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為紀念新聞界
先哲歐陽醇、樂恕人，新聞系於 5
月 10 日在曉峰紀念館國際會議廳
舉辦「歐陽醇教授、樂恕人教授
百歲冥誕紀念會」暨「數位時代
的傳播產業發展及新聞傳播教育
學術研討會」。現場來了許多新
聞系資深校友們，回憶當年受歐
陽醇與樂恕人老師教育恩澤的美

好記憶。　
　李天任校長懷念指出，他記憶
中的歐陽醇老師，每次上課都會
不斷提醒學生一定要帶零錢在身
上，因為才能夠打公用電話回報
社，歐陽醇老師還常拿出他的小
零錢包展示給學生看，這是當年
身為新聞記者必備的。
　新聞系主任胡幼偉表示，孟子
曾經說過：「人生有三大樂事，
其中之一為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可是從學生的角度來看，雖然未
必是英才，但在學校都能得到老

師無私無我、全心奉獻、傳道授
業解惑，畢業時還有老師提攜介
紹工作，進入社會後的大小事情
還可以請益老師提供各種各樣意
見，那就是學生一生最大恩惠與
幸福，文化新聞系全體師生就是
抱著這樣的感恩、懷念，無限感
念歐陽醇老師、樂恕人老師。
　胡幼偉主任提到，兩位老師對
文化新聞系無私、無我數十年的
奉獻，現場有很多位系友、學長
學姊都在座，他們跟他一樣都是
受兩位老師傳道、授業、解惑、
提攜，甚至恩寵的歷史見證人，
更能深刻感受一個好的教育者對
未來的影響。
　李天任校長則以歐陽醇老師寫

給年輕人一篇立志的信與現場師
生分享：「年輕時經過不斷的艱
難磨練，以後才能擔當重要的責
任，往昔的痛苦和汗珠，日後都
化作甘甜自得的回饋，主動樂觀
積極以攻堅克難這是年輕人的資
本，擁有他的年輕人重視他珍貴
他不要放棄他。」
　李校長說，歐陽老師對於後輩
的指導與鼓勵，至今回想起來都
是像和煦的陽光，聽他的課都像
如沐春風，他講很多實例，都影
響極為深遠，文化大學新聞系有
這麼多的前人灌注這麼多的心血，
深刻寄望現在新聞系的同學能夠
不要辜負前人所種下的善果與因
果，來繼續的發揮。

拜會張董事長與李校長  分享當年在文大求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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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裔公行學學者劉國材學長回母校演講

　【文 /李文瑜】本校市政系畢業
校友、美國公共行政學界知名華
裔學者劉國材學長，6日拜訪張鏡
湖董事長與李天任校長。劉國材
學長說，當年在文化唸書時，常
常看到創辦人在餐廳裡吃飯，並
曾多次與他聊天，是一個很棒的
學者；他非常開心有機會回到母
校看到現今校園的進步與繁榮，
「這真是一所很美的學校。」
　劉國材學長是應本校行管系余
小云主任邀請，回國參與本校研
討會。劉國材學長說，他曾受聘
擔任浙江大學客座教授，在浙大
教學多年，了解張其昀創辦人曾
受聘擔任浙江大學史地系教授兼
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長，後又兼
任文學院院長，在浙大相當知名。
　劉國材學長是美國公共行政學
界知名華裔學者，奧克拉荷馬州
立大學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博
士、該校研究生專案主任，美國
中佛羅里達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

任、美國公共管理（ASPA）首
位華人會長。主要研究領域為組
織行為和發展、經濟發展（州、
地方和全國）、公共預算和財政、
政策分析和評估、中國大陸和臺
灣的公共管理與公共政策等。

劉國材學長說，當年在餐廳裡常
常可以看到張創辦人一個人獨坐
看書的身影，他還和同學一同去
和創辦人聊天，創辦人溫煦如和
風般的學者風範，直至現在都還
記憶深刻。而當年學校最具特色

的就是榮民伯伯很多，不管是住
宿點名、班點名或者是清掃環境
等，都可以看到榮民伯伯努力的
態度與大聲說話的聲音，這些都
成為記憶裡最美好的校園生活。

李校長：用堅持與熱情參與社團　

學生得獎社團與三長有約

　【文 /李文瑜】本校社團活潑多
元，在全國大專院校社團屢屢表
現出色亮眼，5 月 4 日學務處特
別舉辦社團社長與校長座談會，
邀請李天任校長分享社團在大
學生活的角色與重要性。今年拿
下 106 年度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
團競賽卓越獎中國文化大學學生
會、特優獎的廣告系學會及熱舞
社則將獎牌致贈學校，並與校長
合影，謝謝學校給予社團的協助。

　李天任校長說，文大以開放與
尊重為原則，以鼓勵創新為方向，
鼓勵大學生在社團表現，近幾年
華岡社團表現非常傑出，學生會
更是拿下多年的特優，晉升為卓
越獎殊榮，今年更因社團檔案資
料內容呈現超高水準，再獲頒「金
卷獎」殊榮。

　「廣告系學會及熱舞社也非常

棒，正因優秀的社團表現優異，
讓本校成為全國唯一榮獲卓越獎
及雙特優的大專院校。」李校長
說，玩社團，光有熱情這只是成
功的第一步，努力與毅力才是第
二步，智慧與機敏，有時間與能
力去感知外面的變化，對自己有
期許，這才是重要的大步伐，謝
謝文化大學的學生很努力以熱情
相挺社團工作，讓華岡社團表現
傑出。

　方元沂學務長說，學校願意支
持學生社團發展，聆聽意見接納，
包容與體諒，是維持學生社團的
重要原因。大環境或許已使得很
多人覺得社團都在「玩」，但文
大的社團卻能玩出高成效，獲得
各界肯定，每年拿下全國第一，
這樣的成績相當不容易。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6 月 3 日舉辦 105 學年度畢業典
禮，畢業生在細雨雲霧中巡禮校
園，重溫四年來華岡風雨記事。
今年本校總計 6171 位畢業生，含
畢業陸生 67 名。李天任校長以七
個 Lucky points，鼓勵畢業生隨
時把握契機，跟上時代的動脈，
發揮智慧，持續充實自我，將為
自己開創無可限量的未來，「讓
Lucky 7，為你和你的家人帶來
Lucky future。」

　李校長說，年輕的生命應該像
太陽，有光、有熱，是燦爛、具
有穿透力，是烏雲和風雨都擋不
住的能量；年輕的生命力應該像
海綿，多孔隙，多層次，即使是
大學畢業後，仍有足夠的活力吸
收養分，才能在當前瞬息萬變而
又廣陌的汪洋中找到自己的立足
之地。
　李校長分享七個 Lucky points
就是堅定志向，培養能力；見賢
思齊，實現理想；樂在求知，徹

底瞭解；融會貫通，終身學習；
獨立思考，創新思維；盡情想像，
解決問題；學好語文，有效表達；
關心社會，參與世界；親近自然，
愛好環境；崇尚藝術，涵詠文化；
身體力行，人際和諧；健康生活，
終身運動；做一個專業與道德兼
備，勇於負責，善於溝通，寬容
自信，言行ㄧ致，具誠與信的世
界公民。
　李校長強調，世界無限寬廣，
只要走出原點，就有新的機會；

環境千變萬化，哪怕是一小步，
都是超越自己。在校園裡學習雖
是人生最快樂的事，但是最後大
家終究要分手向前走。
　今年畢業典禮來了許多畢業生
的父母，李校長鼓勵畢業生給予
父母們深深一鞠躬，謝謝他們始
終努力站在孩子這一邊，陪他們
走過學習之路，「父母恩大於天，
請畢業生們一定要記得給父母深
深的擁抱。」

李天任校長鼓勵同學把握 Lucky 7  為自己帶來 Lucky Future

紀念新聞界先哲歐陽醇、樂恕人

新聞系校友齊聚文大 憶師恩如沐春風之愛

　【文 / 曾小禎】2017 陸生暑
期專班預計將邀請超過 200 位大
陸學生於暑假期間至本校交流，
為協助大陸學生順利融入台灣生
活，即日起將誠徵「學伴」，
只要是本校學生，都可以報名參
與，報名截止日至 6 月底。
　大陸合作處指出，這是一場兩
岸學習最好的管道，歡迎對兩岸
交流有興趣的同學參與協助由大
陸合作處辦理之 2017 年陸生暑
期專班 ! 
　大陸文教處提到，今年暑假將
邀請來自大陸各地姊妹校近 200
位師生，包含碩博士生及大學部
學生與領隊老師，在 2017 年 7
月 24 日 ( 一 ) 至
2017 年 8 月 11 日
( 日 ) 共 19 天，蒞
臨文大交流。為提
供短期交換學生不
一樣觀感的學習，
歡迎在學學生（含
碩博士生及大學部
學生），上學期操
性成績80分以上、
學業平均 70 分以
上，具有服務熱忱
者報名參與。　
　為讓參與夏令營
的陸生們早日熟悉
環境，並促進兩地
學生互動學習及文

化交流，故本活動徵求本校有興
趣之學生擔任『學伴』，於夏令
營期間協助活動規劃、接送機、
適時關心及協助大陸學生早日熟
悉學校環境、日常生活諮詢及介
紹、以及陪同大陸學生到台灣
各觀光景點參觀學習。在活動期
間，若有任何問題，可適時向學
校師長反應與解決。
　夏令營內容精彩豐富，包含活
潑創意的專業課程，以及名人堂
講座；交流活動，包括演唱會、
電影欣賞；歷史文化與生態探索
活動，到花蓮、台東、日月潭等
各地參訪。夏令營學伴須全程參
與活動，

協助陸生融入台灣生活
歡迎有意與陸生交流互動學生擔任《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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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於各大學院校　獲經濟部國貿局補助 136 萬元

106 年度「貿易小尖兵新興市場海外實習計畫

　【文／李文瑜】本校國貿系與全商系師生攜
手申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106 年度補助國
內公私立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新興市場企業實
習」深耕越南市場 2 件實習計劃，獲得 15 個
實習機會，並拿下核定補助約 136 萬餘元。
　統籌規畫的國貿系黃月霞老師強調，今年全
國大專校院申請計畫案件多，競爭激烈，本校
師生表現優異，期望獲補助的學生能好好把握
前進東協機會，勇敢走出台灣這個舒適圈，學
習台商企業海外市場布局全球打拚精神，實現
學以致用，迎向新興市場各種挑戰，開創人生
「薪」契機。
　經濟部國貿局今年度總計核定 151 位選送學
生，前往六個國家實習，實習時間為 2017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共計 62 天。本校有
徐境君、鄒紹雯、張伃伶、王宏嘉、林奇漢、
胡安琪、池嘉栩、何柏毅、吳旻臻、薛芊芊、
陳玉玫、顏如玉、楊舒涵、謝昀臻、麥哲偉等
15 位學生獲補助。
　該計劃由黃月霞老師、全球商務學位學程郭
國誠主任與徐銘甫老師，親洽越南多家品牌大
廠委託加工製造 (OEM/ODM) 優秀台資製造

企業爭取機會，獲准前往實習的台資知名企業
包括全球最大自行車椅墊專業廠越南鋒明國
際 (DDK)、JCPenny、Under Armour 代 工
廠 - 振大纖維紡織 ( 河內廠 )，今年更新增知
名品牌商指定廠巨竹紡織 (HB 機能布廠與成
衣廠 )，耐吉 Nike 指定鞋材專業設計製造廠
久林實業 (Kurim)，與知名專業設計生產高品
質壓克力化妝品包裝容器的伸佳企業 - 越南國

豐等。
　黃月霞老師說，謝謝這些廠商能夠提供實習
機會，讓台灣學生有機會前往國外實習，體會
職場經驗，預計可以提供實習學生實習 B2B
海外生產基地接單出口流程與廠務經營實戰經
驗，還可親觸體驗東協市場，了解在地商情經
營動態。

大學生就該有快樂放鬆的大學時光 勇敢去做想做的事

戲劇系校友王小棣導演

　【文／李文瑜】華岡校友講堂 5 月 20 日邀
請知名導演，也是戲劇系校友王小棣回母校演
講。王小棣建議，大學生就應該有個快樂放鬆
的大學時光，最好選擇你愛讀的科系，然後可
以做你想要的工作。
　王小棣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戲劇學系，留學
美國主修劇場與電影，回國後，開始參與電影
與電視戲劇的編導與製作，擅長台灣小人物與
社會寫實的戲劇路線，屢次獲金鐘獎得最佳製
作，最佳導演及最佳編劇的肯定。
　她回憶，「我是壞學生，能考上文化大學，
在父母朋友的眼光裡盡是懷疑，我在這裡遇到
的朋友與師長，影響深遠，當年中國文化大學
還只是文化學院，每次上學最苦就是搭校車，
都得靠較壯的男同學拉著皮帶硬撐擠上校車，
或者是爬窗戶擠進校車，這些都是現在文化學
生難以想像的吧！」
　王小棣說，還記得那時在大仁館前等車，可
能是食品這類科系的機器吧，把像座大型甜甜
圈的機器卡在停校車處，撲鼻的香氣與公車的
味道夾雜著，至今仍沒忘，反而隨著時間越久，
沉澱記憶越深。」
　王小棣說，從來就不知道有戲劇這個系，也
沒有人相信她會考上大學，甚至還留學讀戲劇
碩士。她從小就不喜歡讀書，一路被貼著「壞

學生」的標籤，一直到高三就讀的教會學校有
一位外籍老師告訴她：「你可以讀戲劇耶！」
她才發憤圖強考上文大戲劇系。這種「壞學生」
其實到了大學還是一樣「壞」。
　從旁觀的社會紀錄導演到社會參與，成為台
灣社會運動的指標性人物，從反核到太陽花學
運，或者同性婚姻，王小棣說，台灣最苦的是
做事都會被貼標籤，好像從自己小時候就是這
樣，不喜歡讀書的人是壞小孩，長大參與特殊

運動被列為反動份子，甚至不站政治邊也易被
涉入，簡單在臉書或社群發表意見，更易被掛
上標籤，但人生總要喜歡的方向，她不在乎，
更不需要太過關注。
　她提到，台灣年輕人很有勇氣，要給他們的
舞台，是不要被貼標籤的舞台，不要有太多的
限制，有框架可以打破，有困難可以解決，這
是台灣年輕人的本錢與本事，台灣很有機會的，
因為創意與努力都是台灣人最值錢的。

王小棣導演分享華岡小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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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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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首屆澳門專班學生畢業

在風雨中，我們畢業了！

　【文／李文瑜】「在風雨中，我們畢業了！」
105 學年度中國文化大學畢業典禮，6 月 3 日
在體育館二樓舉行，畢業生們先由李校長、王
淑音教務長與方元沂學務長帶領，一同進行校
園巡禮，在細雨雲霧中再走一遭踏過無次的石
板路，看過無數回的校園一草一木，重溫四年
來華岡風雨記事。
　此外，本校首度領先全國成立的澳門專班，
第一屆畢業生也在今年誕生，不少畢業生特別
從澳門來到台灣出席畢業典禮；今年也有不少
來自世界各國學生畢業。

互道感恩

謝謝彼此出現在大學生活裡

　畢業生代表會計學系四年級朱怡臻說，四年
的大學生活，是由說不完的往事、歡笑、淚水
交織而成，每個人的不同，造就了多元繽紛的
文化大學，每一個過往都成就了現在的你，「請
各位畢業生拍拍身旁同學的肩膀對他說：謝謝
你，出現在我的大學生涯裡。」
　在校生代表廣告系 3B 杜臆湘告訴學長姐：
華岡是你們的家，你們的避風港，一日華岡人，
終生華岡人。離別雖然感傷，但卻從來不是結
束，請別忘記，文化所有師長們用心的栽培，
也別忘記，自己曾經在這努力過的青春歲月。
更別忘記，這條路上你們不孤單，未來相遇時，
請給彼此一個熱情地呼喊。畢業不是結束，而
是一個新的開始，希望你們在未來的道路上能
夠朝著自己的夢想努力邁進。莫忘初衷，展翅

高飛，祝福各位學長姐們，鵬程萬里。

畢業快樂 !

山上的家，是我們永遠的避風港 　  

  

　畢業生代表國際貿易學系賴建銘說，中國文

化大學從來不缺少美的事物，美的風景、美的
建築，更是不缺少人美心更美的各位畢業生，
「相信大家已經開始懷念在文化的生活了…。」
　賴建銘提到，山上的家，是我們永遠的避風
港，山上的孩子，是我們這群質樸堅毅的華岡
人。無論發生什麼事情，中國文化大學永遠矗
立在陽明山上。如此，屹立不搖 堅忍不拔的
與我們同在。「大家一定都記得，在文化總會
出現彩虹，我想 .. 這正是映襯了我們多采多姿
的大學生活，就像絢麗的彩虹一樣，精彩耀眼。
當你覺得疲倦時，別忘了！華岡，在這山上的
家。」
　致詞代表新聞學系三年級王遵銘提到，畢業
是件喜悲交加的大事情，喜的是學長姐將在人
生的路途中邁入新的里程碑，大鵬展翅。悲的
是當校歌驟起，學長學姐便要各奔東西，為自
己的夢想努力前進。畢業後的學長學姊或許是
選擇升讀研究所，或者成為職場新鮮人，不過，
「當你覺得疲倦時，別忘了！華岡，在這山上
的家，永遠陪伴著你，山上的夜景，始終為你
點起一盞心燈。畢業絕對不是終點，而是學長
學姊一個嶄新的開始。」

首屆澳門專班畢業  本校李孔智老師與學生合影

王小棣與福斯台灣區董事總經理蔡秋安是多年好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