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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音代理校長：此時，你以華岡為榮　未來，華岡以你為榮

第 53 屆華岡青年當選名單出爐！

【文 / 李文瑜】第 53 屆華岡青年當選名單
出爐！遴選出 35 位優秀的華岡青年，成為華
岡模範，6 月 2 日舉辦授證典禮，王淑音代理
校長親自為每一位華岡青年頒授證書。她致詞
時指出，「很開心，每一位都是華岡學生的模
範，不管是在成績或具優秀的特殊表現，只要
能入選就是該學院頂尖表現的學生，此時，你
以華岡為榮，也相信大家走出後，努力表現，
未來華岡一定以你為驕傲。」
第 53 屆華岡青年當選名單：地學所博三張

丞亞、資管所碩一黃詩庭、體育所碩四洪毅

志、心輔所碩二劉依函、韓文系 4 石暄、英文
系 4B 高孟廷、地理系 4 沈易、行管系 3A 楊
芳瑜、行管系 3B 吳沛璉、園生系 4 趙雅、森
保系 4 林巾晶、森保系 4 蘇稚甯、土資系 4 莊
哲維、紡織系 4 余瑤楠、資工系 4A 邱熹哲、
觀光系 3A 陳雯綺、觀光系 4B 邵錦攀、資管
系 4A 陳婷、財金系 4A 葉亭妤、金行組 3 洪
海容、新聞系 3A 陳諾、新聞系 4B 王遵銘、
資傳系 4B 郭芳如、大傳系 3A 王若茵、音樂
系 4 洪漪凌、國劇系 4 翁亦辰、戲劇系 4 蔣筑
昀、舞蹈系 4 吳欣庭、舞蹈系 4 劉羿伶、都計

系 4 吳思寰、教育系 4A 劉芮君、體育系 3A
葉子晴、國術系 4 林郁婷、心輔系 4 王銘廷、
運健系 4 羅凱怡。
為鼓勵學生發揚華岡質、樸、堅、毅精神，

達致五育均衡全人格教育目標，展現基本素養
及核心能力養成之展現，今年總計有 57 位報
名，筆試後 56 位參加書審階段選出 50 位，再
經口試後選出 35 位華岡青年，每一位均是各
學院優秀的代表。

【文 / 李文瑜】職發組與校友總會合作辦理的畢業季系列活動，

《2018 致青春，我最讚》畢業影像徵選活動，吸引許多畢業生參與，

包括與同學合影、與師長合影，與最美華岡合影，張張紀念著屬於你

我在華岡的生活點滴。

四大允諾為職場注入新氣象

畢業生代表宣言

今年畢業宣言代表為畢業生王遵銘，他
將於畢業典禮當天邀請
每一位畢業生宣誓：

我承諾—以實際行動

保護地球。我保證—創

造一個平等、沒有偏

見、沒有歧視，也沒有

壓迫的世界。我發誓—

就業後全心投入工作，

為整體環境之進步，盡

上最大心力。

最佳情侶組 - 櫻俊的我與櫻樂的妳

最佳創意組 -stairs by step

最佳創意組 - 六芒星之友情

最佳師生組 -「敬」慕感恩永銘在，
「邀」您共宴表寸心

最佳創意組 - 牽起我們的緣

最佳麻吉組 - 最好的光陰

最佳創意組 - 啟航

最佳麻吉組 - 好望角之翼 最佳麻吉組 - 山是我站 ! 此峰是我開 !

最佳情侶組 -3274 公里

最佳創意組 - 不要太羨慕

最佳創意組 - 牽起手來就再也不放開了

最佳麻吉組 - 草山住著一群鬼

敬愛的貴賓、各位家長、各位師長，以及各
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是各位畢業同學重要的日子，恭喜你們

順利完成學業，榮獲學位，為自己締造一個新
的學習里程碑，相信各位一定相當高興；對於
一路走來始終成全你、支持你的家人或是師
長，他們也會覺得欣慰。不論今天他們是否在
現場，各位同學都應當向家人和師長們致上最
深的感謝。
今年 (107) 年本校計有博士班、碩士班及學

士班，包含外籍、大陸籍學生，以及 ROTC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畢業生，共 5242 人獲頒
學位。畢業也象徵著道別，向ㄧ段人生歷程和
因緣際會告別。從此沒有師長引領，從此將和
同學們分道揚鑣、步上各自追尋的路。每個人
對於自己未來的路都有不同的規劃與選擇，有
的要繼續深造，有的將投入職場，而 ROTC
畢業生們選擇報效國家，成為職業軍人，我們
同樣給予無限的祝福。
大學生涯是人生發展的關鍵時期，許多美好

的回憶都留在這裡，緊接著各位即將戴著這個
知識的光環戰戰兢兢面臨接下來的挑戰與社會
的歷練。文大創校至今 55 年，一直以培育國
家社會有用的人才爲目的。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曾
經期勉大學生要「致用與創業」。致用是對社
會國家做真正有效的貢獻，創業指的是無中生
有，由小而大、由少而多、由舊轉新的精神。
不論公立、私立大學，或有多麼華麗的學識背
景，對日後長期結果影響最大的是如何讓自己

所受的大學教育發揮最大效益。文大的校友眾
多，在社會各界及海內外有傑出及特殊表現者
不乏其人，擔任社會中堅者更不計其數。本校
學生在華岡自然環境與教育環境的薰陶下有著
特有的氣質，尤其具備質樸堅毅的精神；本校
畢業生雖沒有頂尖學歷，卻有追求不凡成就的
能力。
人生來就不平等，成長環境、家庭背景、聰

明才智，乃至機會和運氣都互不相同，不必羨
慕或比較，我們可以憑自己的努力來縮短這些
差距。每個人頭上各有一片天，千萬不可妄自
菲薄，或好高騖遠；重要的是找對自己的位
置，調整自己，適才適所發揮個人的價值，才
是最快樂的事。社會工作型態百樣，雖然所知
有限，但千萬不可自我設限，必須不斷自我學
習，若我們能夠學習結合新時代的人工智慧，
和自己的專業或創意思維，在你感興趣或有志
向的領域勤加學習，強化自己的競爭力，一個
更美好、更公平的職場就可能在等待著我們。
把眼光放遠，世界就會變得更大，機會也會

變得更多。台灣人才濟濟，卻出走不斷；機會
在哪裡，人才就往哪裡去，這是難以避免的結
果。各位還年輕，有無限可能的人生，如果出
走是不得已的選擇，就認真去發揮生命的潛
能，但別忘了人生的面向是寬廣多元的，論語
述而篇說：「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
藝。」，追求的就是一個既能安身立命又可游
刃有餘的豐富人生。
當今社會價值混亂、是非難辨，拜智慧型手

機之賜，資訊四處竄流，真偽不分，如何不讓
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的氛圍擾亂我們，首先必
須穩定自己的一顆心。社會愈是離經叛道、脫
軌失序，心靈的穩固與提升益形重要，學會愛
自己愛他人，凡事多以正向思考，懷抱希望，
克盡職責，各安其所，認真扮演好自己的角
色，發揮正面的影響力，帶動社會的良善循
環，化解暴戾、減少罪惡，也是我們所能做的
小小貢獻。
同學們不論來自偏鄉或都市，每個人都是一

顆種子，皆有奔放的權利，應該跳脫框架，創
新思考。別人的成功之路，不必是我的；不要
受別人的眼光和想法影響你的步調。堅持自己
的路，把種子灑在適合的泥土上，給予適當的
養分，終會生根發芽、開出不一樣的花朵。各
位都是華岡人，難得匯聚在文大學習成長，渡
過人生最燦爛的青春年華，如今又將紛紛回去
或者遠行。想想自己、想想未來，不論你的目
標多遠大，記得要做一個自己快樂也帶給別人
快樂的人。
今天過後你依然是華岡人，是文大的校友，

有空多回母校，看看師長、回顧過往的足跡，
欣賞美麗的風景。非常感謝各位嘉賓撥空蒞
臨，爲畢業生們加油、勉勵。同學們，起風了！
快揚起你的帆，方向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祝
福大家都能乘風破浪、快樂向前航！敬祝所有
嘉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成功做自己，快樂向前航　　　　　　　　 

-　- 與 107 年畢業生共勉
文／代理校長 王淑音

校長的話

帥氣拍畢業照　注入創新元素提升國防實力

首屆大學儲備軍官團畢業

【文 / 李文瑜】首屆大學儲備軍官
團畢業！今年總計有八位學生順利畢
業，透過 13 週專業軍事學科教育及
基本訓練，每周六同學上課時需身穿
畢挺帥氣的軍校校服在學校上課，為
自己大學尋找不一樣的出發點，學生
們謝謝學校給予機會，更謝謝在學校
學習的每一刻，鼓勵學弟妹在面對人
生選擇時，可以選擇 ROTC，讓自己
體驗不同大學生活。
軍訓室「大學儲備軍官團教育中心」

是應國防部之邀自 106 學年度起成立
「大學儲備軍官團教育中心」，按照
國軍軍官養成教育標準及課程規劃，
全方位的提供專業的師資及場地設施

讓參訓學生運用及學習，每週六連續
13 週實施軍事學科教育及基本訓練等
課程，課程包括：軍事倫理學、國防
科技、大氣科學、軍事管理、體能及
軍事基本教練等，並提供微學分認證
及開放本校所有同學選修，是一大亮
點與特色。
軍訓室「大學儲備軍官團教育中心」

同步配合國防部招募規劃，軍訓室將
會利用機會，持續向學生們介紹宣傳
ROTC 的管道，期盼未來有更多優秀
學生能投身軍旅充實國防人力，注入
創新元素提升國防實力。未來凡是對
未來有意加入該團隊的均可向軍訓室
「大學儲備軍官團教育中心」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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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致詞                                     國企系   洪書雅

董事長、校長、各位師長、現場的嘉賓 大家好，
我是畢業生代表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級 A 班洪書雅
我們畢業了！
在這個畢業的季節裡，我們曾感到迷惘、慌張，擔心走出

校門時遺忘初衷，害怕踏入社會，無法成為自己想像的大人。
我們之中有人想創業，有人想成為公務員，有人想從事學術
研究，有的人想到企業上班，有的人會選擇出國遊學、環遊
世界。想著 ~ 想著，才赫然發現 哇！原來「我們畢業了！」。

四年前踏進文化大學校門的那一步，我永遠分不清學校的
建築物，倒底這是地下室還是一樓大門口 ? 比起學校吃飽睡、
睡飽吃、晒著日光浴、無憂無慮的校狗們，當時的我感到既
緊張又期待。儘管記不得課堂上老師們的諄諄教誨，但是總忘不了每天為了上學，
排隊等候好幾世紀久的紅五公車；儘管記不得在大學做過多少瘋狂的夜衝、夜唱，
卻永遠忘不了第一次與朋友或是情人，看著後山的夜景暢談到天亮；儘管在大學經
歷了不少跌跌撞撞，卻也能堅強的走過來了。四年的歷練，讓我們開始有能力去判
斷、分辨是非，有能力在舞台上滔滔不絕的報告，有勇氣追求自己的目標。這些成
長來自於校園內社團、系隊、系學會、畢業專題各式各樣的活動訓練。

我們都遇過神一般的夥伴，還有吵盡各種架的雷隊友，也在後山一起看了數不清
的天亮，也曾在深夜的某個角落一起喝酒痛哭，更在活動結束後激烈地擁抱。今天
我想說的是，因為你們這群好朋友，讓我的大學生活有了依靠，讓離開家裡之後，
有了新的避風港。所以，現在請轉身向你身旁的好朋友說句「喔耶！終於要擺脫你
了！」；「沒有啦！是要說聲謝謝你 !」

屬於我們大學的故事正式結束，即將開啟的是新的人生旅程。親愛的畢業生們，
你們準備好了嗎？成功的話說起來很簡單，但真正能達到目標的不容易，相信流過
淚水與汗水之後，「成功的喜悅」是別人無法體會的。

最後，我想謝謝文化的老師，總是無私無悔地傳授知識與愛給我們，謝謝家人的
全心全力的支持，還有謝謝在我人生重要時刻，陪伴我的朋友們，因為你們，才成
就現在的我 ; 因為你們，我才能在文化大學留下最美、最深的回憶。

我們畢業了 謝謝大家！

在校生致詞    國劇系三年級  陳政宇

校長、各位師長、與會貴賓、親愛的學長
姐們，以及辛苦的家長們，大家好。

我是來自中國戲劇學系大三在校生，陳政
宇。首先，很高興今天能夠站在這裡，恭喜
各位學長姐終於脫離天氣狀況令人難以預測
且在陽明山花季與賞花人們相擠的陽明山。

二零一四年夏天，結下了在座各位的緣
分。還記得大學入門時，一台台塞滿大包小
包行囊的高鐵、公車或小客車，載著青澀小
大一的緊張、期待、與願景，開啟了人們口
中所說的繁華的都市 台北，開啟了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

還記得第一堂課，第一年的早八是多麽勤奮，但大概也只持續了
半學期左右，但是山上午餐食客，才是坐令人頭痛的，我真是覺得
文化大學的中午用餐人潮實在有些狀況，無論美食街或是學餐都出
狀況，但是在陽光普照的日子，上學的日子格外爽朗，即便每日上
學想破頭今天究竟要怎麼穿搭，素顏又無法出門，而化完妝早八的
課也結束了，真是令人頭痛。但是今天過後，這些都將成為回憶，
一切也只能回味，這是人生中最後一段求學過程了，高鐵再也沒有
學生價了，對了，看電影也沒有。

大學四年，猶如剛破金氏世界紀錄的陽明山彩虹般。球場上馳騁
的同學們是熱情的紅色，社團系學會精心籌劃的活動與表演是活力
的橙色，身旁面帶微笑的同學是友善的黃色，一望無盡的陽明山草
原是清新的綠色，台上的師長是智慧沈穩的藍色，課堂上的知識是
神秘的紫色。

像是選課時，守在電腦前，左手放鍵盤右手拿滑鼠口裡唸著：『某
某某老師的人文通事，真恨，開滿人數已滿。』像是期中期末考時，
睡眼惺忪的拎著早餐，去曉峰搶位子做考前最後衝刺。像是晚上去
豆漿店，害怕會不會被老闆罵。又像是現在，我們坐在這，以起享
受這場畢業典禮。

四年，就這樣過去了。
說來矯情，但如果有人問我最感謝的人，我會說，是最支持我的

家人。問我最珍惜什麼，我會說，是與我在大學裡結識那密不可分
的情感。如果以人問對我最重要的地方是哪裡，無疑的，是陽明山，
這所我們一起生活的文化大學。因為這裡的天氣造就了我們強韌的
抗壓性。

『哇！好高。』從北投向上眺望像是海市蜃樓般的文大。
最高學府、陽明山。是每個人對文大的第一印象，這同時也該是

身為文大學生的我們給大家的第一印象。二零一八年六月九日，讓
披上學士袍的我們，帶著師長的最大祝福，鼓起最大的勇氣，懷著
最大的心胸，盡我們最大的努力，追尋自己最大的夢想吧！

106 學年度在校生致詞代表，中國戲劇學系陳政宇僅代表全體畢
業生祝各位學長姐前程似錦，求職順利，謝謝大家。

106 學 年 度 各 學 院 系 所 應 屆 畢 業 品 學 兼 優 同 學
系所別 受領獎項 姓     名

文學院

中文碩 碩士正冠 龔  華

文藝組 學士正冠 高雅芳

哲學碩 品學兼優 戴冠宇

中文碩 品學兼優 阿  道

史學碩 品學兼優 劉樹基

哲學系 品學兼優 梁孝賢

文學組 品學兼優 陳彥羽

文藝組 品學兼優 陳  郁

史學系 品學兼優 區力勤

外語學院

日文所 碩士正冠 徐子茵

法文系 學士正冠 徐弋雯

日文碩 品學兼優 洪善明

韓文碩 品學兼優 蔡伊婷

英文碩 品學兼優
羅  杰 

( 外籍生 )

日文系 品學兼優 鐘珮瑄

韓文系 品學兼優 謝芷庭

俄文系 品學兼優 鄭郁潔

英文系 品學兼優 陳佳慧

法文系 品學兼優 葉韶庭

德文系 品學兼優 許益銓

理學院

化學碩 碩士正冠 賴忠佑

地理系 學士正冠 沈　易

化學碩 品學兼優 陳政銘

地理碩 品學兼優 曾意如

大氣碩 品學兼優 陳冠儒

地質碩 品學兼優 林瓊瑤

應數系 品學兼優 周業祐

物理系 品學兼優 陸鵬丞

化學系 品學兼優 林佳蓉

地理系 品學兼優 陳宇軒

大氣系 品學兼優 肖鶴鳴

地質系 品學兼優 陳冠宇

生科系 品學兼優 褚昱良

法學院

法律碩 碩士正冠 李恆璿

法學組 學士正冠 彭姿雯

法律碩 品學兼優 林昊陽

法學組 品學兼優 周萌悅

財經組 品學兼優 王韋竣

系所別 受領獎項 姓     名

社會科學院

國發碩 碩士正冠 段書禾

行管系 學士正冠 陳郁函

經濟碩 品學兼優 李正偉

勞工碩 品學兼優 李詩韻

社福碩 品學兼優 謝宜庭

國發碩 品學兼優 段書禾

大陸碩 品學兼優 萬振國

政治碩 品學兼優 陳冠宇

政治系 品學兼優 簡妤蓁

經濟系 品學兼優 鄭佳綺

勞資組 品學兼優 簡婉如

人力組 品學兼優 林雨屏

社福系 品學兼優 吳婉瑜

行管系 品學兼優 黃至凰

農學院

生應碩 碩士正冠 江姿頤

園生系 學士正冠 趙　雅

生應碩 品學兼優 林美娟

生技碩 品學兼優 王榮傑

園生系 品學兼優 邱仕寬

動科系 品學兼優 李奕璇

森保系 品學兼優 王云孜

土資系 品學兼優 莊哲維

生應系 品學兼優 蔡玫懿

營養系 品學兼優 李宜蓁

工學院

材料碩 碩士正冠 邱建勇

機械系 學士正冠 劉懿萱

材料碩 品學兼優 陳以宣

機電碩 品學兼優 黃順真

資工碩 品學兼優 李坤哲

化材系 品學兼優 劉盈杏

電機系 品學兼優 杜易儒

機械系 品學兼優 陳弘耀

紡織系 品學兼優 余瑤楠

資工系 品學兼優 藍翊中

商學院

全商所 碩士正冠 吳晉誠

國貿系 學士正冠 鄒紹雯

國貿碩 品學兼優 傅天瑋

國企碩 品學兼優 莊晴雯

會計碩 品學兼優 林慧茹

觀光碩 品學兼優 林韻珊

資管碩 品學兼優 謝裕緯

財金碩 品學兼優 連奕珵

全商碩 品學兼優 尼   莎

行銷碩 品學兼優 李婧瑀

全商系 品學兼優 楊知知

國貿系 品學兼優 劉文穎

國企系 品學兼優 陳絹鷺

會計系 品學兼優 高逸潔

觀光系 品學兼優 潘冠州

資管系 品學兼優 黃詩蓉

財金系 品學兼優 林怡靜

系所別 受領獎項 姓     名

新傳學院

新聞碩 碩士正冠 曾莎莎

新聞系 學士正冠 潘玥岑

新聞碩 品學兼優 曾莎莎

資傳碩 品學兼優 郭宇軒

新聞系 品學兼優 潘玥岑

廣告系 品學兼優 駱宥維

資傳系 品學兼優 鍾蕙竹

大傳系 品學兼優 陳欣怡

藝術學院

美術碩 碩士正冠 池永健

國樂系 學士正冠 鄭貝兒

美術碩 品學兼優 莊媄棋

音樂碩 品學兼優 蔡牧恭

戲劇碩 品學兼優 沈芸

舞蹈碩 品學兼優 磨琪卉

國樂碩 品學兼優 張庭榕

美術系 品學兼優 陳逸文

音樂系 品學兼優 陳欣彤

國樂系 品學兼優 鄭貝兒

戲劇系 品學兼優 劉馨鴻

國劇系 品學兼優 邱冠瑛

舞蹈系 品學兼優 陳淳涵

環設學院

景研 2 碩士正冠 余俊緯

都計 4 學士正冠 莊依臻

都計碩 品學兼優 林志謙 

建築碩 品學兼優 倪  蕾

景觀碩 品學兼優 林勳赫

都計系 品學兼優 陳宇暉

建築系 品學兼優 詹嘉禎

景觀系 品學兼優 尹子賢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 
心輔碩

碩士正冠 林楷雯

教育學院 
體育系 A

學士正冠 林惠潔

運教碩 品學兼優 余致萱

心輔碩 品學兼優 彭明雅

教育系 品學兼優 曾秋月

體育系 品學兼優 廖美俞

體育學系 品學兼優 洪璟晧

運健系 品學兼優 邱柔均

技擊運動暨
國術學系

品學兼優 鄒旭和

心輔系 品學兼優 石育瑋

系所別 受領獎項 姓     名

推廣教育部

行銷碩學程(碩專) 碩專正冠 張宜平

財金 ( 進學 ) 進學正冠 陳思惠

國企 ( 二專 ) 二專正冠 郭香吟

境外專班 正冠 鄭綺雯

境外專班 正冠 岑麗娟

境外專班 正冠 陳守諭

境外專班 正冠 張雅雯

境外專班 正冠 郭詠詩

境外專班 正冠 鄭冠興

境外專班 正冠 伍佩玲

生應所 ( 碩專 ) 品學兼優 黃麗絨

國企所人資組
( 碩專 )

品學兼優 張育甄

國企所財金組
( 碩專 )

品學兼優 張芷瑄

網碩 ( 碩專 ) 品學兼優 王俊涵

行銷碩學程(碩專) 品學兼優 辜稜雯

觀研所 ( 碩專 ) 品學兼優 曹素婉

青兒福所 ( 碩專 ) 品學兼優 林秋香

社企所 ( 碩專 ) 品學兼優 劉欣敏

紡織產碩 ( 碩專 ) 品學兼優 黃韋誠

境外專班 品學兼優 張雅雯

法研所 ( 碩專 ) 品學兼優 孫福佐

資管所行動商務組
( 碩專 )

品學兼優 侯宇鴻

國企 ( 二專 ) 品學兼優 鄭由康

國企 ( 進學 ) 品學兼優 吳俞樺

國貿 ( 進學 ) 品學兼優 張今齡

財金 ( 進學 ) 品學兼優 陳思惠

廣告 ( 進學 ) 品學兼優 林怡岑

休閒 ( 進學 ) 品學兼優 陳玟頻

時尚 ( 進學 ) 品學兼優 陳玟寧

數媒 ( 進學 ) 品學兼優 楊文薏

資管 ( 進學 ) 品學兼優 李易霖

畢業生致詞               　   戲劇系　邱孟姍

清早起來什麼鏡子照，帶一個方方的學士帽，
身上穿的是學士服，口裡念著是即將要失業。
董事長、各位貴賓、師長、家長以及在座不管你是不是會

準時畢業的所有應屆畢業生們大家好，我是中國戲劇學系四
年級的邱孟姍，真的很榮幸除了表演外還能夠擁有這個機會
站在這麼重要的舞台上，與大家一起分享畢業前夕的點滴。

四年前我們為了憧憬為了理想為了學業來到文化大學，我
們坐在一樣的體育館，在台底下一樣聽著煩悶冗長的演講，
打量著現在身旁想都沒想過會變要好的同學們，不知道大家
是否還記得當初四年前剛成為華岡新鮮人的自己嗎？四年的
光陰在陽明山上更迭輪替，四年的青春在陽明山上揮霍自如。

我們可能會記得文化的氣候厲害到一個禮拜可以感受春夏
秋冬、起霧的時候手就跟小叮噹一樣伸手不見五指；只要雨天在校園撐傘的人他們
的傘絕對會被強風暴雨給摧殘；中午的美食街人滿為患到我以為我每天都在參加跨
年夜的散場；吃飯時間總是躊躇著不知道要吃什麼；最討厭花季的時候搭公車因為
永遠不知道幾點才能夠下山；還有仰德大道的測數照相機莫名其妙的多到不知道底
是被哪台偷拍的；每次騎車來學校停的位置總是和當初來的不太一樣，最誇張的是
到底是誰亂丟飲料在我的車子上？當然社團文化也是大學中不可或缺的！那些年因
為宿營、幹部訓練營各種辦不完的營隊所付出的心血與汗水，最終都化為感動存在
我們的心中。隨著畢業季的來臨，各種展演、策展、專題報告全都催促著我們即將
畢業，那些籌備的日子裡總是在練習時間中聊天耍廢、夜深人靜時才肯奮發向上，
我們都遇過像神一般的夥伴和神雷一般的隊友，一起熬過了多少個夜晚、一起抱怨
過這些鳥日子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束。如今，它真的結束了，所有的關於大學的一切
都結束了。今天，我們已經穿上學士服、準備離開這個孕育我們四年的校園！學校
資源充沛更為全台學系最多的名校之一。現在，請你跟我這樣做（拍手）

文化大學超多元，設備資源最豐沛，學系多來不會嫌，總共就有 12 個學院
文學院，知識淵博像字典，理學院，地理自然我真不會，
法學院，法律制度最頂尖，外語學院，國際溝通真方便，
農學院，種花種草你最會，工學院，奈米科學好專業，
商學院，企業數字樣樣 play，社科學院，社會政經好發揮，
環設學院，建築房子你解決，新聞暨傳播學院，各種採訪心好累，
教育學院，教學要向孟母三遷，藝術學院，整天不念書來跳我呸呀跳我呸！
文化大學有著我們說也說不完的青春，數也數不盡的回憶，感謝四年來師長們的

細心教導以及手下留情，讓我們不僅可以發揮學習所長，又能準時畢業，大學的篇
章即將在此告個段落，畢業絕對不是結束而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曾經聽過一句話
『做別人覺得對的事情，不如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討好別人，不如讓自己開心』，
最後，我還要感謝我的家人，讓我無後顧之憂地在大學中盡情翱翔、感謝我的朋友，
以及所有愛我及我愛的人們，願踏出校園後的我們都能夠成為我們理想中的大人，
更能夠好好的生存在這個時代，我是中國戲劇學系四年級的邱孟姍，Ａ 3279408，
願你的大學記憶中有個我，謝謝大家！

在校生致詞 全球學程三年級  賴語彤

董事長、校長、各位師長、以及各位親愛
的畢業生，大家好！

我是在校生代表：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三年級賴語彤。

還記得第一次去圖書館，問圖書館的叔叔
說：「叔叔你有賣排骨飯嗎？」他說：同學
這裡是圖書館 我又再次問他……

跟你們相處的日子裡，最深刻的莫過於第
一次新生茶會裡，為了避免我們尷尬，你們
費巧思準備一堆小遊戲炒熱氣氛。迎新宿營
你們的表演更是讓我覺得感動。原本只是單
純的感動，直到了自己也開始籌辦活動，才
知道這是需要花很多心力和時間準備的。開始參加社團，很多時候
會遇到困難。但你們總是花時間的教我，能說的只有感謝。因為你
們，讓我就像水泥蓋成房子後一樣。水泥本來是很脆弱的，但蓋了
之後他就變得很厲害，因為 他 變牆 ( 強 ) 了。

謝謝你們，成為了我們的後盾。在我們需要的時候，在我們身邊。
謝謝你們，七嘴八舌地給了我們很多指教。不要忘記曾經給你愛的
文化大學。而愛就像快樂分享餐，要分出去才好吃。

過去有學長姐們的照顧與疼愛，我就像被分享到的人，覺得幸福。
今天我也想分愛給你們，我想告訴你們一句我很喜歡的話。Every-
thing is possible for one who believes. 只要你相信，沒有什麼做不到
的。

過了今天以後，可能會比這四年更累，我或許沒辦法給你什麼，
但我很愛這句話，我想送給你們。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one 
who believes. 堅信凡事都能。我們能給的，只有支持。No fear in 
Love. 不要忘記 文化大學永遠給你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我們都是 最高學府的華 岡 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