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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廣告系畢業展「指控」(FinCon)

政壇老中青男神馬、江、蔣齊聚獻出「第一次」
【文／楊湘鈞】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學系第
29 屆畢業展「指控」（FinCon），3 月 16 日
在台北新光三越 A11 六樓的信義劇場舉行開
幕典禮，邀請政壇老中青男神馬英九前總統及
立法委員江啟臣、蔣萬安，文大代理校長王淑
音、新傳學院院長葉明德，及廣告、公關、設
計各界貴賓及產學合作廣告主蒞臨。
馬前總統當天下午提早約廿分鐘進場，在王
代理校長及鈕則勳主任的陪同下逐一參訪各攤
位，了解同學的發想及創意。隨後進行開幕式。
馬前總統致詞時，一開口「非常高興來參觀文
大廣告系畢業展，應該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參觀畢業展）」，引起現場同學歡呼尖叫；
馬前總統回應這就是他對大學生的印象：男生
愛搞笑，女生愛尖叫，又引起滿堂掌聲及笑聲。
馬前總統說，他把第一次獻給大家，看到同
學使用的一個讓人心驚肉跳的字眼「指控」，
他 是 學 法 律 的，「 看 到 指 控， 以 為 是 ACCUSE，這是很嚴重的事，原來才知並不是指
這個意思，而是 FINGER。其實說穿了文化就

是要靠 FINGER 來傳動」。他看了同學的展
出項目，其中產學合作相當可貴，也是技職教
育重要的一環；產品的推銷設計也花了很多的
心思，很能進入情況、引起共鳴。
也是首次參與廣告系畢展的江啟臣立委則
「爆料」，他與鈕則勳主任及立委蔣萬安都是
政大外交系的學長學弟，以前就常玩在一起。
鈕則勳一度想參選市議員，但文大廣告系提供
了他展現長才的機會，進而讓文大廣告系成為
全國網路聲量最大的廣告系。他也表示，以往
常說的金控，只是控制金錢；此次的畢展主題
「指控」，更進一步掌握了手指控制全球的最
新趨勢。
蔣萬安立委說，這是最精彩的畢展，將社群
行銷、數位匯流發揮得淋漓盡致，不單只是台
灣本地，還跨界、跨領域。他並當場宣布廣告
系同學最有即戰力，歡迎同學前往立法院蔣萬
安辦公室實習。
代理校長王淑音致詞指出，她代表中國文化
大學歡迎大家參與這項盛會，也感謝廣告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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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學大師鄭貞銘教授公祭

馬英九前總統親臨致祭 文大張董事長、師長與新聞系所校友致意

努力，將畢展推到如此的地位，為文大爭光，
更歡迎大家參加四月廿七日在松菸文創舉辦的
文大全校聯合畢業展。
馬前總統、江立委、蔣立委、王代理校長等
人並共同手持「能量手指」，一同將能量注入
活力地球，啟動指控火箭，象徵文化廣告第
29 屆畢業展正式登場！

2018 國際志工緬甸團

舉辦領袖培訓營與中華文化學習營 開啟當地學生不同視野
【文／李文瑜】 中國文化大學 2018 國際志
工緬甸團今年以「Warming
Myanmar 用
愛發甸」為主題，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簡尹庭
老師、劉佩如老師擔任領隊，帶領 11 位團員
前往緬甸臘戌地區進行服務，透過舉辦領袖培
訓營與中華文化學習營，培養學員的團隊及領
袖精神，並推廣衛生教育與中華傳統文化，也
將團員們準備的專業課程帶給緬甸當地的同學
們。
今年文大國際志工團為第四次到緬甸服務，
領隊簡尹庭老師說：「每次的服務都有和當地
的學校做蠻多的溝通，校長也和我們說其實當
地學生最需要提升的是心中的軟實力。」增加
課外活動與服務學習概念，才是他們最需要也
最想要的。
領袖培訓營的服務內容延續多年來設計的課
程，例如：認識台灣、團體動力、服務學習、
PA 體驗教育、生活英文教學、中華文化實作
課程等，以寓教於樂的方式將生活化的課程帶
給當地學員，營隊主旨以培養學員對於團隊及

發行人／張鏡湖

領導的知能為主，以輕鬆娛樂又能訓練邏輯思
考的活動為輔，在明德中學活動結束後，所有
的學員一起送給團員們一首離別的歌，讓團員
們心中開出感動的花朵。
每年的出隊服務都會去探訪當地其他需要服
務的學校，今年除了到合作多年的明德中學及
雙龍中學外，也第一次到果強學校帶領中華文
化學習營，營隊中我們以育樂營的方式，推廣
中華文化，先介紹中華文化和節慶的由來和故
事，再帶領學員製作傳統紙陀螺、春聯、紙鞭
炮 DIY 等，我們也推廣非常重要的衛生教育，
教導學員洗手與刷牙的正確步驟，是他們日常
生活中需要學習的觀念。

107 學年度新生宿舍申請作業
統一於今年 8 月中旬作業
【文／李文瑜】 學務處生輔組公告，不論
繁星推薦或個人申請錄取文大的新生，其
宿舍申請一律於今年 8 月初學校至大考中
心接榜單後統一作業。今年 8 月中旬左右
新生會陸續收到學校寄發之新生入學資料
袋，有關宿舍申請辦法亦在其中詳細說明，
籲請詳閱內容並依辦法操作申請即可。
申請資格，凡是籍設台北市、新北市者
不得申請外，其餘縣市學生皆需上網申請，
採電腦抽籤作業，學校對於未抽到宿舍之
學生，學校將於新生家長座談會當天，同
時舉辦租屋博覽會，會場將提供學校鄰近
租屋訊息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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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學大師鄭
貞 銘 教 授 公 祭， 於 3 月 10 日 上
午在台北市第一殯儀館景行廳舉
行，治喪委員會榮譽主任委員馬
英九前總統親臨致祭，中國國民
黨前主席吳伯雄講述鄭教授生平
行誼，本校張鏡湖董事長、代理
校長王淑音、李天任前校長、國
畫大師歐豪年教授及鄭貞銘教授
的學生們均蒞臨現場，安送老師
人生最後一程，場面備極哀榮；
知名聲樂家簡文秀也以鄭老師最
愛的一首曲，向大師致意。
鄭 教 授 曾 擔 任 國 民 黨 黨 職 22
年，因此由前監察院長錢復主祭，
前台灣省主席趙守博、前國安會
秘書長胡為真、實踐大學董事長

謝孟雄、前行政院新聞局長趙怡
四人代表覆蓋黨旗。中國文化大
學、國防大學復興崗政戰學院、
世新大學、銘傳大學等校及中央
社、中央日報等單位，都派代表
致祭，文化新聞系第１屆至第 56
屆系友，均到場執禮。鄭教授靈
骨安厝台北慈恩園，與慈母團圓。
中國國民黨前主席吳伯雄致詞
時提到，鄭貞銘教授真是大師，
那一年出席講座時，鄭老師身體
雖虛弱，但談起新聞理想與夢想
時，眼睛裡閃閃發出的光芒，那
真是大師的光芒，他一直記得這
時刻，謝謝鄭教授帶給台灣新聞
媒體的教育與觀念。
鄭貞銘教授是福建省林森縣

（今福州市閩侯縣）人，幼年家
貧，父親早逝，母親含辛茹苦撫
養六子女，從小立志，艱苦向學，
以第一志願第一名成績畢業於政
大新聞系所，終身著述不斷、誨
人不倦，啟迪無數青年學子找到
人生目標。
鄭老師年僅 27 歲時，即以行政
秘書兼講師身分參與創建文化新
聞系，33 歲即成為當時臺灣最年
輕的大學系主任。他延攬一流師
資，開創特色教學制度，兼顧理
論與實務；同時在輔大、淡大、
世新、銘傳、政戰、玄奘等十餘
所大學兼任教職，在香港珠海大
學擔任講座教授暨新聞研究所
長，春風化雨，成為所有學生「永

鄭教授最後一堂課

遠的鄭老師」。
鄭貞銘教授遍訪大陸逾百所名
校，舉辦大師講座、學術研討會
不計其數，並被十所以上名校聘
為講座教授，出版著作約近五十
種。江西美術學院以萬畝湖泊命
名為「貞銘湖」，浙大舉辦「鄭
貞銘教授新聞教育理念與實踐」
學術研討會，被譽為「兩岸交流
先行者」，香港傳播聯合會頒予
「文化交流貢獻獎」。
鄭貞銘教授是當代臺灣新聞傳
播教育界元老，服務國民黨時從
事文宣、青年人才拔擢輔導、國
民外交等工作，曾獲中央黨部保
舉特優人員殊榮，蔣經國主席親
頒勳章，教授視為人生重要成就。

新聞系學長姊不缺席

追思音樂會溫暖回憶與老師相處的點點滴滴
【文／李文瑜】 新聞學大師鄭
貞銘教授辭世，感念老師一生貢
獻，鄭貞銘教授的新聞子弟兵特
別舉辦追思音樂會，由華岡合唱
團和演奏家演繹一首首教授最喜
愛的音樂，並邀請每一屆新聞系
畢業的校友們分享與老師相處的
點點滴滴，透過音樂與對話，共
同緬懷這作育無數傳播英才的新
聞學之父。
該 場 音 樂 會 由 前 TVBS 總 經
理、名節目主持人李濤擔綱。追
思 音 樂 會 一 開 始， 李 濤 就 以 起

立，敬禮，向老師說謝謝，溫暖
令人動容的對話，讓在場的學長
姊們哭成一團。
他提到，「這是我們上老師的
最後一堂課，連大學時，翹課最
兇的同學都不敢缺席這最後一
堂課，從美國趕回來。老師，您
說的每一句話，我們都會放在心
上，您的身教與言教，影響深遠，
我們都很想您。」
第六屆畢業的現任新傳學院葉
明德院長指出，鄭老師在他回母
校擔任老師當下，就跟他說，文

大雖沒有宏偉的建築，但任教的
都是大師，一個好的大學需要的
就是大師，他堅守的「無愛不成
師」的理念，影響深遠，讓自己
面對教育傳承之路，能夠更有方
向與未來，謝謝老師的指導。
有些學長姊在鄭老師晚年時，
負 責 照 顧 鄭 老 師 的 三 餐。 學 姊
說，謝謝老師在大學照顧他們的
功 課， 讓 他 們 努 力 成 為 有 用 的
人，現在換她們來照顧老師的食
物，謝謝老師在教育這一條路給
大家一盞溫暖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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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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新南向、新思維」論壇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錢冠宇

張琦雅教授：擬與泰國及曼谷大學合作 推廣本校農技、生技研發成果
【文／李文瑜】商學院國企系張琦雅教授舉
辦「2018 新南向、新思維—台灣中小企業如
何掌握 AI 時代中的新泰國商機？」邀請泰國
外商聯合總會 (JFCCT) 康主席樹德先生專題
演講，並以其在泰國多年的經驗，分享 2016
年泰國政府啟動號稱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改革
計畫 --「泰國 4.0」，從 2017 年至 2036 年的
國家施政綱領，指導台灣中小企業區確實掌握

此改革計畫所帶動的嶄新商機。
文大代理校長王淑音教授致詞時指出，政府
在新南向政策進行沸沸揚揚，在推動教育南向
政策上，本校感受非常深，不管是招生或者學
術交流部份，配合政府的相關政策，也都非常
努力地往新南向重點地方學校招生，同時兼顧
學術交流，目前進展也有大幅度的成績。
行政院鄧政務委員振中先生指出，政府積極
推動新南向，就是要讓台灣企業找到新方向，
目前正全方位提供相關協助，包括從社會文化
面、 政 治 面、 經 濟 面、 科 技 面、 宗 教 信 仰 面
深入分析，希望藉由各種機會提供有意赴泰投
資、合作創業的台灣中小企業與新創團隊有機
會贏得先機，謝謝文大及相關單位提供這麼好
的交流會議。
張琦雅教授與顏敏仁教授分別擔任論壇主持
人。他們指出，泰國享有「東協心臟」之美譽。
根據 2016 年資料統計，泰國人口將近 7,000
萬，位居擁有 2.6 億人口，綿延 4,000 公里的
湄公河流域樞紐中心。若以首都曼谷為中心，
往西前進緬甸首府奈比多及經濟中心仰光，大

約飛行 1.5 至 2 小時；欲達東邊寮國首府永珍、
柬埔寨首府金邊、越南兩大政經中心：河內與
胡志明市，甚至，往南直達馬來西亞首都吉隆
坡、麻六甲海峽核心國家：新加坡，均只需 2
小時飛行時間；同時，再多花一小時即可到達
印尼首都雅加達。因此，若以泰國為東協經貿
基地，將可望快速開啟創業新藍海。
張琦雅教授提到，這兩場分別於文大與逢甲
大學兩校舉辦「新南向，新思維」研討會，引
發熱烈討論。她指出，台商企業 5000 多家，
外商企業來自 34 國，多達 9000 多家，目前
泰國 4.0 將精緻農業，生技，醫療列為重點發
展產業。文大的農技，生技研發成果，未來有
機會可扮演指導角色，若以泰國曼谷為軸心，
逐步放射到泰國 6900 多萬人口的市場，的確
值得研究。
張琦雅教授提指出，今年六月中旬，將受邀
參訪曼谷大學，及泰國商業大學。這兩校有高
度意願與文大和逢甲大學密切合作。希望可以
透過教育學術交流合作，為兩地經貿交流開啟
新的合作里程碑。

為什麼總是買不夠？
淺談網路購物成癮

王道隆學長指導藍染

方元沂學務長親臨與現場師生共同體驗手作之趣
【文／李文瑜】重新回到母校指導有興趣
的學弟妹自己動手染出一條布的感動，是很
棒的！化學系畢業王道隆學長特別選在三月
校慶月，以「陽明山的古老產業 — 藍靛＆
染之體驗」開課，介紹陽明山的古老產業，
藍染技術，透過自然植物的沉殿與混合，設
計與綁式，動手作出最天然的手布作，今年
吸引近多位師生參與，方元沂學務長也特別
出席現場參與手作活動，並與王道隆學長合
影留念。
王道隆學長指出，藍染可說是陽明山的古
老產業，從古老植物萃取，提練藍靛顏色，
透過技巧變化，讓一塊簡單布作充滿設計風
味感。這是在華岡化學系就讀吸取的養份，
成就現在尊重自然的開始。
王道隆學長指導現場師生從認識染料植物
開始，染液的製作，染布的技法等，讓失傳
百年的藍染技藝在得以親身經驗，現場師生
相當開心有機會自己動手染出一條布作。

王道隆學長也指導藍染染液的萃取方式，
加入素材進行化學變化，從綠葉搗取綠汁，
一直動手滾晃沉澱，藍色慢慢顯現，等到約
沉到兩到三天，才能將布放進染液中浸染，
如此才能把把布染成藍色。學長為讓同學親
身感受布作樂趣，也特別帶來藍靛提供現場
參與的師生染布，每一個同學拿取布合影，
相當開心。

2018 台灣微軟「未來生涯體驗計劃」

參與微軟實習計劃
「股東行動主義與公司經營穩定平衡」研討會

法學院教授與產官學界析探公司法修正利與弊
【文／李文瑜】由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與
台灣法學基金會、台灣上市櫃公司協會、經濟
日報、元照出版舉辦的「股東行動主義與公司
經營穩定平衡」研討會，日前在國立台灣大學
法學院霖澤館舉辦，吸引約 300 位產官學研人
士出席。
台灣上市櫃公司協會理事長蔡榮騰致詞表
示，資本市場要流通，最重要就是靠市場秩
序。所以，法律的制訂、修正，將影響投資者

意願。修法後，如果能提供上市櫃公司一個良
好的法律環境及保障，讓市場健全，台股將可
望超越日本、新加坡，成為國際市場的主流。
文化大學財經法律組主任吳盈德指出，針對
違法審查或刻意排除特定人選之情形，或可考
慮於現行法上增加配套機制，例如：增訂相關
罰則、明定賠償責任，或擬制損害賠償之計算
方法，並由司法機關進行審查等，實不宜貿然
取消現行公司法上董事提名審查的權限，以免

輔仁大學教授郭大維（左起）、台灣上市櫃公司協會理事長蔡榮騰、台灣法學基金會董事長謝哲勝、前行政院
長陳冲、商業司長李鎂、台北大學教授陳彥良、中正大學教授王志誠、東吳大學副教授洪令家、文化大學教授
何曜琛。

對公司之穩定經營造成損害。另外，或可考慮
對兼採董監候選人提名制及採用電子投票之公
司，由金管會授權集保公司將符合候選人提名
要件者，逕自列入候選人名單，並使提名股東
得於事前對主管機關提出異議，以排除此類爭
議，有效發揮公司治理之機能。
台灣法學基金會董事長謝哲勝指出，此次公
司法的修正相當重要，因此，台灣法學基金會
以專業、公正、客觀、多元的觀點舉辦研討會，
並秉持尊重專業的原則，由出席的學者專家提
出建言，供各界參考。
新世代金融基金會董事長 / 前行政院長陳冲
表示，股東行動主義與公司經營穩定，實務上
不易取得平衡。尤其在台灣，多數中小企業的
所有權與經營權都相同，因此，要期待嚴格執
行公司法，難度很高。建議較具規模的上市櫃
公司交給證交法規範，由金管會主管，較為可
行。
經濟部商業司長李鎂表示，在立法院，公司
法共 148 條之修正案已列為本會期最優先法
案， 其 中， 又 以 第 173 條 之 1 最 受 關 切。 這
是因為公司法開始訂定時，針對的對象就是股
東，並沒有考慮後面會衍生出市場派及公司派
的問題，但實務上，這確實會發生。因此，希
望藉由此次座談，進一步瞭解各界意見，相關
法條是否還有需要再調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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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擁有比別人更多的經
歷與機會嗎？想找到未來職涯的方向嗎？為
使學生們能夠充分掌握微軟實習計劃的資訊
與內容，贏在起跑點之上，台灣微軟「未來
生涯體驗計劃」舉辦校園巡迴講座，即日起
至 4 月中旬，將由各部門高階主管們在大專
院校開講「你的履歷，由你定義」。
除演講外，2018 台灣微軟「未來生涯體
驗計劃」（微軟實習）也從即刻起開始報名，
想成為企業新尖兵的學生千萬不要錯過好機
會，現在報名實習計劃，早報名、早面試、
早錄取！
第一場【微軟實習校園講座】將於 3 月 22
日（四）下午 15:00 至 17:00，在曉峰國際
會議廳舉行，邀請台灣微軟資深產品規劃經
理張逸昕 Sam Chang 主講，活動參與者可
獲得全人學習護照智育點數 2 點。透過系列
演講，還可一覽頂尖外商選才的軟硬實力並
提供經驗分享讓同學們增加競爭力之外，更

增加職場競爭力
邀請微軟高階主管為現場同學開講最新最 in
的科技趨勢。
台灣微軟計劃從 2004 年起，台灣微軟每
年提供超過百名實習機會給全台大專院校在
校生，不分學校、不分科系、不看成績，只
要有熱情、有夢想的學生，都有機會參與。
該計劃透過為期一整年的多元培訓與職場
實務體驗，除了讓學生發掘潛能，訂立自己
的職涯目標外，培育學生在踏出校園前，增
加工作技能與經驗。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培養
出正確的工作態度增加職場就業競爭力。
微軟實習計劃至今已培育出超過 1700 多
名優秀實習生到各大企業任職，分別進入了
如：P&G、 奧 美、IBM、HP、HTC、 台 積
電、BMW、聯合利華等學生心目中理想知
名企業，就業率高達 96%。同時也孕育出超
過 40 位創業人才，參與過 37 間以上的新創
公司，例如巧克科技、逗寶國際、iCHEF 等。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珍惠買，我最近遇到了一些困擾，就是家裡堆
滿了網購商品，我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只要在家一
有空閒我就不自覺的打開那些購物網站，每天都瀏覽
到半夜三、四點，不僅如此，在坐大眾工具時，我也
總是瀏覽各大購物 APP，看著看著不自覺就點了購買
的按鈕，而且沒有辦法停止這樣的行為，有的時候甚
至要念書也沒有辦法專心，到最後又繼續在電腦前面
看著網購，因為這樣也導致成績退步，請問老師我該
怎麼辦？
著急的惠
親愛的惠買，妳好：
老師能感受妳對目前網路購物的行為所帶來的
結果是矛盾又苦惱，不僅是收納的問題，更影響
到時間安排及課業，使妳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怎
麼做，但老師要先肯定妳正視這件事情的勇氣，
並願意來信求助，這也象徵著改變的開始。妳所
提到的狀況，如離不開網路購物、熬夜瀏覽購物
網站，甚至無法專心準備考試，這些都可能是網
路成癮的徵兆，或許妳會好奇明明是購物而已，
但怎麼會是網路成癮，但其實網路成癮的類型有
很多種，其中之一是『網路之強迫行為』，指的
是沉溺於網路遊戲、網路賭博、網路購物與交易
等活動。
網路成癮者通常會出現的核心症狀與影響包
括：（一）強迫性：不能克制上網的衝動；（二）
戒斷性：不能上網時出現了身心症狀；（三）耐
受性：上網的慾望越來越難滿足，所需上網時間
越來越長。（四）在相關問題上也出現了狀況：
比如 1. 人際問題，2. 健康問題，3. 時間管理問
題上都受到負面的影響，而造成人際孤立、身體
受損、失學與失業等問題。
當面臨這樣的狀況時，可以使用一些方法，來減
緩對網路的依賴，透過有計畫性的改變，相信能
夠改善妳的生活的！以下提供給惠買參考：
1. 覺察自己目前的狀態：透過老師上面的說明，
妳可能發覺自己似乎有網路成癮的傾向，這是
很重要的第一步，因為當妳有了這個發現後，
才能真正面對自己的問題，並且開始採取行
動。
2. 思考成癮背後原因： 如果妳總是難以克制自
己想要上網的衝動，先靜下心來想想：是什麼
原因讓自己如此喜愛上網，網路爲什麼這麼吸引
我？是否因目前的生活壓力讓自己感到煩躁而
想透過購物來抒發壓力呢？可以尋找其他壓力
抒解的管道。
3. 訂定改變計畫： 當妳清楚自己沉迷於網路的
原因後，可以試著訂定改變計畫，在過程中如
果遇到困難，可以找諮商中心的老師幫忙，或
多找幾位智囊團，透過討論來幫助自己釐清思
緒。
4. 恢復健康的生活方式：透過均衡的飲食、規律
的生活作息、運動和正當的休閒活動可幫助妳
重新恢復正常生活，改善網路使用情形。
5. 進行生活規劃：重新釐清自己的生活目標，有
了目標就有努力的方向和動力，並且安排自己
的學習計畫，同時找到壓力紓解的管道，使自
己活得更健康、有意義。
其實，網路購物不是一件壞事，它為我們的生
活帶來便利，但如何讓它不影響到原先的生活，
這是需要學習的，祝福惠買未來能夠更輕鬆、自
在、無負擔的使用網路購物，若還有問題歡迎妳
來諮商中心，尋找專業人員求助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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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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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