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為營造校園健
康飲食環境，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與保健營養系合作推動「校園餐
飲業者衛生安全輔導計畫」，加
強校園周邊餐飲業者衛生教育宣
導，經過 6 個月的輔導與檢測，
遴選出 15 家校內優良商家及陽明
山校外優良商家 7 家，由學務處
頒發獎狀，藉此提供學生及教職
員工進食用膳優良場所的選擇參
考。
　衛生保健組唐慧媛組長指出，
該項計畫活動由本校保健營養系
施明智主任帶領系上師生成立輔
導小組，實施為期6個月的輔導，
在 10 月底完成。這項活動，獲得
校內外餐飲商家業者的熱烈支持
參與，107 年 4 月下旬舉辦宣導

說明會，為參與的業者詳細說明
進行規則與時間，並進行衛生講
習與教育訓練提升業者對餐飲衛
生的概念。
　11 月 8 日，在大恩館舉行成果
發表會。經輔導小組評選校內 15
家，校外7家獲評「優良商家」。
名單如下：
校內優良商家（15 家）：佳香 / 
興鴻燒臘 / 來碗拉麵 / 金盃美而
美 / 八方雲集 / 咕咕鬆餅屋 / 趙
班長 / 多寶閣 / 新韓館 / 家之味 
/ I fresh 文化二店 / 茶香炫烤
工坊 / 娃子複合式餐飲 / yotta / 
文化實習咖啡。校外優良商家（7
家）：池久便當 / 8 鍋 / 食久 / 
華美自助餐 / 有夠滷味 / 慈善便
當 / 愛瘋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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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音代理校長：寓教於樂 使蛋品專業知識生活化

文大主辦世界蛋品日 產官學界共同出席宣誓培育優質蛋品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動物科學系響應「世界蛋品日」，
11 月 10 日在文化大學陽明山舉
辦「2018 世界蛋品日在華岡」系
列活動，現場設有蛋品手作區，
包括蛋殼彩繪、名廚現場教學蛋
品料理等精彩活動，還有動科專
家教學檢視區分蛋的好壞。行政
院農委會與蛋品培育的家禽協會
等產官學界共同宣誓要為消費者
把關，培育優質蛋品，讓消費者
放心吃蛋，健康營養滿分。
　開幕典禮由世界家禽協會台灣
分會陳志峰理事長、農委會畜牧
處王忠恕副處長、福壽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洪堯昆董事長及文大王
淑音代理校長、文大農學院王鵬
林院長、文大動科系羅玲玲主任
等貴賓共同剪綵。
　王淑音代理校長說，今年這項
活動產官學界共同推動，已經舉
辦很多年，是由由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中央畜產會指導，文大動
科系與世界家禽學會台灣分會共

同主辦，希望藉由寓教於樂、輕
鬆有趣的方式，推廣並加強民眾
對蛋品品質、安全的正確觀念及
信心，使專業知識生活化。
　文大動科系羅玲玲主任表示，
本活動有優良蛋品與養雞、養鴨、
養鵝等協會及許多家禽產業廠商
共同參與，內容包羅萬象。
　開幕典禮由文大技擊運動暨國
術學系演出祥獅獻瑞，此外，活
動裡還有音樂表演節目及有獎徵

答活動；主題館以靜態與動態方
式介紹家禽產業現況、禽蛋生產、
食安教育及動物福祉等等相關知
識，蛋品手作區的蛋殼彩繪、小
雞出生之家、新鮮度測定都吸引
許多消費者觀賞，還有動科系系
友、國內廚藝專家王嘉霖，設計
雞蛋料理課程，吸引許多人參觀。
　成立於 1964 年的世界蛋品協
會，於 1999 年將每年 10 月第
2 個星期五定為「世界雞蛋日」

(World Egg Day)。目前已有超
過 150 個國家陸續推行世界雞蛋
日，希望喚醒人們對雞蛋的重視
以及了解雞蛋對人類健康的重要
貢獻。
　台灣於 2012 年起分別於中興大
學、台灣大學、嘉義大學、屏東
科技大學及宜蘭大學舉辦世界蛋
品日慶祝活動，今年由文化大學
動科系主辦，希望引導社會各界
關注蛋品行業並重視蛋品安全。

兼融中華文化與台灣文化之美  齊聚藝文界貴賓

華岡博物館「溥儒書畫特展」暨「彭喜埶作品」

　【文／陳韋綸】華岡博物館於校友返校節
舉辦「溥儒書畫特展」開幕暨「彭喜埶作品
捐贈」典禮，王淑音代理校長、華岡博物館
劉梅琴館長、彭喜埶工作室代表也是彭喜埶
夫人賈青如、校友總會彭誠浩校友等均出席
開幕盛會。兩項展覽都將展至 2019 年 1 月
18日，歡迎對藝文有興趣的人把握機會參觀。
　王淑音代理校長指出，華岡博物館身為國
內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博物館，每年展出作品
眾多，今年展出南張北溥舊王孫－溥儒書畫
展及本校校友彭喜埶趣遊碗作品展，兼融中
華文化與台灣文化之美，相當具有意義。
　曾擔任彭喜埶校友的指導老師李福臻教授
致詞表示，彭喜埶的作品裡充滿台灣的生命
力，可惜英年早逝，但他留下的文化對台灣
影響甚鉅，不可抹滅的是那生命裡對藝術的
堅持與努力。
　彭喜埶工作室代表也是彭喜埶夫人賈青如
謝謝彭喜埶的母校展出他的作品，也謝謝出
席的每一位彭喜埶的親朋好友與學校師長們，
心裡雖很不捨，但為其保留更多作品，讓更
多人看到彭喜埶對藝術創作與對台灣文化的
堅持，是她的工作與責任。

　彭喜埶校友名字「埶」是古「藝」字，是
專門替農產品打點門面的「農產品包裝師」，
曾獲國內外許多大獎，多年來為台灣農產品
改變了「形象外衣」，牛軋糖、鳳梨酥、仙
草凍、客家醬菜等台味濃厚的地方特產，經
過其巧思裝扮，「村姑」都成「氣質美女」。
　埶遊．碗在－彭喜埶趣遊碗作品展在華岡
博物館三樓舉行，「趣遊碗」將台灣各地的
人文與風景，濃縮在青花瓷碗中，碗內是引
人入勝的魚眼鳥瞰圖，讓觀者可以透過在手
心的碗，慢慢轉動來觀看，就像在上空遊歷，
那些著名景點與店家，一個又一個屬於地方
而充滿人情味的故事，都被凝結在其中。

　至於華岡博物館四樓展出的南張北溥舊王
孫－溥儒書畫展，劉梅琴館長說，這些作品
即將封庫，敬請大家把握機會參觀。
　溥儒（1896 ~ 1963）字心畬，原愛新覺
羅氏，清道光皇帝的曾孫，恭親王奕訢的孫
子，貝勒載瀅之子。乾隆皇帝以「永綿奕載、
溥毓恒啟」為愛新覺羅子孫世系，「溥」為
其輩份，清朝滅亡民國建立之後便將愛新覺
羅姓氏改為以「溥」為姓。滿清王朝結束後
離開恭王府隱居北京西山戒臺寺故號「西山
逸士」，又因為清朝王孫貴胄之身份，故亦
號「舊王孫」，故此次展覽名為〈南張北溥 
舊王孫－溥心畬書畫展〉。

　【文／吳瀅姍】為積極推動原
住民學生了解認同自身文化，延
續民族傳統競技活動並透過不同
媒材創作原民風格藝術品，本學
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舉辦 3
場次原住民蝶古巴特藝術拼貼活
動，上課地點在大成 109 室原住
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邀請台北市
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講師陳昊花蒞
臨指導，現場參與學生眾多，也
謝謝文大舉辦該項活動，讓更多
人認識原民文化。

　陳昊花指出，原住民蝶古巴特
藝術拼貼是很容易上手的拼貼技
巧，讓人輕鬆的踏入藝術領域，
創意可以天馬行空，能把不起眼
的小物件，動動手腦拼貼變身成
為屬於自己風格又實用的手作作
品，並融入藝術於日常生活中，
未來還有 11 月 22 日及 12 月 6
日下午一點到三點兩場指導課，
歡迎有興趣的師生一同來體驗原
民特色文化。
　學務處「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舉辦蝶古巴特藝術拼貼

原民特色創藝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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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餐飲業者衛生安全輔導成果發表  22 家獲優良商家

107 年度健康促進系列活動

全英語課程及韓文課程  機會來了

赴韓國交換修讀

　【文／李文瑜】想赴韓國交換
修讀全英語商業課程及韓文課程
嗎 ? 本校 2-4 在學大學部學生或
研究生，具商業課程基礎及英文
檢定成績多益 550 以上者可申請
參加甄選，歡迎有意赴韓交換同
學把握機會報名。
　韓國又松大學提供本校交換生
名額，至該校 SolBridge 國際商
學院修讀全英語商業課程及韓文
課程，SolBridge 國際商學院擁
有良好的學習環境及師資，全由
外籍老師授課且採小班教學，本
校同學赴該校修習全英語商業課
程，並可學習韓文，體驗韓國生
活。
　　該校坐落於有韓國矽谷之城

的大田廣城市，距離首爾兩個小
時車程，擁有畢業於歐美名校
的知名教授團隊實施全英語國際
商科教育。該校 SolBridge 國際
商學院於 2011 年被評為“亞洲
最佳商學院”，同時根據歐洲的
CSI 的評選在韓國名列第四；該
校也是韓國第一所實行 100% 全
英文教學，全部聘用外籍知名教
授，國際化程度相當高。
　本校同學可申請於 107 學年度
第 2 學期赴該校交換 1 學年，同
學交換期間於文大繳交學雜費，
免繳交換學校學雜費，生活費
等需自付，歡迎有興趣的同學於
107 年 11 底前至菲華樓 203 國
合組報名。

去年年底成立，齊聚相關原民資
源與文化特色，讓文大原住民同
學的學習可以更多元，更能透過
各項原民同學的家鄉資源展示，
讓更多人瞭解台灣的原民文化特
色。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成立，
除有助促進校園族群融合，讓師
生了解多元文化的不同特色，更

能作為原民學生事務與資源的整
合平台。未來將經常有原住民各
族文物常態展，為校園增添一處
人文藝術場域。
　目前文化大學總計有四百多名
原住民，且來自十六個不同的種
族，無論來自哪一個族群，都可
在這個大家庭裡感受友善的照顧
與快樂學習。



　【文／李文瑜】今年觀光系盧
惠莉系主任邀請觀光休閒事業
碩士在職專班何慧儀所長一起共
同舉辦「2018 年的系所友回娘
家活動」，11 月 10 日陽明山在
美軍俱樂部 Brick Yard 33 1/3 
-BY33 舉行。盧惠莉系主任感謝
文大學生事務處職涯發展與校友
服務組致力推廣校友返校節，並
期盼透過校友聚會，學長姐帶領
學弟妹相扶相持，共同推廣開展
觀光系未來發展新契機。
　盧惠莉主任指出，很高興這次
有機會能與在職專班一起共同共
襄盛舉，希望爾後能常舉辦這類
型的校友活動，增加與系所友間
的感情，因為不論是旅行業、飯
店業、航空業等都有很多是觀光

系所畢業的系所友，除了可讓畢
業已久的學長姐們回來看看學校
及師長，更能讓在學的同學們多
認識學長姐，未來說不定會有更
多的合作機會。
　這次活動主辦人為陳玟妤老
師、蔡倩雯老師及何愉婷助教帶
領研究生及大學部四年級的學生

共同籌劃，呈現美好的活動給大
家，現場並邀請台灣國際郵輪協
會常務顧問呂江泉學長及欣聯航
旅行社資深經理郭智翔學長分享
專業，讓大家收穫滿滿！

　陳玟妤老師指出，今年相當感
謝所有遠道而來的師長、系所友
及碩士在職專班的學長姊們，因
為有他們的熱情參與，才能有這
次美好的共同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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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深度交流 提升學生實務能力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系 與永慶房產簽署產學合作備忘錄

　【文／李文瑜】文大都市計劃
與開發管理學系於 11 月 5 日，
與永慶房產集團簽屬產學合作備
忘錄，永慶集團除將與都計系合
作開設專業課程，將科技運用於
房仲的服務體驗介紹給同學，亦
將提供集團旗下各公司的實習機
會。
　根據簽署的合作備忘錄，未來
永慶房屋、永慶建設公司、永慶
代銷公司、永慶估價事務所等將
與本校藉由產學的深度交流，提
升學生實務能力，培育房地產未
來菁英。
　簽約儀式由環境設計學院楊松
齡院長與永慶房產集團葉凌棋業
務總經理代表簽約。到場見證的
貴賓還包含：永慶房產集團孫慶
餘董事長、內政部地政司張元旭
前司長、中國土地改革協會卓輝

華榮譽理事長等。
　葉凌棋業務總經理表示：「藉
由此次的產學合作，永慶房屋將
依系所的需求，提供最合適的師
資，同時提供實習機會，讓同學
在校期間就能接軌最新的產業實

務經驗與知識。
　葉凌棋業務總經理表示，未來
將邀請同學來到《i+ 智慧創新體
驗館》，讓同學能體驗最新房仲
創新科技、及第一線的服務體驗；
更將提供永慶房屋的 VR 設備，

輔助同學們學習與設計，我們希
望藉此機，為同學們帶來全新的
體驗，為房仲業的服務與未來，
翻攪出更多的可能性。」
　楊松齡院長則指出：「學校作
為培育人才的場域，希望能培養
出銜接產業現在與未來的人才。
永慶房屋的實習經驗與師資，讓
學生們可以提前為就業做準備，
了解最新產業動態及房產專業知
識，讓同學畢業時有機會與就業
市場無縫接軌，提升職場競爭力。
　楊松齡院長說，希望同學能站
在永慶房屋產業龍頭的肩上，看
到台灣房仲業在科技運用上的領
先成就、了解房仲業的趨勢與不
動產業的更多未來性，激發同學
的想像力，培養自己更厚實的能
力 !

校友領航、榮耀華岡  四大校友組織獲肯定

郭孟雍老師領唱《請不要把我忘記》掀起活動高潮

　【文／李文瑜】「校友領航、
榮耀華岡」，2018 校友返校節紀
念創辦人 118 歲誕辰暨校友返校
節慶祝大會於 11 月 10 日在體育
館柏英廳舉行，張鏡湖董事長率
所有校友們一同唱校歌，透過影
片回顧那些年華岡的歷史；今年
首度由音樂系郭孟雍老師親自譜
寫詞曲的《請不要把我忘記》掀
起活動高潮，在華岡合唱團與回
顧影片的領唱下，校友們輕輕的
哼唱屬於華岡人的歌，典禮溫馨
動人。
　王淑音代理校長指出，謝謝來
自四面八方、分散各地出席的校
友們，因為有你們熱愛母校的舉
動，讓母校校務蒸蒸日上，對母
校的情誼，母校相當感念，在此
代表學校向校友們致上十二萬分
的敬意與謝意。
　王代理校長說，本校創辦五十
年以來，持續秉持創辦人教育理
念，承中西之道統及中外之精華
努力辦學外，近幾年來致力於跨
領域的學習，及推動國際化與全
球化的辦學。學校在推動這些業
務時，校友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
色，包括日前曾出席泰國、菲律
賓等地的高校教育展時，透過校
友積極聯絡，串成網絡，提供母
校適切的協助，讓文化大學持續

在全球發光發熱，謝謝校友們，
因為有你們，才有發光發亮的中
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九小時的彩虹，
今年獲金氏世界紀錄認證。王淑
音代理校長說，文化大學得天獨
厚，期許未來在校友們持續鼎力
相助下，校運氣勢長虹。
　文大校友總會唐彥博理事長指
出，文化大學一定能在風雨中生
信心，今天有風有雨，校友們來
自八方，祝福母校幾年傑出的表
現，每一位校友們走進文大學有
專精，走出文大揚名四海，謝謝
出席的校友們，希望大家能夠多
多回母校走走。
　唐彥博理事長並肯定四大傑出
校友組織：海洋系所友會、中國
戲劇學系系友會、台中校友會及
華岡唱友會的表現，因為有校友
們的付出與努力，才有現今龐大
的校友網絡，提供母校源源不絕
的溫暖與協助。
　在學期間修習青衣、花衫，現
任加拿大 Big Jumb Productions
動畫公司資深動畫師、藝術總監
的國劇系劉世勤學姊，現場演出
鎖麟囊國劇，精彩的國劇唱腔與
表情，掌聲不斷。華岡合唱團則
演出天水流長組曲，讓校友們沉
浸在溫暖動人的歌聲裡。

　郭孟雍老師親自譜寫詞曲的《請
不要把我忘記》，邀請大家一起
合唱，並由華岡合唱團的團員們
走到每一個校友旁，輕輕憶起過
去的點點滴滴，在無限感恩歲月
裡，正因為身旁有你，更要珍惜
再見的歡喜，感謝一輩子有你。
　文大於民國 51 年成立時，僅設
立研究部，第 2 年始開辦大學部
（含夜間部）。大學部新生於 52
年 11 月 11 日入學開課，為了紀
念這個特別的日子，創辦人張其
昀先生於大學部成立 10 週年時，
宣布 11 月 11 日為各學系共同的
系慶日。爾後除了每年的 3 月 1
日校慶日，校友又多了一個聯袂
返校、相聚一堂的特別節日。
　文大創校迄今 56 年，數十年來
已有超過 25 萬位畢業校友，在各
自的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每位
校友都是文大重要的資產，母校
希望透過每年的返校節活動，凝
聚校友力量，建立良好的伙伴關
係，互動合作以期將校友將個人
在社會上的傑出表現及經驗，傳
承給在校的學弟妹，並藉由薪火
相傳的交流互動，強化校友對學
校的認同及支持，建立出屬於文
化大學代代相傳的大家庭。

2018 觀光系所友回娘家

透過校友聚會  開展觀光系未來發展新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