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第 54 屆華岡青
年當選名單出爐！遴選出 28 位優
秀的華岡青年，成為華岡模範。
徐興慶校長致詞時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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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屆華岡青年當選者為：地
學所碩一李若品、社福所碩一黃
詠琳、材料所碩二廖睿煌、國貿
所碩一季凌達、國企所碩二林佩
欣、運教所碩三潘宇平、英文系
4B 范紹薇、應數系 3A 吳炎鑫、
大氣系 4 李旻恩、經濟系 4A 張
宇琦、勞資組 3  胡昱婕、人力組
4 黃品維、社福系 4A 徐以潔、行
管系 4B 謝瑞鴻、行管系 3B 賴昱
瑋、生應系 3 周琦軒、新聞系 4A
楊婉婷、廣告系 4A 鄒安凡、音
樂系 4陳雨潔、戲劇系 4高曼容、

舞蹈系 4王彤、教育系 4鄧博文、
體育系 4A 林庭暉、運健系 4 賴
冠瑄、大氣系 3 林育慎、新聞系
4A 劉恬均、新聞系 3B 林雨慧、
體育系 3B 黃宗毅。
　商學院汪進揚院長指出，能夠
參加今天決選的學生，已經是非
常優秀了，即使沒有被選上也是
一種肯定，獲遴選的同學未來責
任重大，因為，從今日起要表現
出更好的一面，才能真正為學校
其他學生的模範！
　獲選的華岡青年社福所碩一黃

詠琳指出，華岡青年除了是鼓勵
學生實踐校訓「質、樸、堅、毅」
精神之外，也是學生檢定自己在
德、智、體、群、美五育的方式，
當學生檢定自己的同時，能夠看
見自己在課外的學習，以及培養
自身的素養和能力。未來會在社
會福利領域的學習，期望自己成
為同儕和學弟妹的榜樣，不只是
自己在課業上的要求，更多的是
在相關領域的研習，和爭取課外
學習的機會。為自己的學業努力
不只是一項學位的取得，更多的

是在努力過程中的學習。
　英文系 4B 范紹薇表示，很開心
當選華岡青年，未來將積極回饋
學校，並將自己在學校活動及課
程當中所受的校訓精神融入於工
作及生活。她說，大學生涯在課
堂上每位老師的用心教導之下，
學到英文中的聽、說、讀、寫這
四項技能妥善的應用，將來也要
不斷的提升自己的能力，並且精
益求精把英文變得更專精，同時
也會去找新的語言學習機會。

贏領職場未來 暑期實習接軌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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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屆華岡青年當選名單出爐！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
學「職場體驗專案實習計畫 --
贏領職場未來」，透過業師授
課職前訓練，激發啟動學生學
習熱忱，培養學生與產業接軌，
暑假期間實習至少兩個月，凡
是大學一到四年級學生均可申
請，有意申請者，請下載附件
中的實習報名表件，填寫完成
後繳交紙本至職發組大孝館
204 李明諭老師，或於就博會
現場繳交。
　提供實習合作企業與機構均
為國內知名企業，包括品格子

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品格子旅
店 )、生活工場 ( 育冠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優人文化藝術基金
會、優人文化藝術基金會永安
藝文館、台新銀行實習暑期計
畫、台灣善商股份有限公司、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中租控股企金、雄獅旅遊集團、
何嘉仁國際文教團隊、信義企
業集團、台中商業銀行、神腦
國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競鋒
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及定贏傳
媒。
　「職場體驗專案實習計畫 -

贏領職場未來」，透過學生參
與實習，讓學生可以更進一步
了解企業的經營管理方法與各
項工作流程，同時也學習到職
場倫理，並增進個人視野與多
元學習的機會，更鼓勵學生於
課外時間自主參與生職涯相關
活動，增加學生自我未來的就
業優勢。
　每堂課程均列計符合畢業規
定之微學分數與全人學習護照
點數。全程參與 2 堂專業學習
課程者，即計全人學習護照點
數「德、智、體、美」各 2點。

星國博物館商借華岡珍藏水墨作品展出

館長陳威仁拜訪張鏡湖董事長 徐興慶校長
　【文／李文瑜】新加坡亞洲文
明博物館陳威仁館長、張永能策
展人（副研究員）4 月 30 日拜
訪本校張鏡湖董事長與徐興慶校
長，商談出借陳之初博士捐贈給
中國文化大學水墨作品以供展出
的合作事宜，華岡博物館也將成
為此次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主
題展覽的唯一海外借展合作博物
館。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將舉辦
新加坡藝術收藏家陳之初博士的
大型主題展覽，4 月 30 日陳威仁
館長特別拜訪本校，商借陳之初
博士捐贈給文大的水墨作品 - 王
一亭「鷃鳥凌宵圖」、王雲「水
墨茶花圖」及謝公展「菊花」作
品。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創建於 
1993 年，被譽為前往新加坡遊覽
必去景點，更是亞洲地區唯一專
門探索亞洲藝術傳統的博物館，
尤其是新加坡的祖先文化，是新
加坡四大博物館，以及此地區最

早成立的研究泛亞洲文化和文明
的博物館之一，主要研究中國、
東南亞、南亞和西亞的物質文明
史，新加坡的民族可以從當中追
溯它們的祖先。
　華岡博物館劉梅琴館長指出，
由於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將於

2019 年 11 月舉辦關於新加坡藝
術收藏家陳之初博士的大型主題
展覽，華岡博物館身為這項展覽
的海外唯一借展單位，非常高興
有機會與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
合作展出。
　華岡博物館座落於陽明山校區

內，創立於西元 1971 年（民國
六十年），是全台第一所綜合型
的大學博物館，館藏五萬餘件，
包括近現代名家中西繪畫、書法、
版畫、郎靜山攝影、歷代陶瓷、
銅器、板橋林家文物、民俗文物
及卑南文化玉石器等。

徐興慶校長：此時你以華岡為榮  未來華岡以你為榮

蘭州大學三位教授參訪文大

雙方分享地理學課題 期盼師生互訪帶動學術研究能量
　【文／李文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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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
示，大陸的地理環境資源豐厚，
研究能量深厚，期盼透過校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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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提升整體研究能
量。
 王乃昂教授除任蘭州大學冰川
與沙漠研究中心主任，也是地球
系統科學研究所所長、冰川與沙
漠科學觀測研究站站長。他表
示，這次很高興應地理系之邀，
蒞臨文化大學出席各種學術交流
活動，同時與地理系雷鴻飛老師
前往南湖大山探察台灣冰川遺
跡。未來也希望與文大地理學系
師生持續互訪之學術交流，提升
雙方學術能量。 
 出席拜訪的四位貴賓均為蘭州

大學知名的地學研究者。張建明
教授的研究著重在環境遙感與地
理建模、水文模型與水資源評

價、區域與環境規劃；而李卓侖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沙漠氣候
變化與環境演變、乾旱區地表過

程；趙力強講師主要負責巴丹吉
林沙漠野外科學觀測研究，曾獲
多項專利獎勵。

職場體驗專案實習計畫  有薪實習可計全人點數

　【文／李文瑜】桌球女子團體
率先在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拿下
首面金牌，桌球隊並創下大運會
公開女生組團體賽11連霸紀錄，
此外，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班 1

年級黃歆、黃郁雯及體育學系 3
年級 B 班李昱諄等三名學生，更
獲選 2019 年第 30 屆拿坡里世界
大學運動會桌球代表隊國手。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

球項目自4月13日起至17日止，
在嘉義市立港坪運動公園體育館
舉行。
　由體育學系沈啟賓老師及張富
貴老師指導的桌球隊於 4 月 15

日獲公開女生組團體賽冠軍。桌
球隊除了為本校獲得本年度大運
會首面金牌外，並創下大運會公
開女生組團體賽十一連霸的空前
紀錄。

女子桌球團體 11 連霸創全國紀錄

為文大爭得本屆全大運首面金牌 黃歆、黃郁雯、李昱諄獲選國手



　

韓國五月樹阿卡貝拉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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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為推廣多元跨界的音樂
教育與愛樂風潮，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
2019 春季起開闢新的課程領域，舉辦韓
國五月樹無伴奏人聲樂團「a cappella」
阿卡貝拉記者會。透過這次充滿音符、輕
鬆舒壓的記者會，文化大學校長徐興慶跟
媒體表示，文大鼓勵學生強化語言實力，
只要學生願意出國，學校全力支持。
　文大推廣教育中心從 2019 春季起開闢
新的課程領域由推廣部藝文創意中心與音
樂界串連合作多樣態的學習課程，將原本
昂貴的「音樂大師」課程，設計為價格輕
負擔、數百元就能參加的旁聽課，用可親
的距離，讓愛樂人親見大師的教學風采。
　透過這次充滿音符、輕鬆舒壓的記者
會，徐興慶校長表示，文大是第一所設立
音樂系的私立大學，深耕音樂教育超過半
世紀。年輕人酷愛的韓國流行文化，文大
堪稱是引領韓流風潮之先，早在 1963 年
就成立了東方語文學系韓文組，後來升格
為「韓國語文學系」，在全台大學中培育
了最多主修韓語的人才。像經典韓劇「大
長今」的翻譯董文君，即畢業於本校韓文
系。
　媒體詢問面對少子化的挑戰，私立大學
該如何更明
確的發展並
定位學校特
色 ? 徐校長
強調，「國
際化」是唯
一關鍵字。
文化大學積
極 帶 領 學
生走向國際
化，提供三
種管道讓學
生 無 縫 接
軌，開拓國
際 視 野。
一是鼓勵學

生大三時到姐妹校交換半年或一學年，校
方提供學分折抵和學費補助；二是姐妹校
學生往來交換學習；三是學生暑假到國外
進行「有薪實習」工讀兩個月，體驗異國
文化及職場生活樣態，也同步強化語言能
力。
　此外，文化大學也鼓勵學生必須具備一
種語言實力與一種專門技能，因此，每個
學生都必須修習 12 學分本科系以外的跨
領域課程，且修習輔系或跨領域課程完全
免費，讓學生得到更多探索興趣的接觸
點，提升職場競爭力。
　徐校長說，學生就業實力變強，就能帶
動特色系所的招生實力。他舉例，本校農
學院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前幾年個人申
請入學第一階段報名選填人數不到百人，
但透過強化職場競爭力，今年選填報名人
數增加到近 400 人，可見學生在選填志願
時，會將該系所與未來職場的銜接當作重
點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森保系斥資逾百萬，首
創「攀樹學」選修課，透過一學期的課
程，教導學生正確爬樹並修剪樹木。在克
服蚊蟲叮咬、曝曬與受傷等挑戰後，學生
將能獲得「高空採種」的能力。這堂深具

特色的選修
課，是由台
灣現職攀樹
的業師擔任
指導，畢業
後若能考取
「攀樹師」
執照，平均
月薪可達 5
萬元。也因
為有此優勢
與實力，讓
該系招生更
具競爭力。

　【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 107 學年度聯
合畢業成果展暨大學博覽會，3 日在松山文創
園區盛大舉行開幕式。今年以「展翼華岡、飛
向世界」為主題，現場有多項實作、實品展示
及親身體驗設施與成品，共同見證師生教學、
學習成果及致力邁向國際化的雄心，連續三日
的展期總計吸引達兩萬人次入場觀摩，許多貴
賓與家長相當肯定學生的表現。
　聯合畢展是由教務處主辦。開幕式，由文大
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的「祥獅獻瑞」表演揭開
序幕，以充滿青春活力的動感演出，帶動現場
氣氛。閉幕典禮則由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載歌
載舞賀每位同學畢業了，宣示每一位畢業生邁
入新里程碑。
　教務長王淑音感謝徐興慶校長及各單位同
仁、師長及學生對這項展出的支持及用心規
畫。她表示，今年是文大第二年舉辦聯合畢業
成果展暨大學博覽會，展場也擴至六個倉庫更
勝去年，期待大家能有一個新的饗宴。
　徐興慶校長致詞表示，文大朝向國際化邁
進，如今已有 379 所姊妹校，今年的「展翼華
岡、飛向世界」主題，也意味著未來所有文大
學生都要有國際化的基礎訓練，未來無論升學

或就業除了系所專長，還加上外語、國際觀優
勢，更具競爭力，進而順利找到自己的人生方
向。
　文大第一屆畢業生、我駐所羅門前大使詹秀
穎，則與現場來賓分享文大歷屆畢業生在外交
等各領域的傑出表現指出，他可以很驕傲的跟
大家報告，走遍全世界每個角落都有華岡的校
友，希望華岡人能在各行各業嶄露頭角、揚名
國際。
　今年的畢展及博覽會共規劃了文大 12 個學
院加上推廣教育部、國際處總計 14 處大型展
區，除了第 3 號倉庫有全校性的《系所博覽
會》，廣告系、大眾傳播系、資訊傳播系、美
術系及環境與設計學院等也在各倉庫舉行獨立
大型畢業展。
　除了國際化主軸，更凸顯文大 62 學系跨領
域學習特色，例如生應系、園藝與生技系等，
即展出多項實品成果，還可享用現煮咖啡，大
傳、資傳等系也設有有多項讓來賓親身互動體
驗攤位。各系並提供完整的就學資訊，由老師
與學長姐向學生及家長介紹學系組特色、未來
就業路徑與優勢等資訊。

文大聯合畢展暨大學博覽會

 展現國際化雄心 吸引近兩萬人次入場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高紹芬

情不自禁
—淺談網路色情成癮 / 沉溺

輔導老師，您好：

　要講這件事真是難以啟齒，就是我一直都有上網

看A片的習慣，只是最近常因為上網看片子而晚睡，

所以隔天精神都很差，同學還以為我生病了。但是

每次要睡覺的時候，又覺得不看一下會睡不著，天

啊！老師我到底怎麼了 ?

             覺得越陷越深的小鈺

親愛的小鈺，你好：

  收到你的來信，真的要給你一個鼓勵，因為性本

來就是比較敏感或隱諱的課題，所以這麼難以啟齒

的事，你仍然鼓起勇氣寫信來到這裡，真的很不簡

單！而這也讓老師更深刻的感覺到，你最近面對自

己難以控制觀看影片的時間，一定更是著急與無奈。

其實，現代網路非常發達，上網取得這類影片變得

非常容易，讓許多人一不注意就陷入了這個困擾之

中。

 在這類網路情色內容中，「性」本身的刺激就很容

易帶給人類生理上需求的滿足，當人體的生理達到

性成熟時，很自然地就會被性刺激所吸引，因此期

待性需求的滿足也是非常正常的。只是小鈺最近發

現無法掌控觀看時間而影響了作息，這個現象跟心

理學上所稱的「成癮」非常相似。廣泛的網路成癮

現象為 ( 一 ) 強烈的使用慾望、( 二 ) 無法控制的網

路行為、( 三 ) 造成現實生活中的影響，包括學業、

家庭、或工作等方面。目前精神科診斷中，網路色

情成癮並沒有被列入精神科的診斷，但帶來的行為

和困擾和許多成癮相似，所以泛稱為「網路色情成

癮」或「網路色情沉溺」。主要是指一個人深受網

路上性相關的內容所吸引，或者沉溺於基於網路所

引發的情色活動之中。老師先針對你信中的情形提

供一些建議供你參考，再看看小鈺是否需要更專業

的協助。

　一、檢視生活情形，從心理因素開始：在成癮的

眾多因素中，包含生活受到挫折、社交或關係中出

現疏離。因此老師會先邀請你檢視自己最近是否常

感到孤單或空虛，而這份心情是否跟身邊親近的人，

或是最近發生的事件有關呢？如果有，或許是最近

的生活出了一點狀況，可以先試著照顧自己這部分

的心情。

　二、擬定上網時間計畫，阻斷生理因素：性相關

的生理成癮機制，與長時間接觸刺激源導致感受減

緩有關，所以會使下一次想要尋求更烈、更長時間

的刺激。為自己擬定上網時間計畫，也能夠幫助自

己暫時減少刺激源，讓自己下一次不會花更長的時

間尋求刺激。現在有許多時間管理的 APP 或軟體，

或許都能幫助小鈺先讓自己的使用量減少下來喔！

　三、尋找其他紓壓管道：在減少使用的過程中，

因為生理上很有可能出現「戒斷」情形，會比較容

易感受到焦慮或不安，所以會建議這段時間開始尋

找其他抒壓管道，例如運動、安排旅遊、和朋友聊

天等，這部分也可以幫助自己建立更健康的抒壓方

式。

 希望以上這些建議能夠協助到你！但也想提醒你，

一個人要面對成癮其實非常不容易，所以在這個過

程中，如有發現某些因素使你感到困難，卻又不知

該如何是好，鼓勵你可以到諮商中心來尋求老師的

協助，讓我們一起想辦法來面對它！ 

　註：資料來源─王智弘，2008，網路成癮的問題

成因與輔導策略，台灣心理諮商資訊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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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校長 : 鼓勵多元探索提升競爭力

徐興慶校長（左三）與韓國阿卡貝拉人聲樂團Ｍ ayTree 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