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108 年全國中等
學及全國大專學校運動會熱鬧開
打，由中國文化大學新聞系三大
實習媒體打頭陣報導桌球項目比
賽，文大新聞系現場轉播體育賽
事的精采表現獲主辦單位教育部
體育署的肯定，網路平台觀看賽
事轉播四天之內即已經累積超過
兩萬五千人次，表現亮眼精彩。 
　為推廣體育賽事及「學生自己
的運動學生轉播」的理念，體育
署今年和文化大學新聞系合作轉
播全大運及全中運桌球競賽，雖
然全中運其他競賽項目尚未開始，
但是桌球比賽 9 日已經在高雄市
五甲國小開打，文大新聞系由華
岡電視台、華岡廣播電台、文化
一周三大實習媒體及指導老師們
組成將近 25 人的轉播團隊，由台

北南下轉播桌球賽事。成為今年
各大專院校中第一支轉播全中運
的隊伍，並從 13 號開始轉播全大
運桌球。
　桌球比賽轉播難度相當高，鏡
頭要抓住桌球及選手快速移動的
節奏，更考驗文大新聞轉播團隊
的功力。文大新聞從去年 10 月開
始便著手規劃轉播，並且在轉播
前進行長達將近三個月的縝密規
畫及紮實演練，最後轉播呈現的
結果令各界驚豔。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主任胡
幼偉指出，這次轉播呈現的結果
已經具有專業體育轉播的水準，
他同時也感謝轉播團隊師生努力
付出。轉播團隊指導老師之一的
顏瑜玫老師也表示，這次的轉播
將教學實際運用在實務之中，是

很不錯的模式，事實上體育競賽
的轉播並不容易，學生團隊在不
到三個月的訓練之後就可以上線，
且表現優異，值得鼓勵。
　正式上陣還是有小插曲，轉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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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新聞轉播全大運、中運桌球  表現驚豔

　【文／楊湘鈞】法國籍的帥哥
網紅 Youtuber「酷」（Ku）12
日造訪中國文化大學，為學校拍
攝網宣影片，「酷」的法式幽默
加上特殊的觀察角度，以及與參
與拍攝的師生熱切互動，讓人期
待他眼中的文大會是何種風貌。
　「酷」（Ku）除了法語母語，
還精通中文與韓文。他的頻道
「酷的夢 -Ku's dream」列出四
理由，解釋為何離開長居的南韓
搬到台灣來住，其中最大原因是
「歸屬感」，獲得許多台灣人民
的認同；此外，包括他指「如何
學好韓文只有一個方法，就是交

個當地女朋友」以及解析為何西
方人哈韓卻不知台灣等等影片，
均獲得許多迴響，也讓「酷」累
積了不少台灣粉絲。
　「酷」今天一大早即來文大拍
片，校方也順勢安排「酷」參與
文大女籃的重量訓練課程作為
「早餐」，隨後「酷」也下場與
女籃選手來一場三對三鬥牛，展
現他的「法式籃球」球技。接著，
「酷」前往法語系參與法語系同
學的聽寫訓練課程，並與同學熱
情互動。
　中午時分，「酷」與三名親善
團同學一同前往品嚐「牛肉拌
麵」，領略文大在地美食；下午
「酷」前往國企系，參與他拿手
的社群行銷課程。
　除了參與校本部的課程與同學
互動，未來校方也將安排「酷」
前往松菸文創園區參觀文大聯合
畢展，實際體驗同學的學習成
果。期待透過他獨特的觀察角
度，向全球忠實呈現他眼中的文
大與文大師生。

與學生熱切互動笑點不斷

兩大地理學專家文大相見歡

復旦大學教授韓昭慶拜訪張鏡湖董事長 分享現今地理學研究動態
　【文／李文瑜】復旦大學中國
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韓昭慶應
中國文化大學理學院地學研究所
邀請，4 月 23 日前來文大拜訪張
鏡湖董事長，希望透過校際學術
互訪、專業研究交流等活動，增
進兩校地理學研究強度，擴大研
究視野，拓展跨域研究議題，進
而提升整體研究能量。
　張董事長為浙江大學史地系地
理組學士、美國克拉克大學地理
學博士，1953 年即擔任約翰霍普
金斯大學微氣候研究所研究員，
1954 年轉赴美國哈佛大學藍山氣
象研究所，負責全球土壤溫度變
化與分佈之收集研究計畫，完成
《Ground Temperature》報告，
由哈佛出版社出版。
　韓昭慶教授專長為中國歷史地
理、環境史及中國地圖史，曾任
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訪問學
者，並至德國慕尼黑大學、臺灣

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等校短期
訪問，國際交流經驗豐富。
　此次韓昭慶教授拜會張董事
長，雙方相談甚歡，並深入探討
兩人共通的地理學專業議題，及

分享現今地理學研究變化與動
態。
　韓昭慶教授長期研究黃河、淮
河流域歷史地理，對環境發展與
河川系統對歷史影響具專精研

究，指導研究生應用地體資訊系
統技術探討流域環境對人類活動
與社會發展的關係。
　目前韓教授從事中國最早實測
全圖「皇輿全覽圖」的研究，而
文大創辦人張其昀博士恰是歷史
地理輿圖研究的先行者，因此地
學所特別邀請韓教授訪問文化大
學，期盼以學術交流引領未來兩
校研究生在歷史地理、輿圖科技
領域的經驗交流與研究議題的擴
展。

轉播四天線上累計觀賞人數超過兩萬五千人次

　【文／李文瑜】文大一般足
球社組成軍六年，今年榮獲
107UFA 一般男亞軍，成績優
秀，其成員多來自日本、香港、
澳門，近幾年成績優異，曾在去
年獲得大專院校足球聯賽北區排
名第一。
　107 學年度 UFA 大專足球運
動聯賽一般男子組冠軍戰，4 月
6 日於臺北田徑場舉行，文化大
學與政治大學相交峰爭奪冠亞
軍。
　上半場雙方為減少失誤，打法
較為保守，多以簡單傳導配合為
主。縱使文化掌握較多攻勢，帶

球後受限於政大後防壓迫，沒有
在禁區造成太多威脅。雖然兩隊
未有進球演出，但文化進攻皆展
現威脅，各有幾次精彩的前場突
破，可惜甩開對手後的傳球都未
獲隊友接應。
　文化大學鋒線蘇來曼來自蘇
丹，他認為全隊都盡力了，可
惜球運差了些，對方也把握住機
會。他說，「美好的一仗已打過
了，就算失敗我們仍能坦然向前
進！」儘管爭冠賽落敗、本校屈
居亞軍，文化大學陳香吟教練對
球員們仍信心滿滿，期盼下賽季
有更出色的成績。

文化大學一般組足球社榮獲 107UFA 一般男亞軍

首日就出現主播麥克風沒有聲音及
螢幕無畫面等技術挑戰，但同學發
揮團隊合作精神冷靜處理，順利播
出。第二天進行高中團體組冠軍賽
時，因場地問題，大會安排團隊轉
播季殿軍賽，影片聊天室中有不少
觀眾反應想看冠軍戰，轉播團隊大
膽決定臨時調動攝影機同時轉播冠
軍賽及季殿軍賽，突破場地限制的
應變方式也獲得線上觀眾好評。

文化大學與育成高中續簽策略聯盟合作協議

徐興慶校長：大手牽小手共享教學資源  創造雙贏新局
　【文／李文瑜】本校於 4 月 19 日與台北市
育成高中持續簽訂策略聯盟合作協議，由徐興
慶校長與育成高中張勳誠校長共同簽署。徐興
慶校長指出，他與張勳誠校長是高中同學、多
年好友，未來兩校將採大手牽小手的教育理
念，共享教學資源，給予學生更優質的教學環
境，創造兩校雙贏新局。
　本校除了徐興慶校長，王淑音教務長也出席
簽約典禮。育成高中於 105 年時即成為本校第
14 所策略聯盟學校，選擇文大入學學生每年
逾 300 人，入學學生數排名第二名，兩校關係
深厚久遠。徐興慶校長說，很開心持續與育成

高中再次簽訂策略聯盟合作，希望透過緊密合
作創造新雙贏。
　徐興慶校長強調，文化大學已與全世界 374
所知名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作成為姊妹校，據
此優勢，文大將推動學生在學期間，鼓勵學生
利用暑期到國外去進行兩個月的領薪實習，並
研議把赴國外交換學生制度提升至必修層級；
文大會盡力完成相關配套措施，讓每一名學生
都有機會前進國際、體驗當地生活，並能有效
提升外語實力。
　王淑音教務長指出，中國文化大學共有 5 個
校區：華岡校本部、台北校區、忠孝校區、博

愛校區及華林校區，近幾年積極結合學系領域
多元之優勢，新增「跨域專長」，融合通識教
育與各院系所學位學程之專業教育，完善學生
未來整體學習發展，加上全球 374 所姊妹校，
透過各種交換學習方式，提供大學學生走出台
灣，開拓國際視野的全新機會。
　王教務長也提到，為擴大展現學生學習成
果，將於今年 5 月舉辦全校性畢業成果博覽
會，展覽地點於松山文創園區，全校相關科系
均會參與展覽，歡迎育成高中師生有空可以前
往參觀。



　

文大都計系推動教學與在地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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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環設學院都市計劃與
開發管理學系為持續推動教學與在地連
結，將學習資源帶入社區服務以及實際
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增加學生觸及民眾
意見的經驗，4 月 10 日在松山區鵬程里
活動中心舉行社區發展願景座談會，首
度將社區座談會融入於都市計畫實務實
習課程中，以培養學生籌辦座談會及與
民眾對話的專業能力，並成為都計系學
生走出校園與在地連結的里程碑。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院長暨都
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楊松齡主任指
出，有鑑於民眾參與都市規劃的重要性，
以及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與區域連結合
作，實踐大學的社會責任，於課程中進
行模擬座談會教學，讓學生在校期間學
習主導籌辦座談會，提早與都市計畫實
務接軌。
　社區座談當天與會來賓包括臺北市都
市更新處詹育齊副總工程司、松山區鵬
程里許顏建里長、松山區松基里黃建賓
里長、松山區富錦里李煥中里長與社區
發展協會蘇天光總幹事，以及市議員王
鴻薇辦公室主任陳威廷、市議員徐巧芯
辦公室王誌慶等。
　內政部為加強都市計畫研擬規劃階段
的民眾參與機制，於 2018 年發布「都
市計畫草案辦理公開展覽前應行注意事
項」，明文規定都市計畫辦理通盤檢討
前，應舉辦座談會，以利於與民眾溝通
協調。
　都市計畫與開發管理學系陳維斌副教
授指出，都計系學生從寒假開始與松山
區各里里長、里幹事、居民與議員進行
訪談，並徵詢與邀請參與座談會。開學
後又利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進行全班分
組、分工、策畫與預演，同時亦多次到

松山區各里辦公室與人潮聚集處發放座
談會宣傳單，認真籌辦該場座談會。
　座談會由學生進行「臺北市松山區發
展願景」簡報，接著請與會來賓提出建
議與討論。詹育齊副總工程司對學生的
簡報提出建議，並對學生能在大二就具
備籌備座談會的能力表示肯定與嘉許，
同時歡迎都計系學生持續在寒暑假時到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實習。
　王誌慶主任則以文大校友的身分分享
參與公民事務的經驗，並勉勵學弟妹持
續投入公民參與。許顏建里長、黃建賓
里長、李煥中里長與蘇天光總幹事亦從
在地角度提出建議，同時歡迎學生隨時
到里辦公室與民眾對談接地氣。

　【文／李文瑜】配合世界地球日及文大宿舍
清潔比賽，中國文化大學即日起推動「文化廁
所」文明新運動，4 月 22 日由文大徐興慶校
長率王淑音教務長、方元沂學務長及施登山總
務長等清掃宿舍廁所，以刷洗馬桶、小便池、
拖地等實踐力行美化校園，也希望每一名學生
從自己做起，體驗廁所文明帶來的全新生活。
　徐興慶校長說，「台灣流通教父」7-ELEV-
EN 超商及全聯前總裁徐重仁深受日本教育文
化影響，其中備受稱譽的就是在 7-ELEVEN
時間，每年都發起洗廁所運動，並成立「台灣
美化協會」，一洗就是 10 幾年，至今凡是他
領導的企業，幾乎廁所就是乾淨的代名詞。
　徐興慶校長說，廁所如果乾淨，就表示一個
企業的文明度相當的高，文化大學創校超過
57 年，文明度非常高，若是能全校推動廁所
文化新運動，相信更有助於提升文化的文明。
　徐興慶校長說，1990 年代時，那年他擔任
文大日研所所長，當時廁所很髒，雖想全面推
廣廁所文化，但怕被學生認為只是作秀，每次
都等到下班後自己才去洗廁所，每天這樣做，
心裡很開心，因為每天都有乾淨的廁所可以使
用。有一次被研究生看到後，學生開始接手洗
廁所運動，師生聯手打造的廁所文化，讓日研
所那段時間廁所非常乾淨。至今那些學生都會
回來感謝他推廣廁所乾淨文化，因為讓他們學
到很多。那時也被學生戲稱為「廁所的所長」。
　徐校長說，未來，他希望全校都能有這樣的

掃廁所的運動，共同邁向文明好學校。
　方元沂學務長說，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能
夠將廁所文化發揚出去，每個學生都享有乾
淨、舒適的廁所，期待大家一起來愛護自己的
環境。此外，為提升住宿生對自居環境的重視
與認同並發揮創意，今年文大將首度於 4 月
29 日舉辦一日宿舍開放，讓全校同學可以自
行參觀每一個館樓宿舍，並同時舉辦「Wow
這宿窩滴家」異國風佈置比賽，凡是最乾淨及
最特別的宿舍將有機會獲得 8,000 元獎金。
　文大宿舍主任委員吳清祥指出，活動結合
「環保節能」、「生活美感教育」及「品德教
育」概念，培養文大住宿生維持環境美化的良
好習慣、啟發同學團隊合作意識發揮創意、促
進室友良好互動及互助精神，並強化推廣宿舍

文化。學生可以好好布置自己的家，也可以邀
請同學來參觀，希望藉此活動，讓住宿生可以
更重視自己的居住環境。

引領「文化廁所」文明新運動 徐校長率師長掃廁所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敖亦涵

親愛的，你是不是不愛我了？
-- 找到關係中的安全感

輔導老師，您好：

　我最近都睡不太好，每天覺得很煩，上課也心神不

寧的。我跟我的伴侶在一起半年了，但他似乎不太願

意把我介紹給他的朋友們，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不夠

好，讓他覺得帶不出場，還是跟我在一起很丟臉，我

越想越難過，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此外，我們的距

離好像越來越遠了，剛在一起時，他回我訊息都很快，

現在等待的時間越來越長，我有問過他，他都回我：

「沒有啦，只是剛好在忙、沒注意到手機」。以前的

我們每天都通電話，互道晚安才各自去睡覺，可現在

總回我說他在做報告，不然就是不小心滑手機滑到睡

著，有時等到我也撐不住了只好去睡覺。朋友都說我

太沒安全感了，是我多想了，可是真的是這樣嗎？他

是不是不在乎我了？還是已經不愛我了？ 

By 不知如何是好的郝郝
親愛的郝郝：

　謝謝你的來信，老師能理解你的不安和焦慮，兩個

人剛在一起的時候，會想要無時無刻膩在一起，一起

完成許多事情，不管是出遊還是享受美食，熱戀期過

後，激情也慢慢褪去，兩個人不如以往熱絡，這樣的

落差確實會讓人不安，腦中也會出現一些質疑自己或

猜忌對方的聲音。老師建議你，當這些讓你不舒服的

感受或想法再次困擾你時，先告訴自己「停！讓自己

不要陷入自我否定和猜想的迴圈中」。老師在這邊提

供你一些方法找回關係中的安全感，希望對郝郝有些

幫助：首先

　1. 接納情緒＆釐清自己的擔心：郝郝可以試著先

了解自己的情緒，因為在意對方也看重這段關係才會

有這樣的情緒波動。不妨先接納自己的情緒再釐清擔

心。像是對於另一半不太願意讓你進入他的生活圈？

這件事對你的意義是什麼呢？讓你想到了些什麼呢？

真的如你所擔心的嗎？是不是連結到某些過往的經

驗，才讓你對於另一半的舉動特別的敏感呢？ 

　2. 建立溝通的管道：稍微整理出自己的擔心後，

也要嘗試向另一半表達心中的不安，讓他知道你的感

受，你擔心的究竟是什麼，或是你需要他做些什麼樣

的調整。有溝通的管道才能讓雙方有理解彼此感受及

需求的機會，當沒實際聽到對方的聲音，就會有許多

的想像空間，「溝通」能更了解彼此，或許這也可以

增加你們感情的溫度。

　3. 給彼此適當的空間：總是將焦點放在對方身上，

他的一舉一動容易被放大，如此的緊迫盯人，他一定

也不好受，這樣並無助於拉近距離。伴侶是由兩個不

同成長背景、個性因相愛而連結在一起，就像兩個同

心圓因交往而有了交集，要透過一段時間的相處，才

能漸漸找到最舒服的相處距離，每對伴侶重疊的部分

大不相同，但兩個同心圓並不會完全重疊，彼此都擁

有適度的空間、自由，才不會在關係中失去自己。

　4. 找回生活的重心：郝郝還記得尚未進入關係中的

自己嗎？平時喜歡做些什麼事呢？會不會在某個午後

看本書、聽個音樂，或是和身旁的好友相約看電影、

運動或聊天。試著別把另一半當成生活的重心，曾經

的你能規畫、安排自己的生活，怎麼進入關係後卻老

是在等對方回應呢？鼓勵郝郝找回原先的生活步調，

把重心從兩人的關係中稍稍的拉回來一點，不要完全

以對方為中心。

　最後，希望上面的方法能讓郝郝將心安定，找回生

活的步調，更能順暢地與另一半溝通，靠自己找到關

係中的安全感，放心的享受愛戀的滋味。若還有任何

疑問或困擾想要找老師討論，也歡迎你來諮商中心談

談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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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4 至 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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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籌辦社區座談會與民眾對話

　【文／王姿蓉】首度在文化大學上海校友
會亮相的「校徽蛋糕」及「校徽棒棒糖」，
勾起許多在大陸發展文化校友的思鄉情。該
蛋糕及棒棒糖由舞蹈系畢業的楊烝佩學姊經
營的「田園輕食」餐飲坊製作，現場相當吸
睛。
　中國文化大學上海校友會 4 月 20 日在上海
虹橋綠地花園舉行溫馨而歡樂的午後春聚，
家宴烤肉活動，吸引近 50 位在陸各地的華岡
人在上海團聚。上海校友會文國泰會長表示，
希望在陸打拚的華岡人能夠透過上海校友會
找到家，找到一盞指引的燈，帶著年輕的學
弟妹們一起打拚，在陸多年的學長姐也願意
分享成功經驗及資源，畢竟，在校連仇人坡
的風雨都不怕，出外有母校校友會當靠山也
無須害怕。 
　上海校友會未來除了舉辦春聚、中秋烤肉、
主題講座等活動，即將開展的實習計畫也在
籌備中，希望學弟妹及校友們持續關注，多
多回校友會的家。

　春聚活動更安排破冰遊戲、復古釣魚机還
有台式團康在滬舉行，大家又重温學生時代的
美好時光。拉起校旗合照時，大合唱起的校
歌，連隔壁桌的歐美、日韓友人也好奇的想
加入，美好的午後時光，隨著《振衣千仞崗，
濯足萬里流 ........》的校歌歌聲，校友們祝願

校運昌隆，華岡人遍地開花，學業、事業有
成，更歡迎在陸各地的校友們加入文大上海
校友會的大家庭，出門在外，有兄弟姐妹互
相打氣，一起聊聊在華岡的感恩麵店、阿德
套餐、還有美麗的山嵐及彩虹，一起遙想當
年。

上海校友會設計專屬「校徽蛋糕」、「校徽棒棒糖」

校友會長文國泰：給海外打拚的校友一個溫暖的靠山

院長致詞 都更處代表建議

鵬程里里長建議 文大校友徐巧芯議員辦公室主任建議

富景里里長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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