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學務處「職涯
發展與校友服務組」於 5 月 14、
15 日舉辦「2019 校園徵才系列活
動」，徐興慶校長出席致詞指出，
今年有超過 1200 個職缺等著學生
投遞履歷，加上企業各項徵才評
比文化大學學生是相當獲企業主
肯定，希望學生把握廠商進駐接
受履歷的機會，順利在畢業後接
軌職場。
　「2019 校園徵才系列活動」展
期期間，不少企業派員工在百花

池介紹工作內容及邀請填寫履歷。
兩日的就博會共有 45 家知名廠商
參加，包含信義房屋、全家便利
商店、雄獅旅行、志邦企業以及
無印良品 5 家校友企業，共釋出
1200 多個職缺及 100 個實習名
額。
　今年就業博覽會參加的廠商產
業類型眾多，提供有就業及實習
需求的同學多元職場選擇。徵才
單位包含政府單位、不動產、批
發與零售業、教育服務業、金融

業、住宿與餐飲業、製造業、傳
播與資通訊業、支援服務業、電
腦系統整合服務業、科學及技術
服務業與醫療保健及社會福利服
務等 12 大產業。
　學務處職發組王琬淳老師表示，
為有效協助並縮短同學們到企業
面試的時間與成本，現場中租控
股、台中銀行、神腦國際、何嘉
仁國際文教、台美檢驗科技、港
商江華、新光三越、遠東百貨、
聚隆纖維、廣立興業、印度商威

普羅科技等多家知名企業，均提
供文大同學於會場直接面試的機
會。
　除了眾多就業與實習職缺，職
發組也於兩日的就業博覽會活動
期間，舉辦三重抽獎活動，獎品
包括 APPLE Airpods、小米行動
電源、小米手環、創見 32G 隨身
碟、誠品禮卷 2000 元與 1000 元
等，琳瑯滿目，讓來參加「2019
勇往職前就業博覽會」的同學既
可求職又可拿獎！

畢業生「同框畢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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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暨就業博覽會 提供逾 1200 個職缺

　【文／李文瑜】畢業季，徐興
慶校長與學生「同框畢業照」囉！
祝福畢業生們鵬程萬里，徐興慶
校長日前接受《星光雲！ RUN 新
聞》節目邀請，與畢業生一同拍
攝畢業小短片，徐興慶校長開心
與同學在曉峰紀念館前與百花池
旁手持雲台攝影機，認真入鏡拍
攝。參與畢業學生們說，校長很
可愛，在畢業的這一刻有校長同
框畫面，相當有意義！
　新傳學院大傳系王翔郁副教授
日前與《星光雲！ RUN 新聞》節
目合作，該節目一部分就是邀請
校內師長一同入鏡，在最有意義
的館樓或校園景點前合影拍攝。
拍攝當天天氣非常好，徐興慶校
長分別於大恩館、曉峰紀念館、
百花池前，開心與畢業生合影，
各種 POSE 都配合，親和態度讓
畢業生印象深刻。
　徐興慶校長除謝謝畢業生邀請，

並指出，文化大學這幾年積極與
全球各知名大學簽訂姊妹校，目
前已有 379 所姊妹校，透過讓學
生們出國短期留學、推動雙聯學
位、落實學生暑期海外實習、提
升學生外語能力與專業學習效果，
就是要厚植學生未來「奠基華岡、
放眼全球」的就業競爭力，也希
望大學畢業的畢業生們也能回來
華岡持續進修研究所，在學校資
源與學術豐厚的底蘊進修學習，
為自己成就邁大步。

連續三場【與董事長有約座談會】 國企所博士班學生受益匪淺

張董事長考據完整豐富  全體學生掌聲感謝寶貴資料分享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國企所 - 博士
班【與董事長有約座談會】，張鏡湖董事長連
續三場精彩座談會，從教育談到經濟，從兩岸
拓至全球策略的整體布局，並分享中國大陸的
經濟發展，讓國企所博士班同學受益良多，並
感謝張董事長分享寶貴資料。
　三場座談會分別於 3 月 21 日、3 月 28 日及
5月7日舉行，本校徐興慶校長也都出席聆聽。
徐校長說，張董事長預備的每一場講座都很用
心，單是數據的查證與考究，都是到最後一刻
才會付印給學生當參考資料。
　張董事長學經歷豐富，對中國大陸經濟、地
理現況掌握明確完整。徐校長說，張董事長
畢業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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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前校長、商學院林彩梅博士說，每一場
【與董事長有約座談會】都是張董事長精心準
備的教材與數據，商學院學生是很幸福的，也
代表張董事長對每一位博士班學生的重視與肯
定，希望每一位學生未來都能對社會企業與學
術界有貢獻，不枉辜負張董事長精心安排的座
談會。
　國企所博士班周建亨所長也表示，國企所的
學生都必須有國際觀，張董事長透過中國大陸
經濟現況分析，包括中美貿易、大陸崛起的重

大國際議題，讓學生清楚掌握國際動態，座談 會相當具意義，謝謝張董事長的精彩講座。

徐興慶校長呼籲學生把握機會 畢業後順利接軌職場

文化女籃戴宜庭、方曉晴、劉倩伶、蘇怡菁

勇奪 2019 年第五屆亞洲大學 3 對 3 籃球錦標賽冠軍
　【文／李文瑜】狂賀！戴宜庭、
方曉晴、劉倩伶、蘇怡菁四位同
學勇奪 2019 年第五屆亞洲大學

3 對 3 籃球錦標賽冠軍，同時獲
得今年十月於廈門舉辦的 FISU
世界盃三對三籃球賽參賽資格。

文化一姊戴宜庭賽後高喊：「文
化最棒！我們要去世界了！」
　2019 年第五屆亞洲大學 3 對 3

籃球錦標賽，中華隊女子組文化
大學續保本屆不敗之身，以三連
霸之姿順利前進世界。文化在冠
軍戰強碰同為全勝的伊朗隊，靠
著快速的攻守轉換，以及蘇怡菁
的內線、戴宜庭的外線連發，最
後以 15：6 力克伊朗奪冠。
　文化此役防守密不透風，讓平
均得分 15.6 的伊朗僅拿到 6分，
賽後方曉晴振奮喊：「我們的防
守無人能敵。」身高 180 公分擁
內線優勢的蘇怡菁則表示，第一
天比賽有點放不開，熟悉比賽強
度後就盡力發揮，「就是把教練
與學姊交代的做好，積極卡位籃
板。很開心能將冠軍留在台灣。」

徐校長盼畢業生奠基華岡 放眼全球

　【文／陳喆】
畢業於本校國
劇系的李明川
校 友， 日 前 應
伊林娛樂與 17 
Media 攜手走入
校園節目邀請，
蒞臨文化大學舉
辦 講 座， 分 享
「做自己最想做
的事，才能享受
快樂」。
他說，大學就是要大大的學，放
膽去學習，學校資源很多，只要
花時間找到自己興趣，就能勇敢
學習；文化大學是培養自己成長
的養分，也希望學弟妹好好愛學
校，就能從其中找到上課的樂
趣。
　李明川校友是於民國 82 年入
學，他從國劇系跨足時尚界，
成 為 LANCOME( 蘭 蔻 )、
GIVENCHY ( 紀 梵 希 ) 以 及
RMK 大廠及國際彩妝的活動邀
請人以及專任講師，現任中視

「流行教主」以
及亞洲電台「流
行急診室」的主
持人，遊走演藝
圈幕前幕後多
年，孫燕姿、王
力宏、飛輪海等
天后、天王、天
團，都經由他的
巧手，成為舞台
上最亮眼的新
星。

　李明川校友說，很多人都說國
劇系很冷門，但只要熱衷學習，
在系所裡面找到自己興趣的課
程，就能找到自己最適合的未
來。
　他認為，雖然專業的課程可以
培育你更多的養分，但更重要的
是要好好運用學校資源認真在學
校學習。像他在國劇系的學習，
就對他之後的造型、表演工作非
常有幫助，真心希望學弟妹們要
好好把握大學時光。

國劇系校友李明川
大學就是要 大大的學 放膽去學

校友勉勵



　

商學院推「德瑞法國際移地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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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由商學院全商系所共同
舉辦的「德瑞法國際移地學習暨企業參訪
研習營」移地學習計畫，參訪時間為 10
月 9 日至 10 月 20 日，此行除將參訪德
瑞法三國共四所知名大學，也將參訪德國
的新創企業，瞭解企業與大學如何進行產
學合作，將理論與實務充分融合，達到學
以致用功能。該移地學習將由德國國立富
德旺根科技大學 Furtwangen University 
(HFU) 頒發結業證書，並獲得文化大學商
學院全商系兩個選修學分。
　全團將收取 18名學生，由計畫主持人商
學院全商系 /所張琦雅老師及財金系 /所張
海燕老師，共同帶領移地教學及企業參訪。
歡迎文大各學院、各系所，英語能力優良，
對於海外移地教學、國際生涯發展，及國
際企業參訪，具有高度興趣者踴躍報名。
請與計畫主持人張琦雅老師直接以 email
報名 zqyjennifer1217@gmail.com。請註
明姓名、系所、聯絡電話及 email。截止
日期為五月底。
　此次「德瑞法國際移地學習暨企業參訪
研習營」，預計 2019/10/09 日搭機直飛

德國法蘭克福，2019/10/19 日搭機返回台
灣、10/20 日清晨抵達，前後一共 12 天，
在德瑞法三國共停留 10 天。
　由於今年國慶日連續假期共有四天，因
此，一般大一、二的學生們只要向任課老
師請四或五天假即可。大三、四的學生們
只要請三天假，即可在 108 學年度配合歐
洲大學開學時段參與此一難能可貴的移地
教學活動，並可獲取兩個選修學分。
　商學院張琦雅教授指出，此行除參訪學
習、學以致用，並可發揮大學社會責任，
讓大學生們瞭解德瑞法三國知名大學與其
社區之間的互動與合作機制，凝聚對區域
發展之認同，深刻感受到「被社區需要」
之榮譽感。
　張琦雅教授說，此行也將鼓勵師生們組
成專案計畫與執行團隊，發掘在地需求、
解決在地問題，藉由「做中學，學中做」
的過程，培養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預見
問題之能力，進而協助區域發展、區域整
合，帶動社區文化深耕、中小企業研發、
創新與發展，甚至扮演地方智庫關鍵角色。

　【文／李文瑜】姐妹校密蘇里大學訪問團一
行 11 位蒞臨文大參訪，來訪貴賓包括密蘇里
大學政治系、心輔系、社工系及亞洲中心師長
五位，以及曾任密大副校長、密蘇里州議會議
員、地方法院法官、醫師與律師等專家成員。
該團由徐興慶校長主持接待，參與師長包括大
傳系湯允一主任、王翔郁副教授、孫慶文助理
教授、資傳系李亦君主任、國合組陳維斌組長
與公共事務室楊湘鈞主任。
　密蘇里大學訪問團由該校前校長，現任政治
系教授 Dr. Jeffery Chinn 及前密蘇里州議會
議員 Ms. Vicky Wilson 帶隊到訪，本次來台
灣除參訪故宮、總統府等景點，還訪問了密蘇
里州駐台辦事處與政府機關，本校是唯一造訪
的姐妹校，除展現兩校深厚情誼外，也表達未
來加強與本校進行學術交流活動的意願。
　徐校長指出，密蘇里大學是文大的姐妹校，

也是知名大學；本校的科系眾多，專業各具特
色，希望未來能加強教師交流與學生交換計
畫，以增進兩校情誼。
　密大與本校新傳學院交流頻繁，大傳系王翔
郁副教授去年以校友身分受邀參加校友返校
節慶祝活動，曾向密大校長 Alexander Cart-
wright 提到邀請該校師生來訪，也曾當面向
2018 年化學獎得主 Dr. George Smith 表達
邀請來台進行專題演講的意願；而本次訪問團
成員 Dr. Marjorie Sable 即為其夫人。徐校長
表達願意邀請 Dr. Smith 夫婦一同來台訪問文
大，並參與大師講座系列活動。
　本次參訪行程中，安排由兩位國樂系四年級
學生徐婕與孫青婕表演古箏與二胡演奏，並講
解國樂的歷史，學生的專業演出獲得來訪貴賓
一致讚許，密大代表也表達希望能邀請本校藝
術學院學生到密大交流。本次參與座談的大傳

系黃珮庭同學指出，很希望能到密蘇里大學進
行交換，也感謝學校提供非常多元的國際交流
機會，讓她有機會開拓國際視野。

姐妹校美國密蘇里大學來訪

徐興慶校長：期望強化學術交流與師生交換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馮溧

生命的去向：關於安樂死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大三的小生，最近在課堂上談到了安樂

死，班上同學對這個議題有些激烈的討論，有些

人支持，有些人反對，在聽同學們討論的過程

中，我想到的是之前曾經臥病在床，全身插管無

法說話，看起來很痛苦的祖父，這時我是支持安

樂死的，但是想到很多人說要尊重生命，便覺得

自己這樣的想法是不是很壞，老師，我這樣是不

是很奇怪？

             感覺有些困惑的小生

　不知道談論安樂死這類與生命結束有關的議

題，對小生而言會不會有些沉重？老師試著感受

那時看著祖父的你，不管是對於祖父的依戀之

情，或是看見祖父承受病痛的難受，我想一定是

百感交集，既想要祖父不再痛苦，卻又可能會受

到良心的譴責，確實是進退維谷的兩難。

　關於小生說自己是不是「壞」，會不會「奇

怪」，從你來信的提問中，看得見你其實有將「尊

重生命」這件事情放在心上，因此，老師並不會

覺得你不好，但也能夠理解當你發現，自己與同

學的想法有些不同的時候，便開始產生了自己是

不是有點奇怪的擔心。

　小生在課堂上已經聽了一些安樂死的資訊，事

實上，安樂死一直以來都有許多的道德爭議，那

也是源自於我們對於生命是如此看重，卻也因為

每個人面對生命的態度有所不同，而對結束生命

這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老師想試著跟你多分享

一些關於安樂死的資訊，或許可以讓我們有更多

的思考，究竟安樂死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尊重

生命的事情。

　許多支持安樂死的人們，多是主張「人對自己

的生命有自主權，協助人為自己的生命作主也是

一種為其著想的方式。」，以小生的例子來說，

若是因為看見祖父的痛苦，而希望讓祖父好過一

點，其實挺符合支持方的理念，這是他們所認為

的「尊重生命」。

　至於不支持安樂死的人們，則多是主張生命權

的重要，認為「安樂死合法化會造成不可挽回的

後果，主動追尋死亡是不道德的事情」，我想或

許小生也覺得反對方的說詞不無道理，因而產生

對自己的懷疑，是不是同意安樂死是不對的，因

為那代表了不尊重生命？

　2018 年 5 月底，台灣知名主播傅達仁因癌末

病痛，赴瑞士結束自己的生命，在他決定之前，

因治療癌症經歷了許多身體病痛，更有許多對於

家人的不捨，同時，於自身經營的粉絲專頁，有

人極力阻止，希望他能想盡辦法延續壽命，但下

定決心的他，依著基督教的信仰回應：「能活多

少天？權利在上帝手中！用什麼方式死？權利在

當事人的手裡！這就是我的倡議！」。

　或許生命的開端，我們無從決定，那麼生命的

句點，我們是否能夠由自己畫下呢？以小生祖父

的情況，已經喪失了語言能力，恐怕我們無從得

知祖父的意志與需要，而家人可能也認為需要繼

續協助維持祖父的生命。在捍衛「生命權」與捍

衛「自主權」之間，是一個需要謹慎思考的問題，

我們無法斷然決定他人的生死，但更重要的事情

是，小生因為祖父的生命經驗，而有機會可以思

考這樣的議題，雖然老師沒有辦法告訴你什麼

是對，什麼是錯，但或許我們可以藉由這樣的對

話，探索自身對於生命的態度，並進一步了解生

命的可貴，而更珍惜生活！祝福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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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獲選修 2 學分及 HFU 頒發結業證書 報名至 5 月底止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與山東建築大學聯合設計之「爬
梯劇場」作品，入選由國際建築
師協會主辦的 2019 UIA-CBC 
國際高校建造大賽，成為進入實
體建構階段的作品之一。本屆國
際高校建造大賽共有來自全球 23
個國家、101 所建築高校報名，
僅有 15 項作品入圍，文大學生表
現精彩。

　代表本校聯合參賽的是建築及
都市設計學系師生團隊，包括指
導老師張效通主任與江益璋老
師，以及大三學生倪李瑤、林昱
成、上官瑾宜、鮑弘瑞、楊育凱
與曾子毅。
　「爬梯劇場」作品以木梯為主
要構件，搭配模擬樹葉遮蔭的頂
篷，歷經兩個多月的線上交流設
計出的半戶外劇場空間，於 2019

年 4 月 24 日入選為 15 個進入實
體建構階段的作品之一，與清華
大學、天津大學、昆明大學等名
校齊名。
　張效通主任指出，這次比賽以
「梨園小屋」為題，參賽團隊必
須在有限的場地中進行林中小屋
的設計與建造，打造出具有吸引
力的場域，提升當地生活品質與
觀光價值。透過這次國際高校建

造大賽，讓學生們走出課堂，面
對真實的環境與問題，並加強兩
校在建築設計與建造上的互訪與
交流。
　參賽學生表示，通過第一階段
的入圍並不意味著結束，而是面
對在真實基地上完成從設計到建
造轉譯的開始，將繼續與山東建
築大學團隊密切合作，完成實體
建構。

文大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師生團隊打造「爬梯劇場」

入選 2019 UIA-CBC 國際高校建造大賽  全球僅 15 項作品入選
農學院土資系邀請劉坤興博士演講

　【文／吳瀅姍】政府積極推動永續物料
管理，建立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系統。為
讓學生有機會接受第一手訊息統計觀念，
農學院土資系特別邀請該系統計畫主持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劉坤興博士詳細解
說，並引導土資系同學如何應用該系統蒐
集的跨部會資訊，診斷物料、產業與產業
鏈的挑戰，並連結跨領域經驗進行策略規
劃。
　農學院土資系李家儂主任指出，OECD
在 2004 年提出永續物料管理。永續物料
管理的精神是由跨部門合作，整合資源與
廢棄物管理，以突破廢棄物管理的瓶頸。
環保署因此於 102 年起推動資源永續循環
利用計畫，推動永續物料管理的觀念，並
推動建立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系統，該系
統也成為我國循環經濟診斷工具與規劃基
礎。並且，為了因應跨部會、跨領域的分

析需求，發展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系統，
107 年對外公開，國人僅需自然人憑證登
入申請帳號密碼即可使用。
　劉坤興博士透過分析最基礎的物質流指
標定義，到實務上的各種挑戰，最後以整
合性產業鏈觀點，提出策略與效益間的系
統化思考與分析，他希望文大土資系的學
生能夠對此類系統有興趣，未來有機會加
入循環經濟推動行列。
　劉坤興博士說，自英國艾倫麥克阿瑟基
金會推動循環經濟之後，目前全世界已掀
起一股創新、循環與自律的風潮，我國也
有相關行動，包括海洋廢棄物與塑膠微粒、
禁止吸管等一次性塑膠使用到如飲料杯共
享模式等。要衡量這些行動的效益，則有
賴資源循環指標與分析系統的資料蒐集與
分析，歡迎學生積極學習，不但有利於掌
握未來職涯發展趨勢，更能領先一步優勢。

暢談新經濟時代 土地開發與環境保護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