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本校資訊傳播學系將於 4 月
27 日至 4 月 29 日在松山文創舉辦 2018 年畢
業成果展《敢想》，校內宣傳活動「聖誕工廠」
於日前在菲華樓進行。除配合聖誕節慶舉辦闖
關活動，並結合各組參展同學攤位作品展示畢
業展的主題。
　資傳系表示，敢想由感想而來。感想來自於
深刻的體驗，敢想引導著萬物的改革。透過感
想啟動敢想，用敢想創造無限可能的智慧生
活、撼動未來。
　相關作品展現新穎創意及專業技能，巧妙應
用資訊傳播科技於日常生活。內容包含 APP、
動畫與遊戲設計、VR 互動、RWD 網頁及辨
識系統設計，甚至運用 ARDUINO 進行茶汁
溫度感控。進一步結合校內單位與周邊社區，
以專業能力服務社區，深化大學社會責任。

　「宿說叢林」與校園週邊美軍宿舍群商家合
作，透過吉祥物設計、空拍影片、響應式網頁
整合行銷，讓更多人瞭解美軍宿舍群的故事，
也深化學校與社區關聯。「Tripin」旅遊資訊
App，將旅遊的資訊與記帳、行前規劃功能結
合，介面也嘗試更視覺化的風格，讓自助旅行
能更便利 !「趣點活動」為文大學生量身打造
的專屬 App，配合全人學習護照需求，提供活
動資訊搜尋與興趣活動提醒，讓學生能更方便
的參與課外活動，完成門檻、提升競爭力。
　「Go Weather」提供天氣預報、環境資訊
並以推播方式更新，透過 Open Data 運用提
供創新而直覺的天氣資訊服務 App。「朕在省
事」結合物聯網的裝置，為智慧居家生活提供
系統化、整合性的 App。「機器學習之辨識應
用系統」，透過HOG與PCA演算法，發展英、

數字與人臉即時定位與辨識模組。
　「Devout/Devil」為一款劇情取向的 2D 捲
軸闖關遊戲。遊戲背景為十四世紀遭到「黑死
病」肆虐的城鎮。「DAILY」諧趣與黑色幽
默插畫配合 AR 科技，客製化屬於訂戶獨一無
二的筆記本。
　2018 年畢業展《敢想》將於 4 月 27 日至 4
月 29 日在松山文創園區五號倉庫舉辦，展出
27 組學生作品，充分展現年輕世代的創意思
考與製作能力，歡迎大家一起來看看資訊傳播
科技在數位時代的多元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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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本校英文系蔡
佳靜教授獲汕頭大學語言中心邀
請，帶領英文系 2A 劉人豪、李
晶晶、建築系二洪祥瑀及俄文系
1A 史秉翰等同學，代表文大參
加廣東汕頭大學主辦的第 15 屆大
型國際英語競賽，表現優異，李
晶晶技壓來自亞洲各大學的多名
好手，拿下英語歌唱比賽第三名，
為文化大學爭光。

　廣東汕頭大學為提升國際觀及
建立交流平台，由英語中心毛思
慧教授指導的團隊，舉辦國際性
大型英文演講、辯論及歌唱比賽，
邀請來自亞洲各國大學的優秀學
生參與。過去 14 屆以來參加過比
賽的學校包括汕頭大學、香港理
工學院、國立新加坡大學、蘇州
英國利物浦大學、日本京都大學、
韓國首爾大學、澳門理工大學等
名校。
　蔡佳靜教授指出，今年比賽共
有三天賽程，第一天的開幕式
由主辦負責人 Mickey Chen 及
John Harper 開場介紹今年的主
題 (imperfect self)，接著由汕大
的同學們展開一連串的歌舞及戲
劇表演。
　第二天為演講比賽，來自亞洲
各國的優秀學生在比賽中針對主
題進行 prepared speech 及即席

演講。英文系 2A 劉人豪同學在
演講比賽決賽表現亮眼，但在即
席演講中不幸敗北。劉人豪說，
在台灣比較少訓練到即席演講，
未來會朝著這個目標去訓練自己
的反應力及思考力。
　蔡佳靜教授說，第三天早上為
辯論比賽，晚上則為英語歌唱比
賽。參賽者自選兩首英文歌曲，
本校進入決賽的三位選手出場都
獲得高度肯定。俄文系新生史秉
翰在一出場就獲得全場的歡聲，
建築系二年級洪祥瑀更時唯一一
位自彈自唱的選手，最後以些微
差距未能進入總決賽。
　另一選手李晶晶則以 Classic 及
Too Good at Goodbye 這兩首
歌，在總決賽獲得第三名的好成
績。
　李晶晶說，這次的比賽讓她見
識到其他大學學生的英文能力、

台風、及膽量，和其他選手切磋
時，更交到了不少好朋友，也了
解到各地民俗文化及教育的不同，
更讓她看到了汕頭大學的英語教
學方式及環境，也希望未來能夠
再參加，增進自己的能力，爭取
更好的成績。
　蔡佳靜教授表示，這次很榮幸
能獲主辦人陳慧茹老師的邀請參
賽，也感受到了汕頭大學為增進
學生英文能力而創造出的全英語
學習環境的威力。不管什麼科系，
學生都不怕開口說英文，也希望
參賽的學生能夠把經驗分享給其
他同學，不要活在舒適圈中，要
增進國際觀及自己的競爭力。
　她說，此次代表文大參賽的四
位學生，不論是品格或是英文能
力都非常優秀，也成為注目的焦
點，這也是另類宣傳台灣及文大
的方式。

英文系李晶晶 獲汕大國際英語節英文歌曲大賽季軍

蔡佳靜教授領軍  為校爭光 

　【文／李文瑜】打造高齡友善居住環境，中
國文化大學與北市社會局結合財團法人恆安老
人長期照顧中心受託經營的陽明老人公寓，推
動「青銀共居」試辦方案，開幕典禮邀請台北
市長柯文哲等蒞臨致詞。
　李天任校長說，很開心有機會與台北市合
作，推出青銀共居，提供學生與老人家共處，
三代同居的概念，讓大學生與長者共居，多多
與老人家相處，「老寶貝們」也能感受年輕人
的溫暖。

　他表示，近來北歐跟歐洲風行青銀共居的風
潮，希望文化大學有機會成為典範，配合政府
推動青銀共居或祖孫共學這種新的社會福利模
式，為台灣的社會福利盡最大的心力。
　根據試辦方案，陽明老人公寓提供 4 間套
房，提供 8 名文化大學大二以上學生申請入
住，每人每個月只要繳交三千元包含水電及網
路費用在內的住宿費，另必須從事至少 20 小
時的公共服務。
　社會局長許立民表示，目前規劃的公共服務

包含陪伴長者聊天、購物及桌遊或受長者歡迎
的3C產品使用協助，依照學生專長安排服務，
柯文哲市長致詞則笑稱「可以教老人家上網，
如果教會網購更好」。
　社會局現有 4 家公辦民營的老人住宅，其中
陽明老人公寓是北市第一間老人公寓，位居陽
明山環境清幽，鄰近中國文化大學，現住長者
們多已居住超過5年以上，平均年齡逾80歲，
近期剛完成建物整體整修工程，為提供給長者
更優質的居住環境。

李校長：大學生與老寶貝共處 祖孫共學的新相處模式
文化大學與北市社會局老人公寓合推「青銀共居」

利用科技傳播創意

資傳系四月底於松山文創辦畢業成果展 《敢想》未來智慧生活 國防教育之旅

文大師生參觀聯勇操演及國軍裝備 體驗火砲實彈射擊震撼
　【文／楊湘鈞】國防部上個月舉行聯勇第
106 之 7 號操演，邀請全國各大學儲備軍官訓
練團（ROTC）簽約學校師生參訪。中國文化
大學由施登山總務長率領數十位學術、行政主
管及參與 ROTC 訓練的文大同學參加，師生
一同經歷一場精彩又精實的國防教育之旅。 
　聯勇第 106 之 7 號操演在屏東三軍聯訓基
地舉行，由國防部副參謀總長潘進隆中將視
導，接受測考的則是陸軍第十軍團機步 234 旅
官兵。
　操演過程中，機步 234 旅官兵依狀況推演，
在空軍 F-16、IDF 戰機及海軍康定級軍艦等

機艦支援下，先後對假想敵陣地實施先制攻
擊，摧毀敵裝甲武力；接著在砲兵部隊與營建
制火力掩護下，配合各式戰甲、輪型車輛發起
攻擊，逐次摧毀敵武器及陣地，順利奪取目標
區，完成任務。
　過程中，師長們在聯訓基地觀測台身著防彈
頭盔、防彈背心，親身感受火砲實彈射擊的震
撼力，並欣賞國軍官兵以高昂士氣與純熟戰
技，依據操演想定對目標展開攻擊，順利奪取
目標區，展現平日戮力戰訓本務的優異成效。
　參觀聯勇操演後，師生們接著前赴位於左營
的海軍陸戰隊指揮部、左營海軍基地，及位於

岡山的空軍軍官學校參訪。
　在陸戰隊指揮部，陸戰隊莒拳隊男女隊員劈
磚破木的團隊戰技演出獲師生熱烈掌聲；師生
接著前往海邊操練基地實地搭乘兩棲突擊登陸
戰車，體驗陸戰健兒乘風破浪搶灘的感覺。隨
後，師生一行也登上派里級的成功艦及拉法葉
級的西寧艦參訪。
　在空軍軍官學校，校方安排了 T-34 螺旋漿
教練機及自強號噴射教練機，供師生近距離參
觀及合影留念。
　除了藉由實地參訪了解我國軍官兵目前使用
的裝備及性能，總教官劉富宣並充分運用移動
空檔，向師長詳細解說國軍裝備以及軍中特殊
儀節、規定，讓這場師生國防教育之旅更加充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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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前校長鄭丁旺博士 獲頒終生成就獎

因應國際會計發展趨勢　文大會計學系承辦聯合研討會

　【文／李文瑜】為為因應國際
會計發展趨勢，會計學系於 2017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本
校校本部大孝館，舉辦「2017 會
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暨亞洲會計
學會聯合研討會」，研討會順利
成功圓滿閉幕。
　研討會開幕式與會貴賓有商學
院吳青松院長、中華會計教育學
會李書行理事長、國立政治大學
前校長鄭丁旺博士、美國會計學
會 主 席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David Burgstahler
博士、日本會計學會主席 (Japa-
nese Accounting Association) 
Sakurai Hisakatsu 博士、韓國會
計學會副主席 (Korean Account-
ing Association) Jong-Seo Cho
博士。
　吳青松院長與李書行理事長分
別致詞並期勉師生，由於近年來
全球科技與經濟變化迅速，巨量
資料對企業實務與學術研究的衝

擊已是進行式，在此環境下如何
加強實務與理論連結已是目前管
理與會計領域的發展重點，引起
產官學界的重視。
　吳青松院長說，會計學系為因
應此趨勢，特別與中華會計教育
學會共同舉辦這場聯合研討會，
以「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Ac-
counting」為主題，邀請國內、
外知名學者、會計師、企業高階
主管、政府機構專家與會，進
行專題演講與學術論文發表，希

望能在科技與經濟變化迅速環境
中，提出會計與審計的前瞻創新
策略作為，以厚植我國會計教育
優勢。
　會中並頒發國立政治大學前校
長鄭丁旺博士終生成就獎，由中
華會計教育學會李書行理事長頒
發獎座給鄭丁旺博士，以表彰鄭
丁旺博士長年在會計教育的卓越
貢獻。

　本次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知名
學者、會計師、實務專家與政府
機構專家，舉行 10 場座談會、31
場論文研討、100 篇論文發表，
有國內外超過 30 所大學與機關團
體與會。研討會聚焦會計實務與
理論的未來發展與連結相關議題
探討，也將對商學院及會計學系
的未來教學及研究產生巨大貢獻
與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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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總是不夠用？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小方，最近覺得自己好像都在瞎忙，要同時兼

顧社團、打工與課業，讓我分身乏術，也沒太多的時

間準備課業與考試。大學裡每個活動都想參加，想把

所有時間塞滿，真正休息時也會有罪惡感，覺得自己

不夠勤奮努力。不知道老師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

在社團活動、打工與課業中達到平衡呢？並且讓自己

可以有休息時間。

By	時間總是不夠用的小方

親愛的小方，你好：
　謝謝你的來信，我相信小方對大學生活一定
充滿期待與憧憬吧，因此希望自己可以有各方
面的嘗試與體驗，對許多活動都很難作抉擇，
加上生活忙碌緊湊，我想這對小方來說真的很
不容易。老師在這裡有幾個關於時間管理的方
法可以提供給小方，希望你可以找到最適合自
己的方式喔：
　1. 分辨事情的輕重緩急：當有著輕重緩急的
概念可以有效幫助我們將事件分為四大類，增
加處理事情的效率，如下所示：　

　舉例說明『重要但不緊急的事』，比如運
動、進修、考試、社團活動的規劃，通常不會
馬上看到成果，且需要較長的時間；針對『重
要且緊急的事』馬上處理；『不重要且不緊急
的事』，比如一些 Line、FB 的通知或其他郵
件可先暫時忽略，利用零碎時間處理就好，比
如通勤時間；對於『不重要但緊急的事』，比
如同學約吃飯、臨時的邀約等等，可以依照自
己當時的狀況去做選擇。
　2. 排入固定時間的事情：像小方有打工、系
上的課程、社團，若是固定的時間，可以將它
們排入行事曆中，除了知道該時段要做什麼事
情之外，也可以讓自己知道還剩下哪些時間可
以運用。可以搭配上方的表格來為其他時間做
安排！
　3. 切割事情：若有一些事情需要長期的準
備，比如考試、報告、社團活動的籌備，可以
將這個目標做切割，每天花一段時間做一點，
也可將進度列入行事曆中，一方面可按部就班
邁向目標，一方面同時檢核自己的進度。
　4. 排入彈性使用的時間：建議小方在一週中
排入幾個「彈性」的時間，這樣若有臨時或緊
急的事情也不會因為時間排得太緊，而不能動
彈，若該時段沒其他的事情，就用來好好休息
放鬆吧！這個時間要做的事就是讓自己休息而
已，希望這樣不會讓小方再因為休息而感到罪
惡感囉。
　鼓勵小方找適合自己的時間管理工具，紙本
的行事曆或手機 APP、google 日曆都可以協
助我們主動的去規劃時間。時間管理不是要我
們做更多事；相反地，時間管理是希望讓我們
做生命中更有意義的事。若小方有任何需要，
或是想要找老師討論的，都歡迎來諮商中心找
老師談談唷～
※參考資料：https://www.managertoday.com.

tw/columns/view/546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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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䕒鎂

　【文／曾小禎】新傳學院大傳系王翔郁副
教授帶領本校學生前往大陸參加為期六天
的「2017 年海峽兩岸青年播音主持人才交
流」，兩岸學生共同學習交流互訪，建立良
好學術交流基礎，更參與節目的錄製製作，
體驗不同文化的錄音模式，開啟學生不同視
野。
　王翔郁副教授說，這次參訪由福建師範大
學的同學帶著文大學生，領略福建秀美的山
川大海，體會獨具特色的閩地文化；另參與
節目的錄製，及參觀福建省「廈門大學」和
「福建師範大學」。
　福建師範大學是福建省的重點高校，已有

百餘年歷史，除擁有現代教學設備，更具青
春活力和人文氣息，象徵百年高校的深厚底
蘊和強勁的學習精神。廈大傳播學院也與交
流團團員們座談，讓兩岸老師和同學們暢所
欲言，探討兩岸傳播相關專業的異同及交換
生們的學習生活等。

文大學生赴閩 與對岸青年播音主持人交流

　【文／陳秀禾】想去大陸企業實習進而
前往工作嗎？中國文化大學與大陸深圳大
學及華泰證劵公司合作，凡是現為文大在學
學生，均可申請，歡迎有意前往大陸交換
及實習的同學把握機會，為自己的未來開
拓不一樣的道路。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18
年 1 月 15 日截止，只要是文大的在學學生
皆可申請，深圳大學學雜費全免，僅需繳
交本校學雜費、個人機票及生活住宿費。
交換實習期間公司將補助實習薪資，補助
金額依公司規定。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中國文化大學與
大陸深圳大學及華泰證劵公司合作，每週四
天在公司實習，一天在深圳大學上課學習，
讓你在交換期間實習與學習兼備，提早熟

悉大陸企業職場。
　曾在復旦大學交換並在新浪公司實習的
蘇品卉同學表示 : 雖然一開始很艱辛，但熟
能生巧後得到的是更多的收穫。也許薪水
不是很高，但今天用金錢換經驗，以後就
會是用經驗換金錢。此外，曾天津大學交
換並在中國銀行實習的劉懿竺同學也表示 :
實習機會絕對不會自己上門，如果有需要，
記得一定要去找去爭取。
　更多訊息請上大陸文教處網站查詢 :
https://goo.gl/xSxCg8

赴大陸交換及企業實習

交換！實習！旅遊！學習！多個願望一次滿足

期盼兩校交流更頻繁密切 培育推廣韓文教育

韓國建國大學校長閔相基一行參訪文大

　【文／李文瑜】韓國建國大學閔相基校長、
國際長 Minkyoung Kim 及全球整合研究學院
韓國台灣教育中心執行長韓仁熙等一行，日前
蒞文大參訪。李校長致詞說，本校與建國大學
等高等學校往來相當密切，也很高興把教育部
委託設立的教育中心設在韓國建國大學，教育
中心受到雙方政府與民間教育團體肯定，衷心
感謝建國大學的支持。
　李校長提到，上次率領台灣高校訪問團前往
建國大學，建國大學旗下設立的五星級飯店裡

的養老中心已成為韓國知名養老中心，收費雖
高，但排隊申請的民眾很多，顯見建國大學不
僅在學術飛躍進步，且在事業多角化經營上更
是眼光獨到，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學習的方向。
我們已將建國大學作為本校的標竿學校，未來
希望兩校能交流密切。
　李載具校長指出，這是他首次到台灣，內
心是帶著期待訪問文大。他說，兩校已經交
流四十多年，參訪文大校史館時發現雙方在
1974 年開始交流，這是非常深厚的情誼。
　李載具校長也提到，他從德國及法國留學回
韓國、接任建國大學校長新職後，就一直思考
如何解決生員不足的問題，除透過各種新式教
學與遴聘優秀的老師回國教書，也為學生開創
職場就業的實習地點，這也是目前建國大學被
評為近年發展最迅速大學的重要原因。
　建國大學是朝國名列前 10 的重點大學，於
1946 年創立，位於首爾市及忠州市，設立的
學科十分廣泛，文理科外，還有經商、法律、
建築、設計、音樂、體育等 19 個學院，另外
還有傳媒廣告等12個研究生院、38個研究所，
多達 160 個專業學科可選，其中獸醫類學科是
韓國內最強的大學，遺傳工學也非常著名，現
就讀學生約有 2 萬 8 千多名。
　現任建國大學全球整合研究學院韓國台灣教
育中心執行長韓仁熙是本校校友，他很高興以
身為文大校友、為文大及台韓教育而努力為
榮。

大傳系王翔郁副教授率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