雖不
是該家族的成員，但他說，他們當年自己也
有「家族」，也是很會照顧家族的成員，華
岡新聞圈是聞名媒體界，記得當年在擔任記
者時，大家雖不是一把手一把手教著，但在
新聞這條路上，分享經驗與觀念就是學長姊
義無反顧的責任，就是這股責任感，讓大家
提到文化大學新傳學院總是最大幫派似的強
而有力。

讀書與儲備軍備雙贏

文大圖書館三對雙胞胎 「增產報國」實力驚人
【文／李文瑜】文大圖書館同仁近幾年有
四人懷胎，竟有三對是雙胞胎，「增產報國」

效率堪稱全國第一；55 週年校慶運動會，三
對雙胞胎也攜手參加，讓會場熱鬧滾滾。除

此之外，也有不少師長帶著孩子參加運動會
跑跑跳跳，凝聚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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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二 大三學生投入 ROTC
【文／陳宏煇】為讓更多優秀青年學子加
入國軍行列，拓展初級軍官來源，國防部試
辦與民間大學合作，委託辦理「大學儲備軍
官訓練團」（簡稱 ROTC）甄選及開設教
育中心代訓軍事課程。李天任校長於 3 月 9
日代表本校與國防部簽訂「委託民間大學試
辦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選訓」合
約，本校的甄選計畫也正式啟動，目前教官
室已召募 33 位同學，歡迎更多同學投入，
不但能一邊專心在校讀書，一邊還能儲備軍
事學歷與資歷，對學生相當有利。
為使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試辦計畫在本校
能順利成立並推展，除校長親自設計海報支
持外，並由軍訓室利用各系組導師、系上共
同時間到班宣導，現已招募到大三 33 位同
學、大二 9 位同學，大三同學如全數通過體

檢、體適能及智力測驗，將能順利開班，不
過，目前大二同學投考人數不多，期盼更多
大二的學生能夠加入 ROTC 選訓行列。
根據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規定，目前以招
收對象為大二及大三學生，錄取學生將繼續
在本校就讀，並由國防部提供學雜費全額補
助、書籍文具費及每月生活費，以減輕學生
經濟壓力，另規畫學生求學期間接受軍事教
育及訓練，畢業後以少尉軍官任用。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為
國防部參考美軍制度自民國 86 年開辦，的
就是希望能網羅更多優秀青年，投身軍旅志
業，以達成學生、學校及國軍「三贏」的局
面。歡迎有志參與的同學一起加入，詳情請
洽軍訓室。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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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完就忘？！』
淺談記憶與遺忘
輔導老師，您好：
最近期中考剛結束，而我的心情也跌落到谷底。如果
没念也就算了，明明我很認真念書，考前一週很拼，每
天只有睡 4 小時；而且為了不被家中的其它事務干擾，
我花了錢每天都到咖啡廳讀書。雖然我付出了這麼多的
努力，當在拿到考卷時那一刻我卻傻眼了，因為那些題
目看起來似曾相似，但我又不確定要如何作答。我真的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難道是我變笨了嗎？請老師幫幫
我。
失望的沒轍
親愛的没沒轍，你好：
看著自己付出了許多心力卻沒有得到對等的收穫，相
信這樣的狀況是很令人沮喪的，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能
力。然而在你情緒如此低落的情況下仍然能夠寫信給老
師討論考試心得，讓老師看到你不被挫折擊倒的一面，
我覺得很感動。其實老師想說的是，考試是檢驗的方式，
幫助我們檢視讀書學習的環節那裏可以改進。好像沒轍
也疑惑著自己的唸書方式與記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對於記憶與遺忘感到好奇的不只有你，這也是
心理學家們好奇的問題，因此有了「訊息處理論」（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以下老師提供你一些記
憶策略，這是根據人類心智活動的慣性所發展出來的。
不過不同的記憶策略可能適合不同的人，所以你可以挑
選適合自己的方式加以使用或做調整：
1. 有效地畫重點：這個步驟可以幫助眼睛注意到重要
的訊息。畫重點時可以準備三種顏色的筆，如藍、紅、
螢光筆。第一次閱讀時，先用藍筆畫出你認為重要的部
分。日後經過老師的提示等方式知道重點時再畫以紅色。
而其中專有名詞則用螢光筆做記號。這樣清楚標示有助
於日後復習時迅速看到重點。
2. 眼到、口到、心到：除了眼睛閱讀記住視覺形象之外，
也把內容念出來可讓腦中多了一道聲碼加強記憶，此外
也要經過清楚的思考以了解意義內容。另外，鼓勵同學
也可以觀察自己的學習模式，去了解自己是傾向用視覺、
聽覺或觸覺去學習，舉例來說，如果是視覺學習者，在
學習時，可以嘗試將資料化為圖表、流程圖的方式做筆
記，將有助記憶。
3. 聯想記憶法：當我們在讀書時，不妨下一些功夫找
出新知識與舊知識之間的關聯，如此可記住新知識也可
鞏固舊知識。或者對於不是靠理解而要強記的訊息，則
可運用一些口訣去幫助記憶。例如口訣：「餓的話，每
日加一鷹」可背出八大工業國 （G8：俄德法美日加義英）
4. 充分的睡眠：人類在睡眠時，大腦得以隔 絶 外 界環境
而將白天所吸收的訊息進行凝結固定的工作。這也說明
睡眠有助於將記憶保存下來，所以敖夜苦讀可能反而讓
記憶不牢靠喔。
另外，訊息在儲存之後，也需要有效的提取才能讓自
己把腦中的內容表達出來，如此才不會枉費先前的努力。
以下是一些方向可以幫我們在考試時發揮所學：
1. 加強訊息提取聯結：考試的題目如同線索般可以用
來提取已學習過的記憶內容，但是有些內容明明念過卻
在考試時答不出來。建議同學可以多練習訊息提取以幫
助我們在考試時答題順暢，練習的方式包括，組讀書會
一起討論問題、教導同學或多做考古題，幫助自己發現
閱讀上的盲點。
2. 情境聯結：平時準備課業時若和考試的情境愈類似，
愈可以幫助我們回想曾經記憶過的訊息。例如若考試時
第一科考國文，第二科考英文，則可於考前那一段時間
的複習時程安排先讀國文再讀英文。或者是念書的場域
儘量與考場相似，例如圖書館等安靜的地方等，而不是
咖啡廳或速食店等熱鬧的場所。
以上是一些小技巧可以幫助加強學習效率，你可以試
試看那些對你有用，然後根據你的經驗發展一套專屬自
己有效的讀書方法。在過程中若你遇到什麼問題，歡迎
來諮商中心預約初談，老師很願意陪你討論。
※ 參考資料：. 張春興。2012。現代心理學。2012 年 7 月重修版，
193-217。台北﹕東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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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4 至 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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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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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