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校友總會與職
發組、推廣教育部合作辦理「華
岡領航人系列 - 校友講堂」，5 月
6 日特別邀請英文系畢業，現讓福
斯國際電視網台灣區董事總經理
蔡秋安學姊回母校演講，以「我，
走過媒體 25 年」為題，鼓勵學弟
妹勇敢遠離舒適圈，永保好奇心，
才能找到機會發揮所長。
　蔡秋安以一張張與姚明、謝霆
鋒等明星合照的照片，開啟演講
的主題。她提到，很多人都覺得
她的工作很精彩，走遍世界各地，
每天都與名人合影，生活多姿多

彩，但是這些都是因為她的勇敢
與努力。
　她提到，當年畢業後留在學校
課外組工作，學校的生活雖穩定，
但英文系畢業的她總是想出國看
看，堅持這樣的想法很多年，終
於勇敢踏出第一步，在美國留學
的生活，讓她敢講敢說，更能透
過語言，體會到與眾不同的世界。
　蔡秋安從國家地理頻道第一個
台灣員工開始，一路成為福斯國
際電視網台灣區董事總經理、國
際媒體大中華總座唯一台灣人。
這樣的精彩歷程，她說，沒有不
可能，只有願不願意去做。
　每年福斯電視台都會招聘實習
的學生，這些學生有的當作是職
場前哨站，有的則是隨便應付學
分。蔡秋安說，在實習場域上都
表達認真、熱情與想學的態度，

這種人才會讓人刮目相看，進而
獲取正職機會，她相信只要是努
力的人都會被看到，機會是等待
給已經準備好的人，但應付學分
的人就是應付人生，別人怎麼會
給予機會呢 ?
　回想文化大學的好與美，她強
調，「大學的四年，甚至於後來

在學校當了一年的助教，都是我
一輩子成長的養分，更是人生當
中非常好的一個回憶，因為這當
中的學習非常紮實，結交很多好
朋友，讓我一直覺得作為一個華
岡人很光榮！提醒學弟妹，不要
放棄自己的興趣，要遠離舒適圈，
並永遠保持好奇心。」

總獎牌 56 面全國私校第二 公開女桌球團體九連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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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大運文大勇奪 22 金更勝去年

　【文 / 李文瑜】本校積極參與
行政院與教育部規劃防災演練，
今年獲「105 年度國家防災日各
級學校及幼兒園地震避難掩護演
練」績優學校，全台僅有五所大
學獲績優學校殊榮，該獎於 5 月
11 日在行政院頒獎，由方元沂學
務長出席接受頒獎。劉富宣總教
官指出，每次實施各項演練均務
求逼真確實，充份建立正確個人
防護意識，確保災害發生時，能
夠應變得宜，確保師生安全。
　每年 9 月為國家防災月，中國
文化大學每年為配合教育部推動
行政院「國家防災日」，都會實
施全校性有預警地震避難掩護演
練，設計各種動態演練，如一分
鐘就地掩護與人員緊急疏散、模
擬館樓自衛消防編組搶救、實驗
室災害緊急應變處置、救護站開
設作業及模擬災民物資發放等，
每次動員全體教職員生參與，期
盼充分建立正確個人防護意識及

災害應變能力，達到預期演練成
效。
　軍訓室也會於班級上課時，宣
導播放各種「防災宣教」影片，
並配合全國防災日當天，全校動
員演練，包括成立校安中心緊急
召開應變會議因應、學務處衛保

組模擬開設救護站開設，教職員
生擔任傷患，透過救護站實施檢
傷分類，並依傷勢別上檢傷分類
卡，透過演練過程，建立緊急應
變的能力。
　李天任校長相當重視每年全國
防災日的演練，全程參與指揮與

動員演練。他強調，「921地震」
讓我們體悟到天然災害的可怕，
若能平時防災教育訓練做得好，
就能夠多一分災害防救整備，災
難來時就能依循平時的應變演練
而減少傷亡，將災害降到最低程
度。

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  文大獲頒績優學校

　【文 / 李文瑜】106 全國大專院
校運動會，文大選手表現優異，
拿下 22 面金牌、18 面銀牌、16
面銅牌，總計 56 面獎牌，金牌及
總獎牌數排名全國第七，累計總
排名為私立大學第二名。其中公
開女生組桌球團體賽金牌，完成
九連霸，柔道隊公開女生組第二
級陳勁穎及第三級李欣芸完成該
量級四連霸，田徑一般男生組跳
高金澤大介完成二連霸、公開女
生組桌球團體賽完成九連霸，與
賽選手為校爭光，展現華岡培育
體壇菁英強大能量。
　李天任校長在文化大學體育館
親自主持全大運授旗，為華岡運
動健兒加油打氣，並在台灣大學
全大運開幕典禮時，帶領運動員
進場，展現本校極為重視體育的
態度與精神。華岡運動員不負眾
望，拿下 22 面金牌，超越去年成
績。
　今年全大運有 161 校報名，選
手加上隊職員 1.6 萬人，共計舉
辦 16 種競賽，包括 14 種必辦競
賽田徑、游泳、體操 ( 競技、韻

律)、桌球、羽球、網球、跆拳道、
柔道、擊劍、射箭、舉重、射擊、
拳擊、空手道，另外也首度增加
角力為選辦賽事、另外木球則是

示範項目。
　本校在 10 個項目奪金，包括網
球、射箭、跆拳道、競技體操、
田徑跳高、游泳、柔道、空手道、

桌球、拳擊。公開組獲得 16 面金
牌、15 面銀牌、13 面銅牌共 44
面獎牌，一般組獲得 6 面金牌、3
面銀牌、3面銅牌，共12面獎牌。

全國僅五所大學獲獎

2017 中國文化大學暑假海外遊學團

【文 / 李文瑜】文化大學推廣部今年暑假推
出美西名校柏克萊、美東紐約茱莉亞、英國
倫敦法國巴黎深度遊學等海外研習行程，以
20 多年遊學經驗，提供學生高品質保障的服
務，文大學生凡是在六月前報名，享有優惠
價格，歡迎立即電話預約詢問，或親洽文化

分部大夏館（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231
號 B303 教室）。

文大大學推廣部指出，今年與往年最不同，
將採取主題遊學方式，帶領參與學員認識英
美文化、風俗、制度、禮儀、俚語，提升語
言能力。今年的遊學行程包括有美西柏克萊
名校、美東紐約茱莉亞等名校參訪，將走進
美國一流名校，認識當地的學制，為日後留
學暖身，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一同學習，
大幅提升國際競爭力！ 

美西柏克萊遊學團行程：美西舊金山漁
人碼頭、金門大橋、金門公園、藝術宮、
MLB、九曲花街、惡魔島、聯合廣場購物街
等等。優勝美地國家公園、大峽谷、拉斯維

加斯、LA市區觀光、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
深度走訪美西著名景點！

時尚英國倫敦&法國巴黎深度遊學團行程：
倫敦、牛津、劍橋、巨石陣或溫莎古堡，深
度體驗英倫風情以及四日暢遊巴黎各大景點，
例如 : 羅浮宮、凡爾賽宮、香榭里榭大道、
巴黎鐵塔、凱旋門、拉法葉百貨公司等。

美東紐約茱莉亞遊學團行程：參訪紐約著
名博物館、洛克斐勒中心、帝國大廈、布魯
克林大橋、六旗遊樂園、自由女神像、知名
直銷大賣場購物趣、百老匯音樂劇、與世界
七大奇景尼加拉瓜瀑布、波士頓 & 龍蝦灣、
費城、華盛頓 DC 等等。

以京劇藝術串連兩岸文化之美 師生互動熱烈

中國戲劇學系京劇臉譜說唱快閃演出

　【文 / 李文瑜】文大中國戲劇學
系十幾位學生，5 月 11 日在大義
館前快閃演出京劇臉譜、大旗揮
舞，京劇說唱，讓來自大陸天津
青年京劇團、天津音樂學院、天
津藝術職業學院及天津京劇院等

大陸師生讚賞不已。

　國劇系劉慧芬主任說，國劇系
學生多是業餘，並非從小練習，
全憑一股興趣與熱情，能有這樣
的表現，已是相當精彩，希望未
來能持續邀請大陸天津京劇院師

生來台指導，兩岸師生多互動建
立感情，增強雙方友誼與實力。

　劉慧芬主任說，有機會與大陸
天津各京劇學院機構合辦「兩岸
京劇之夜」，邀請大陸年輕京劇
學生與台灣學生共同演出，更能

透過兩岸少數民族青年藝文才俊
同台演出，彼此分享民族文化和
地域風情，相當有意義。

英美深度遊學團 文大學生六月前報名享優惠

母校恩情濃厚 華岡四年是一輩子成長養份

福斯電視網台灣區總經理蔡秋安蒞校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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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手也是一種藝術

輔導老師，您好：

 　 我和我的女朋友在一起已經五年了，近期不斷的在

爭吵，同樣的狀況每天都重複的上演，只是用不同的方

式呈現。曾經以為我們兩個可以一起走到最後，但現在，

我想沒辦法了，其實現在的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我好愛她，但在這一段關係當中我好累，只是我不知道

離開這段關係是好或不好？好煩啊！這些事情都讓我覺

得好煩，老師可以請你告訴我，該如何是好嗎？ 

By 苦惱的睿睿

親愛的睿睿，你好：

    最近的你一定好疲憊，面對爭執不斷，不論在心理

或生理上一定都承受著許多的壓力，且面對內在的矛盾

也一定有好多的衝突，從過往的甜蜜到現在關係當中有

許多的失落、挫折和失望，一定也讓你好難受，內心當

中也一定有許多的回憶與衝突不斷的在交互作用，難以

讓自己好好的靜下來思考，但我想面對關係的結束與否

都需要花時間來好好釐清一下，以下老師提供一些方向

給睿睿做為參考：

想清楚分手原因

　靜下來想想「為什麼會想分手」，試著回想這段感情

對方為你做了什麼，你又為對方做了些什麼，是什麼原

因讓你對這段感情無法很果斷地做出分手的決定與行

動，是什麼原因讓你想做這樣的決定呢？

想清楚分手後的生活

　人在面臨感情的分離，內心必然會有很多的掙扎與矛

盾，而且還要面對回到單身後的不確定感，內心可能會

感覺害怕、孤單；而兩人相處時，多少可以感受到對方

的關心、呵護，因此對彼此的關係雖不滿意，卻還是會

選擇繼續留在原來的關係中，這時可以覺察一下，自己

是否還想在對方身上得到什麼？才會讓你無法提出分

手？可以嘗試讓自己的理性與感性跟這些負面情緒去對

話，傾聽自己內在的聲音，讓自己逐漸梳理出真正想要

的生活樣貌。

如何提分手

　如果你仔細思考後，也嘗試與對方溝通，而你們的狀

況仍無法改善，那麼如何分手也是需要經過思考的，如

何好好跟對方說再見了。跟對方提分手時，最好找一個

公開且安靜的地方，先調整好自己的情緒，清楚地和對

方表達自己的情緒和需求，並讓對方明白這段關係真的

結束，釐清彼此的關係和界線；在金錢方面，最好要了

斷清楚，才不容易產生糾紛。

提分手的人不見得都是殘忍

　我們都害怕自己變成關係當中的壞人，但真的提出分

手的人就是關係裡的壞人嗎？！我想並不是，許多的事

情並非只有好或壞、對或錯兩種絕對的選項，它可以是

有很多種答案的，在關係當中也是，答案並非只有兩極，

它有無限的可能。 

　愛情對我們來說都是一門學問，它教會我們許多的事

物，它讓我們看見另一種色彩與美麗，但它也會讓我們

陷入黑暗與低潮，不管是愛情的開始或是結束，對於你

我都是一種成長與學習。相愛容易分手難，失去或離開

總是會讓人感到痛苦與難受，當你需要有人陪伴你時，

老師會陪伴你度過這一段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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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關資料出處：台灣自殺防治學會 - 自殺防自中心

http://tspc.tw/tspc/portal/theme/index.jsp?sno=78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洪敏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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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106 全國大專
校院運動會，本校體育選手表現
優異，銀牌奪牌數較去年增加，
今年文大首度派出擊劍選手出賽，

即獲得公開男生組擊劍銳劍銀牌，
團體賽選手包括陳宗霖、黃仲辰、
許柯翰及林瑛鐘，表現亮眼。
 體育室表示，本校培育朝多元養

成，不局限單一類別培養優秀體
育選手，今年更鼓勵選手積極參
賽，總參賽選手高達231位選手，
參賽項目也為歷年最大，更幾乎

曩括全國大學運動會每一項目的
奪牌數，在參賽與獲牌選手種類
排名上，本校仍為全國私立大學
之冠。

首度出賽 擊劍類公開男生組團體賽奪銀牌
培養多元運動選手　總奪牌項目仍為全國私校之冠

公開男生組角力自由式第 6級 張家豪 公開男生組 角力

一般女生組跆拳道品勢個人組 謝佳蓉 一般女生組 跆拳道品勢

公開女生組柔道第二級 林冠妘 公開女生組 柔道

公開女生組柔道第三級 潘舜穎 公開女生組 柔道

公開男生組擊劍銳劍個人賽 陳宗霖 公開男生組 擊劍

公開男生組柔道第三級 李豐懋 公開男生組 柔道

公開男生組柔道第四級 洪紹庭 公開男生組 柔道

一般女生組競技體操高低槓競賽 林奕綺 一般女生組 競技體操

一般女生組競技體操個人全能競賽 葉伊倫 一般女生組 競技體操

公開男生組桌球團體賽

曾奕澄 
王李中羿 
鄭鈞瀚 
郭家宏 
張祐銘

公開男生組 桌球

公開男生組網球雙打賽
何智仁 
洪睿晨

公開男生組 網球

公開女生組拳擊第二量級 邱敬雅 公開女生組 拳擊

公開男生組空手道對打第三量級 陳裕霖 公開男生組 空手道

公開男生組拳擊第三量級 廖廷翔 公開男生組 拳擊

公開女生組游泳 50 公尺自由式 謝至琳 公開女生組 游泳

公開男生組跆拳道對打 87 公斤級 葉又銘 公開男生組 跆拳道對打

公開女生組游泳 200 公尺仰式 陳廷 公開女生組 游泳

一般女生組田徑撐竿跳高 陳昱伶 一般女生組 田徑

公開混合組射箭複合弓混雙對抗賽
吳亭廷
張曜璿

公開混合組 射箭

公開男生組柔道第二級 簡家宏 公開男生組 柔道

公開男生組空手道對打第一量級 溫宏竣 公開男生組 空手道

公開女生組游泳 100 公尺仰式 陳　廷 公開女生組 游泳

一般女生組競技體操跳馬競賽 林奕綺 一般女生組 競技體操

公開女生組柔道第五級 陳俐安 公開女生組 柔道

公開男生組擊劍銳劍團體賽

陳宗霖
黃仲辰
許柯翰
林瑛鐘

公開男生組 擊劍

公開男生組柔道第七級 林正旋 公開男生組 柔道

公開男生組柔道第六級 盧冠誌 公開男生組 柔道

公開女生組柔道第六級 李婉慈 公開女生組 柔道

公開男生組拳擊第四量級 李泉緯 公開男生組 拳擊

公開男生組拳擊第五量級 廖昱翔 公開男生組 拳擊

一般男生組跆拳道對打 80 公斤級 李逸燊 一般男生組 跆拳道對打

公開男生組拳擊第九量級 黃甯彥 公開男生組 拳擊

公開男生組拳擊第十量級 余韋忠 公開男生組 拳擊

公開女生組桌球單打賽 劉昱昕 公開女生組 桌球

106 全大運 文大奪 18 面銀牌

106 全大運文大奪 16 面銅牌

中國文化大學榮獲全大運射箭複合弓對抗賽男、
女子組冠軍！

競技體操成隊林奕綺、呂亞璇、葉伊倫、李秋惠、張書瑄、游俞倖，合力拿下一般
女生組競技體操金牌。

右下圖 : 王李中羿 ( 左 )、鄭先知 ( 右 )
　　　　獲公開混合組桌球混雙賽金牌

左上圖 : 王永奇 ( 左 ) 獲公開男生組空手道對打第五量級金牌

右上圖 : 林郁婷 ( 左 ) 公開女生組拿下拳擊第三量級金牌

日文系金澤大介跳過 1.94 米，拿
下一般男生組田徑跳高金牌。

柔道金牌（中）李欣芸、銅牌潘舜穎（右二）

公開男生組

網球團體賽

彭賢尹、王介甫 
陳宏澈、李欣翰 
李逸誠、楊宗樺 
謝政鵬

公開
男生
組

網球

公開女生組射

箭複合弓個人

對抗賽

吳亭廷
公開
女生組

射箭

公開男生組

射箭複合弓

個人對抗賽

潘宇平
公開
男生組

射箭

一般男生組

跆拳道

品勢團體組

陳謀旭、葉炯杕 
陳鏡竹

一般
男生組

跆拳道品
勢

一般女生組

競技體操

成隊競賽

林奕綺、呂亞璇 
葉伊倫、李秋惠 
張書瑄、游俞倖

一般
女生組

競技體操

一般男生組

田徑跳高
金澤大介

一般
男生組

田徑

公開女生組

游泳 50 公尺

仰式

陳廷
公開
女生組

游泳

公開女生組

柔道第二級
陳勁穎

公開
女生組

柔道

公開女生組

柔道第三級
李欣芸

公開
女生組

柔道

一般男生組

空手道對打

第二量級

黃霖
一般
男生組

空手道

一般女生組

競技體操

平衡木競賽

葉伊倫
一般
女生組

競技體操

公開男生組

跆拳道對打

63 公斤級

王炳順
公開
男生組

跆拳道對
打

一般女生組

競技體操

個人全能競賽

林奕綺
一般女
生組

競技體操

公開女生組

柔道第四級
林曉晴

公開女
生組

柔道

公開女生組

桌球團體賽

陳泓安、黃禹喬
周怡慈、鄭先知
劉昱昕、陳思羽 
黃郁雯、黃歆 
李昱諄

公開女
生組

桌球

公開女生組

拳擊第一量級
秦千惠

公開女
生組

拳擊

公開女生組

拳擊第三量級
林郁婷

公開女
生組

拳擊

公開男生組

柔道第七級
陳聖閔

公開男
生組

柔道

公開男生組

柔道第六級
洪毅志

公開男
生組

柔道

公開女生組

桌球雙打賽
黃郁雯、李昱諄

公開女
生組

桌球

公開混合組

桌球混雙賽

王李中羿 
鄭先知

公開混
合組

桌球

公開男生組

空手道對打

第五量級

王永奇
公開男
生組

空手道

106 全大運 文大勇奪 22 面金牌

公開男生組網球團體賽奪冠！彭賢尹、王介甫、陳宏澈、李欣翰、李逸誠、楊宗樺及
謝政鵬表現優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