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陳宜湘】中國文化大學 106 年校園地
震避難掩護演練於 9月 29日 (五 )早上舉行，
採全校性有預警方式，警報發布模擬強震來
襲，讓大家練習 1 分鐘就地掩護，以及震歇間
人員立即緊急疏散，全體教職員生個個認真參
演，動作確實，已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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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趴下、2 掩護、3 穩住抗震保命 3 步驟。
為了讓所有師生對地震防災有進一步認識，演
練在上午 9 點 10 分開始全校先行收視「地震
防災宣教」影片，接著 9 點 21 分播放地震警
報大作，並透過廣播系統廣播發布校園遭強震
襲擊模擬狀況，大家聽聞後立馬演練趴（趴
下）、掩（掩護）、穩（穩住）1分鐘就地掩護，
以書包或課本保護頭部，並躲於桌椅下或柱子
旁，以雙手抓住穩固，以熟練抗震保命3步驟。

　爾後發布地震稍歇，校園上班上課人員立即
進行緊急疏散，個個遵守不語、不跑、不推 3
原則，有次序快步魚貫到達指定疏散區集合，
全員蹲下一一完成人數清查，逐級安全回報。
於此同時，校安中心立即編成因應災變召開緊
急應變會議，演練全程依計畫時序進行，緊湊
逼真。

　軍訓室劉富宣主任教官表示，此次演練重點
為練好個人就地掩護及人員緊急疏散要領，其
次是練好校園災後人員安全狀況清查與回報，
亦即災後人員清點安全回報，最後是練好校園
災害緊急應變處置程序與要領，他同時感謝所
有師生在演練過程中的配合與努力。

　在演練中李天任校長全程參與並特別指出，
國家選定每年 9 月實施地震防災演練，就是讓
我們記得台灣過去 921 強震的教訓，大家必須
深切體認到防災教育訓練的重要，尤其近期發
生的墨西哥強震，更告訴我們能夠多一分災害
防救整備，災難來時就能減少一分傷亡，平時
各單位就要未來可能生的災害詳訂各種處置作
業程序，不斷模擬演練驗證與修訂，以能快速
應對校園災變，將災害降到最低程度，確保校
園安全。

　【文／林宜瑭】因為有愛．服務無礙！ 106
年暑假服務隊成果發表暨觀摩活動於 10 月 5
日上午 9 時 30 分於體育館柏英廳舉辦，分享
本校暑假服務隊 14 支隊伍在全省的服務動態
與傑出表現，透過影片與圖片的紀錄展現社團
人的愛與情。
　學務處課外組吳玥玲老師指出，今年寒假本
校計有 14 支服務隊在全省舉辦服務隊，1 支
國際志工團前往斯里蘭卡服務，均獲得被服務
機構極高的評價與回應。為彰顯學生社團參與
假期服務意義及學習成效，激勵參與服務隊各
社團爭取團隊榮譽，今年將透過大型展覽會展
出各服務隊的過程與表現。
　方元沂學務長指出，展示活動將以團隊競賽
及互相觀摩方式呈現服務成果，並表揚服務成

果優異之社團。這次暑假營隊的成果發表包
括檔本觀摩競賽、3 分鐘成果影片競賽及心得
競賽；期待服務隊再出隊之餘更能與各種方式
彰顯成果，不僅在寒假參加服務之成員更有成
長，讓即使沒有參與服務但參加成果發表的同
學也能深深感動，而投入服務行業！
　方元沂學務長強調，社團是創辦人極為重視
的一環。他曾說社團是大學三條生命線之一，
每一年學務處都相當重視社團服務推動，藉此
促進大學生及社團的發展與進步，面對時代的
變化，更融入「學習」服務的目的，即在「學
習中成長」、從「做中學」，藉由服務的訓
練與執行的過程，充份學習活動企畫。現階段
服務性社團組隊、出隊最大的意義在於，除了
服務對象有所收穫外，參與服務的同學也能在

持續訓練、出隊服務及反思檢討中不斷學習，
而成果發表的舉辦就是讓他們能將學習成效展
現，互相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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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愛．服務無礙　展現社團的青春與熱情

14 支暑假服務隊 1 支國際志工團綻愛

123 華岡你我抗震一起來！

　【文／楊湘鈞】為慶祝教師節，中國文化
大學今天同時在曉峰紀念館二樓舉辦孔子銅
像揭牌及「大哉孔子—聖像 ‧ 聖跡圖展」。
校長李天任致詞指出，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期
許文大傳揚中華文化，並作為中華文化的文
藝復興基地，這項活動除有助傳揚孔孟學說，
對兩岸交流也有積極意義。
　文大原於創校時即在大義館前設有一尊大
型孔子塑像，今天揭牌的這尊等比例孔子全
身銅像，是由山東省海峽兩岸經濟文化發展
促進會捐贈；該會同時提供山東省文物保護
與收藏協會收藏的 43 幅孔子相關聖跡畫作，
並與文大、孔孟學會共同在曉峰紀念館一樓

合辦「大哉孔子—聖像 ‧ 聖跡圖展」。
　李天任校長致詞指出，今天是教師節，文
大選在這一天舉辦孔子聖像展覽，源自對至
聖先師孔子的崇敬；文大一貫相承儒家思想，
創辦人著有「中華五千年史」，第五冊就是
「孔學今義」，闡述孔學思想，可說對於孔
子學說的傳揚不遺餘力。
　應邀出席剪綵的中華孔孟學會秘書長蔡信
發說，雖說孔子不崇拜偶像，但這尊銅像並
不是偶像意義，而是一個精神指標，因為孔
子是大家公認的世界性偉人，主要是規範了
良好的社會秩序；孔子又提倡教育，使得所
有的人都能夠順心從事各行各業，所以是一

個很了不起的思想家、執行家。
　蔡信發也感慨，我們已提倡孔孟思想相當
久，同時在中國大陸有一段時間是中斷的，
可是沒有想到他們開始急起直追，甚至比我
們更積極與深入提倡。
　「大哉孔子 - 聖像 ‧ 聖跡圖展」展出的
43 幅作品，主要是明代畫作，展品採用現代
高模擬技術製作，將這些珍貴的歷代孔子畫
像完整展現，透過圖像與文字介紹，讓觀賞
者能更進一步認識孔子與儒家思想。

舉辦「大哉孔子—聖像 ‧ 聖跡圖展」

慶祝教師節 　文大為孔子銅像揭牌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國際企業管理
學系博士班於106年9月28日教師節舉辦「新
生迎新送舊活動」，張董事長鏡湖博士應邀出
席，期勉每一位畢業博士生發揮所長，貢獻所
學，同時鼓勵即將成為文大博班的新生們宜多
多關注大陸與國際企業管理相關知識，以培養

國際視野，現場博士同學共同舉杯向出席的師
長祝賀「教師節快樂！」
　本校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班於 1992 年
成立，為國內第一所「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
以培養具備國際觀、國際素養之卓越管理人
才，及國際學者、大學師資為宗旨。

　張董事長強調，國際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班
教育目標為「管理教育界培養具國際視野、專
業知識開發能力以及良好倫理道德素養的卓越
教育學術研究人才」，使學生具備「國際企業
理論」、「獨立邏輯思考能力」、「開創知識
之能力」及「研究倫理素養」核心能力。

國內第一所國企所博班　盼持續發揮所長 貢獻所學

張鏡湖董事長出席國企所博士班致詞勉勵

充分建立正確個人防護意識及災害應變能力

 



　【文／李文瑜】本校技擊國術
系 4 年級林郁婷拿下 2017 波蘭西
里西亞女子拳擊公開賽 54 公斤級
金牌，未來將繼續努力訓練，爭
取明年雅加達亞運金牌。技擊國
術系主任吳慧君指出，林郁婷認
真努力，尤需克服前往波蘭長時
間搭機的問題，加上適應當地飲
食與控制體重，過程的辛苦只有
運動員才能知道，感謝曾自強教
練及林郁婷同學為校、為系爭光，
聯手拿下優秀成績，為華岡爭光。
　2017 波蘭西里西亞女子拳擊公
開賽於 9 月 5 日至 9 月 9 日在波
蘭的格利維采城市舉辦，中華台
北女子代表隊共派出四名選手參
賽，本校技擊國術系 4 年級學生
林郁婷歷經四場比賽考驗，包括
瑞典、挪威、亞塞拜然、俄羅斯，
順利摘下 54 公斤級金牌。
　林郁婷說，在這一次的波蘭國
際邀請賽中與群雄爭鋒之所以能
夠脫穎而出奪得冠軍最要感謝曾

自強教練的指導。她在短短六天
當中千里迢迢飛到波蘭，先要克
服長時間的搭機以及飲食控制，
接下來就是與教練共同討論如何
在歐洲各國強權的威脅下、擬定
策略一一將對手擊敗，取得最後

勝利。雖然比賽時間非常緊湊，
沒有太多的時間好好調整，但是
這次的比賽經驗讓她受益無窮，
希望在教練的領導下能夠將這股
氣勢延續到十一月底的亞洲女子
拳擊錦標賽再創佳績！

　吳慧君主任說，郁婷這次比賽
的表現相當優異，希望她能再累
積更多的國際比賽經驗，在明年
2018 雅加達亞運及 2020 東京奧
運取得佳績！

　【文／林宜瑭】為鼓勵新生熟悉校園，今
年特別舉辦大學入門新生入學定向輔導活動
抽獎，凡是參與各項大學入門活動，即可上
網回答問題參與抽獎，總計有 20 位新生獲

得獎品，心輔系與廣告系新生可獲 i Phone 
X 及 i Phone 7 Plus，相當幸運。
以下獲獎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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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為什麼你總是已讀不回？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郝丹心，我跟我的男友在一起剛滿一個

月，但最近一直有一件事情很困擾我，就是他

越來越常「已讀不回」，以前剛認識的時候每

次只要我敲他，他總是馬上會給我回應，但最

近這兩個禮拜，回覆我訊息的速度漸漸變慢了，

從以前的馬上回，到兩三小時回一次，甚至這

個禮拜已讀不回的次數增加，但有時他又會突

然很快就回應我，老師我該怎麼辦？他變心了

嗎？

真的好擔心的丹心

親愛的丹心，妳好：
　從妳的來信中，感受到男友交往前後的落差
讓妳不知道該怎麼辦，內心產生了許多不安的
感覺，甚至開始懷疑起男朋友是不是不愛妳了，
在面對手機上已讀訊息卻沉默不回，只能不斷
問自己：「他怎麼了？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他的「時回、時不回」讓妳一直等待。不過，
那些「等待」最後會變成「緊張」和「焦慮」，
並不會讓妳更「愛」對方。
　在使用通訊軟體中最害怕的就是被「忽視」
的感覺，會讓人不斷問自己：「我打了那麼多
內容，他竟然已讀不回，他應該懂我的意思
吧？」，忽視會讓一個人感到傷害，進而激動、
傷心，情緒越滾越大，陷入「為何這樣對我？」
的糾結。不過，我們畢竟無法改變對方。所以
與其懷抱著一開始的問題「他在想什麼？」，
不如轉個方向來問自己：「我想要的究竟是什
麼？」或是「他真的適合我嗎？」。
　對於關係感到擔心是很正常的，這代表妳重
視對方。但我們很容易誇大了擔心，將它看得
與事實相差太大。所以，如何將擔心維持在適
當的程度以及當擔心突然爆發（接收到某些線
索）時，可以如何先讓自己穩定，是件非常重
要的事。已讀不回所造成個人的焦慮、不安感
受，這或許反映在感情中是否缺乏安全感或信
任…因此提供下列方向讓丹心去思考：1. 釐清

自己在擔心什麼？例如妳的另一半中午已讀了
訊息，一直到晚餐前都還沒有回覆，妳可能覺
得很焦慮、擔心，這時候可以嘗試先深呼吸，
照顧自己的心理狀態；然後在紙上寫下妳擔心
的事情是什麼，接著寫上妳覺得「真實程度」
的百分比。2. 為猜測找證據：為妳這些擔心的
事找出正反兩面的證據，想一想，有什麼可以
支持這個猜測？又有什麼可以駁倒這個猜測？
3. 重新評估：想出證據後，妳可以重新評估，
原本的擔心，是偏向事實還是妳的想像？
　在知道為什麼面對對方已讀不回的情況是如
此焦慮不安後，可以試著：1. 找回安全感：如
果關係穩定的話，對方沒有回應其實不是很大
的問題。2. 減少自己對手機的依賴：等待男友
時，與其去想為什麼他不回，不如多培養一些
其他的嗜好，不但能轉移注意力，也有機會讓
自己增加專長、更有魅力唷！ 3. 結束語替代貼

圖：不確定感是焦慮的源頭，我們可以利用一
些方式來減少不確定感。例如當我們想要結束
話題的時候，不要只是丟一張貼圖，而是交代
要暫時離開，才不會讓對方有一種「一直在等
待，卻不知道你想要結束話題了沒」的感覺。
4. 建立多溝通的習慣：丹心不妨找機會向男友
表達心中的不安，讓男友知道自己在擔心什麼、
需要的是什麼，讓彼此多一些瞭解、增加情感
的溫度。
　最後祝福丹心能重新找到生活的步調，在關
係中自在不焦慮、親密不負擔，如果還有疑問，
也歡迎妳來學生諮商中心，尋找專業人員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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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錢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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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下 2017 波蘭女子拳擊公開賽 54 公斤級金牌
華岡之光！技擊國術系四年級林郁婷奪金 「we 愛 ‧ 兩岸青年短片大賽」在文大舉辦開幕典禮　

　【文／李文瑜】為啟發兩岸年輕人用鏡頭
記錄、思考和審視自己的生活，今年 2 月
「we 愛 ‧ 兩岸青年短片大賽」25 日在文
化大學舉行開幕典禮，總計有 17 部入選決
賽的作品。文化大學校長李天任分享自己在
美國留學時的電影夢，並表示現在 3C 產品
的影像功能很強，台灣年輕人有更方便的工
具可以說故事，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希望透
過影展讓更多人看見台灣年輕導演的作品。
　李校長說，拍電影對當時的自己與一堆朋
友而言，是一場夢，更是一個值得追尋的
理想，因為，不管你是寫文章、畫畫，甚或
者是攝影都是一些靜態的活動，唯有電影你
要綜合很多藝術的能力，你要講出一個好的
故事能震攝人心，在當年電影被視為一個藝

術表現型態裡面，最為當代年輕人所能接受
的，恭喜現在年輕人，有機會追夢，更有機
會完成一個理想，要把握機會珍惜現在的環
境。
　「we 愛 ‧ 兩岸青年短片大賽」收到
1203 部作品，最後選出 17 部。華聯國際
董事長謝國樑在開幕典禮上表示，「之所以
舉辦這項活動，希望台灣的優秀電影人及作
品可以在大陸及更多的國際市場被接受，能
發光發亮。主辦這次活動的上海市海峽兩岸
交流促進會名譽會長李文輝、上海市海峽兩
岸交流促進會副會長王立新、滬測信息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總裁孫大千、華聯國際多
媒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謝國樑等嘉賓都出
席開幕典禮。

李校長分享自己青春電影夢　鼓勵學生自己寫故事

大學入門新生入學定向輔導有獎徵答

文大校友總會唐彥博理事長榮獲「弘道獎」

榮膺内私校最高榮譽

　【文／李文瑜】文大校友總會唐彥博理事
長獲頒國內私校最高榮譽「弘道獎」殊榮，
表揚其奉獻教育的卓越績效，足為杏壇楷模。
現任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唐彥博校長，畢業於

本校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在學術界成果深
獲肯定，並先後擔任崇右技術學院校長、育
達科大 2 所大學校長，辦學績效卓著，近年
更以前瞻性治校理念，帶領臺北海院邁向科
大，在少子化趨勢，招生率與教學口碑，格
外亮眼。
　中華民國私立教育事業協會主辦的「全國
十大傑出教師：弘道獎」，入選優秀教師均
需符合 8 項條件，例如對私校發展具重大貢
獻、服務 20 年以上成績特別優異、任職期間

向教育主管單位或服務學校提供重大協助或
改進辦法具特殊價值者等。
　唐彥博學長具有崇高學術地位，國內外獲
獎無數，國內獲得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李
國鼎管理獎章、中國文化大學傑出校友，國
外 則 有 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 
Man of the Year in Education、American 
Biographical Institute 教育貢獻金牌獎、In-
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Centre 教育終身成
就獎，以及日本創價大學最高榮譽賞。

心輔系與廣告系新生分獲 i Phone X 及 i Phone 7 Plus

獎品 得獎者

i Phone X A6214218 心輔系 1  趙○○

i Phone 7 

Plus
A6212908 廣告系 1A 周○○

拍立得相機 A6207416 森保系 1  温○○

拍立得相機 A6223314 國樂系 1  趙○○

專業鍵鼠組 A6201094 日文系 1B 談○○

專業鍵盤 A5219739 廣告系 1A 彭○

隨身碟 128G A6204662 法學組 1C 林○○

隨身碟 128G A6240057 生科系 1  楊○○

行動電源 A6249054 國貿系 1B 黃○○

行動電源 A6245415 行管系 1A 蘇○○

獎品 得獎者

行動電源 A6240553 法學組 1B 蘇○○

隨身碟 64GB A6201400 韓文系 1  朱○○

隨身碟 64GB A6244389 社福系 1B 謝○○

隨身碟 32GB A6209605 資工系 1B 龔○○

隨身碟 32GB A6241959 政治系 1  陳○○

隨身碟 32GB A6220471 教育系 1  張○○

隨身碟 32GB A6203020 化學系 1  張○○

隨身碟 32GB A6252331 資管系 1C 羅○○

隨身碟 32GB A6208650 電機系 1B 陳○○

隨身碟 32GB A6210352 國貿系 1B 張○○

 

　【文／李文瑜】學生事務處課
外活動組於曉峰國際會議廳舉辦
106 學年度社團負責人頒證典禮
暨行政講習會，共 139 位社團負
責人出席參與授證，由李天任校
長親自頒證證書，方元沂學務長
亦勉勵大家在未來的一年，藉由

社團負責人這樣一個領導者的角
色，學習領導能力，累積課本上
學習不到的軟實力。

　李天任校長致詞說：「社團領
導人是大學裡的菁英，是社員的
意見領袖，做一位社團負責人除
了對自己的社團負責，也要對自

己的生命負責，對社團有延續傳
承與創新的責任」。李天任校長
舉以色列青年為例勉勵每一位社
團負責人，要成為勇者必須自我
挑戰、不要怕失敗，並勇於創新。
勇敢是發自內心的無懼，要鍛鍊
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勇者，敢於

投資自己，要求自己，才是真正
的勇敢。

　李校長期待每位社團領導人能
夠 ENJOY 大學生活、ENJOY 社
團領導、ENJOY 社團裡的氣氛、
ENJOY 社團與社團間的友好。除
了期勉與鼓勵外，也希望每位社
團人能夠反思一些問題，既然未
來一年要負責整個社團的經營，
對社團有什麼樣的期許？對於社
員們能有什麼樣的承諾？要怎麼
樣幫助社員或者怎麼樣跟大家共
同成長？希望社團負責人可以慎
思而行。

139 位社團負責人　獲頒優秀社團人證書

李校長親自出席勉勵社團負責人 成為勇者 挑戰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