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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社會永續發展
文大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簽訂合作意向書

【文 / 翟敬宜】Z 世代，1995 年後出生。他們
非常務實，了解環境變數說來就來，想存活就
得靠自己。斜槓、多工、換跑道…對 Z 青年根
本想當然爾。面對這群不斷打破框架，務實、
挑剔又精明的新世代，大學必須清楚，框限不
如開大門，提供足夠的學習熱點，也適當給壓
力，才能引導學生拼組自己的生涯地圖。「跨
域專長」在中國文化大學的 12 學分必修課，
正在實証「開門策略」的關鍵性！
  兩年前，文化大學推出領先全台的創舉，
將通識課程的設計重新調整，畢業規定隨之
改動，106 學年起入學的所有學生，通識課程
32 學分中，必須修滿 12 學分「跨域專長」套
裝課才能畢業。跨域專長可選擇的系列超過
80 套，一套 6 門課 12 學分，列入大二必修。
學生在本科系以外的其他類別選填志願，最多
可填 30 個，進行電腦分發。

適度加壓培養「中堅分子」，落地執行跨領域

  「領先這一步，真的得來不易！」文化大學
副校長、同時也是共同科目與通識中心主任王
淑音表示。跨領域是趨勢，很多學校都提倡，
但多半是自由選，鼓勵性質居多；文大則是把
原本 32 學分的通識課程打掉重練，將其中 12
學分列為「跨域專長」，動員所有院系重新規
畫出 80 幾組套裝課，每套 6 門 12 學分，強
勢納入必修。本科系學生也不能選自己系上的
跨域課，非「往外跨」不可。
  「我們把『跨域』視為大學生必備的『通
識』，好策略必須在自由之外給點壓力，學生
才能真正受惠。」王淑音強調。而文大的學院
跟科系夠多，最有落地執行「跨出去」的優勢，
不做太可惜。
  既然要執行，就要耐煩的溝通。請各院系規
畫套裝課程只是開端，要 62 個科系都願意每
周騰出同一天，克服衝堂，不排任何系上課
程，讓大二學生在這天專心上跨域課程，就
是天大工程。一開始學生也迭有怨言，抱怨沒

選到前三志願、專業課程已經夠重了還要修跨
域…

史學跨國劇，新聞跨社福，中文跨資傳

  改變需要挺住，堅持下去就看得到成果。兩
年實踐下來，抱怨依然難免，但學生的正向回
饋愈來愈多。有學生說大一本來很懊惱沒考上
嚮往的戲劇系，大二時竟然得償宿願，選到
「劇場藝術」的跨域課程，大大彌補了遺憾。
史學系學生梁芷寧大一旁聽了國劇系的戲曲容
妝，大二選跨域時把「戲曲文化藝術」填上第
一志願。戲曲表演藝術、名劇評析的課程讓她
大為驚豔，在心得中寫下「一切學習終將以不
同型式回饋到自己身上，付出的努力絕不會白
費。」
  對弱勢議題有使命感的新聞系宋思彤，選擇
「個人與社會關懷」的社福系跨域專長，覺得
跟一般通識課最大差別就在於學分夠多，深度
廣度都擴張。中文系吳楒祺一步跨進了資訊傳
播系開設的「視覺傳播設計」跨域課程，色彩
學、視覺配置、版面編排甚至攝影，讓文字的
想像變得更立體而開闊，「原來創作不只需要
文筆，還需要各種知識的累積當作養分！」。
  文化大學教務長方元沂也說，把跨域專長排
在大二是有原因的。這有點像體驗式學習，12
個學分修完之後若是興趣動機被啟發，就往前
再「跨」一步，修輔系甚至雙主修，學得更深
更完整。「這是一種多軌道的開發，開發興趣，
也開發學習的耐受力。」

再跨一步修「輔雙」，多軌道開發

  他說，自己其實也是跨領域的受惠者，大學
時大傳 / 法律雙主修畢業。當年考上文大大眾
傳播系，師長鼓勵他在以創意為主的傳播之
外，找一門高反差的專業來互補。他相中了法
律系，但兩個科系風格天差地遠，大傳一天到
晚往外跑拍影片，玩創意想視覺；法律則是嚴
謹的邏輯鍛鍊，要投入大把時間關門 K 書。

  他大學多花了一年拿到兩個學位，但對之後
的生涯跟職涯發展是太值得的投資，像在參與
修法的過程裡，怎麼讓條文變白話文，跟媒體
溝通、說服立法委員和相關的團體，傳播的底
子幫了大忙。
  「跨領域」絕不只是好聽的口號，對大學而
言，要靠團隊耗時費工的相挺，才能實踐續
航。但這一「跨」，足可推學生一把，敦促他
們在本科專業上蹲好馬步站好樁，也更廣域的
探索興趣，洞悉其他門派的拳腳功夫，整合成
自己的獨門心法。面對多變難測的未來環境，
有本領這樣堆疊能量的人，到哪裡都會是受歡
迎的「中堅分子」。
  實施兩年以來，哪些跨域課程最受文大學生
歡迎？統計結果由心輔系的「心理與生活」勝
出，連登兩年冠軍。其次是觀光系「觀光休閒
與遊憩」、社福系「個人與社會發展」。多偏
向軟性課程。
  有些跨域課程也相當受到青睞，只是受限於
人數限制衝不進排行榜，像由技擊運動暨國術
學系開設的「武術與生活」，除了武術入門、
武功與推拿及簡易防身術，還搭配葉問系列電
影拆解套路，很受年輕學生喜愛。另外像「音
樂與生活」邀請知名民歌手潘越雲授課指導流
行音樂演唱技巧，也是 TOP10 排行榜上的常
客。

【文 / 翟敬宜】今年大學入學的繁星推薦日前
已放榜，摘下星星的考生若決定就定位、不再
考指考，等於提前卸下了升學壓力。以紮實培
育各產業「中堅分子」為目標的中國文化大
學，由於系所完整，從今年繁星招生第一到第
三類學群「滿招」的科系分布，也看出準大學
生嚮往具備的知識力。這群Z世代對大學的想
像十分實際，希望能在大學中好好鍛鍊一門專
業，向職場叩關。

  依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公布的數字，今年全
台大學校系繁星推薦一至七學群的錄取率是
62.03%，文化大學繁星錄取率 69% 近七成，
超過平均值。在一至三類學群的53個系組中，
甚至有 21 系組繁星滿招，比例近四成。
  進一步分析這些受到摘星考生們青睞的科
系，與 Z 世代年輕人「務實也追求創意」的特
質相當吻合。外語學院中的日語、韓語系都滿
招，其中韓語系的繁星報名人數甚至比去年增
加 3 倍，校方分析這已非全然與韓流相關，而
是年輕人願意透過一門全新語言的學習，拓展
未來的就業領域。加以文大徐興慶校長也積極
推動國際化，與國外優質大學簽訂姐妹校，鼓
勵學生出國當交換生，亦提升了文大在外語培
育上的能見度。
  文大今年第一類學群中的繁星滿招科系另包
括常勝軍心理輔導系、廣告系，及大傳系、生
活應用系、行政管理系、法律系、英語系；第
二類學群則有大氣、化工、電機、資訊工程、
資訊傳播、建築及都市設計系…絕大多數都能
與產業需求和專業証照對接。

  較特別的是第三類學群滿招科系，與近年食
安、青農、環境等熱議話題相吻合。例如保健
營養系、與動物育種和生物科技相關的動物科
學系，以及森林自然保育系、跨域到空間設計
的景觀系、兼容環境工程和不動產管理的土地
資源系…都反應出準大學生踏實而「接地氣」
的升學選擇。
  面對這群務實又懂得為自己規畫的新世代，
不論這群已摘星的準新鮮人，或是即將在申請
入學中把文化大學列入理想選項的考生，文大
都早已超前部署，規畫了「跨域專長」的特色
教學。
  未來進入文大就讀的華岡新鮮人，除了能在
本科專業上蹲好馬步站好樁，也必須更廣域的
探索興趣。在 32 學分的通識課程中，要修滿
12 學分「跨域專長」套裝課才能畢業，套裝
課程的組合多達 80 款，足夠讓學生好好思索
方向，跨出培養第二專長的步伐。在寬闊多元
的知識氛圍中，學子既能學會為自己選擇，也
更能懂得為自己努力，一步步靠近對生涯的想
像。

台灣唯一大學推動跨域專長 12 學分列必修

繁星推薦好亮眼！摘星考生最青睞「務實類」科系

鼓勵 Z 世代跨出去廣域探索 觸類旁通 培養跨域專才 

準大學生嚮往具備的知識力 更希望具職場競爭實力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徐興慶校長與灣
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董事長簡又新昨（25 日）
簽訂合作意向書，期盼藉由雙方合作，接軌國
際趨勢、實踐社會永續發展，並與在地共榮。
  徐興慶校長表示，很高興有機會與台灣永續
能源研究基金會合作，文大是曾獲行政院國家
永續發展獎教育類唯一入選的大學，且系所多
元豐富，尤其文化大學緊鄰陽明山國家公園，
擁有國內獨一無二的環境優勢。
  徐校長說，文大依這些優勢，近年來積極推
動各項在地共榮計畫，例如由王淑音副校長結
合各院校全力推動陽明山學，與陽明山國家公
園共同推動各項改造與文化傳承計畫，還有推

動陽明山溫泉小鎮；在綠能減碳省電方面，也
全力配合國家政策執行。這次文大結合院校資
源，與台灣永續能源基金會共同結合產學能
量，將創造更多產學合作機會，為台灣永續發
展再創新的合作里程碑。
  徐校長也稱讚簡又新董事長是大家學習的典
範。他說，簡董事長曾任外交部長、交通部長，
也是台灣第一位環保署長，更是終身志工，他
相當關心氣候變遷、能源永續等環境議題，長
期提倡與推廣環境議題，致力於國家的低碳經
濟轉型，對台灣經濟環境影教育推動甚鉅。
  簡又新董事長指出，永續發展最重要的根基
就是教育，好的教育生活，足以影響永續生活

的表現。師生共學合作做得好就一定有美好的
明天，文化大學在台灣教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希望透過合作，培養學生具備永續的概
念。
  簡又新指出，儘管全球最大的資源跟人力都
在企業，但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仍希望大學扮
演先覺的角色，除了倡議、服務、教學，更要
有社會服務，因此基金會近年已將目標從穩定
發展的企業永續延伸至大學永續，期望結合大
學知識研究與企業人脈資源，讓國家發展更
好。

　   

校 長 的 叮 嚀
各位華岡教職員生，大家好：

  持續擴散全球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改變了

大家的校園生活與學習習慣。開學至今的

在這段期間，由於大家的配合與耐心，讓

學校得以逐一落實防疫應變小組所擬定的

超前部署計畫，謹藉此機會向大家說聲：

謝謝！大家辛苦了！

  這些日子以來，校長也參與了數次早班體

溫檢測站的工作，也看到老師及同學們井

然有序的排隊，師生們依規定填寫出入境

史，以及同仁們付出額外的心力參與各館

樓的檢查站工作。由於大家齊心努力，方

使得文大目前一切校務正常如昔，並完全

將病毒阻絕於校園之外。

  不過，相信大家也看到了中央防疫指揮中

心公布的最新疫情，除了確診人數持續攀

升，也已有大學出現確診案例，甚至有高

中已暫時停課，顯示疫情仍不容輕忽。於

此同時，相關同仁與教師們也正緊鑼密鼓

地為全面線上教學做好萬全的準備，也請

全體師生放心，文大本校務絕不會停擺！

  線上教學再如何新穎，仍抵不過師生們齊

聚課堂的朝夕相處、教學相長。因此，為

確保文大師生們百分百的受教權益及教學

品質，也為了維護全體教職員生的健康，

接下來的日子，更將是阻絕病毒入侵校園

的關鍵時刻。校長請大家務必配合學校防

疫政策，養成到校量體溫、勤洗手、儘可

能戴口罩的習慣，遇有身體不適則在家做

好自主健康管理並通報師長，這段期間也

勿出國、減少出入密集場所。

  防疫不僅是學校的工作，也是每個人的責

任！還請大家多一分注意、多一分警覺，

也為他人多一分設想，從自己開始，力守

這道保護自己與同學、家人的最重要防線。



　   

第二版 第三版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文大校訊》為您掌握校園動態。歡迎前往曉峰紀念館資訊中心八樓、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情牽華岡 因為最美麗 所以最深刻

  謝謝學校的栽培，還有副校長的提攜，還有同仁的協助，

謝謝大家，謝謝華岡，從 18 歲就在這裡了，這裡是孕育我

成長的地方，謝謝曾經幫我過一切的每一個華岡人。

  事實上在文化，跟剛剛幾位是一樣的，讀大學就在文化，
民國 70 年留下來當助教，因為當助教之後，就決定在文化
大學一樣，那這麼多年，感謝華岡，如從前面幾位說的，華
岡給我一切，華岡給我家庭，華岡給我美好的人生，謝謝華
岡，謝謝。

  謝謝校長，來文大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我來的時候呢，我

印象很深啦。剛來這邊，說真的是一個草創初期，那環境沒

有現在這麼好，當然那時候也還沒建，後來建起來，我那時

候記得，我們是在那個大功，那個副校長，辦公室就在我旁

邊，我來的時候就很「新」，我看到他來的時候呢？她很用

心啦，每次來他就貼他的研究成果，那我就想說，奇怪，這

個人怎麼，這麼用功的一個老師，那很快 30 年就過去了，

那我很感謝文大，給我們一個這麼好的環境，能夠在這邊教

學研究，然後來服務學生，然後能夠成家立業，這一切，我

感覺啦，我還是很感激，學校給我們所有的環境，在新校長

的領導之下，我想將來一定會更好，等於說把學校帶到更高

的境界，來服務師生，我希望我們文大，將來能夠蒸蒸日上，

成為全國最好的大學。

  徐校長是我的學長，我自己也是從大學就在這邊，文化給

我一切，很高興很美好。

  在這裡三十年，我也是盡力在做這份工作，前 29 年半在

會計室，是後面這半年到出納組，然後可以學習很多新的東

西，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單位，希望傳承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工作，希望藉由傳承把自己的經驗，自己的工作態度傳承的

下一個接棒的人，謝謝。

  跟各位同仁們一樣，我也是大學就在文化，民國 63 年進學
校，然後民國 73 年回學校兼課，就很專心一致只在這裡兼
課，都沒在外面亂跑，所以其實，最美麗的青春歲月留在一
個最漂亮的地方，這是我這一生最榮幸的事情，謝謝學校以
及我自己的師長給我的栽培。

  這是我第一份工作，當年在實習銀行，剛來的時候，薪水

才一萬兩千多，因為文化越來越好，這些年同仁也都過得很

好，不管是環境、設備，之後都有提升，爾後我到推廣部去

服務，之後再回來校本部工作，特別感謝總務長提攜擔任組

長，擔任出納組長後，才發現錢很重要，因為出納是發錢的

單位，耽誤到大家就是耽誤大家的作業，這一份工作盡心在

做，掌握清楚、準時的態度，未來還希望多學習，更感謝文

化給我這個機會。

  那在華岡 30 年了，我這個人在文化待了 30 年，但其實我
最主要有興趣是研究，所以我的感觸是這樣子啦，30 年馬

  《華岡，我最美麗的時光》。三十年最美麗的時光，都因為情牽華岡。是愁、是喜、是憂，是美，那裡的酸甜苦辣都收在
這簡單的一句話裡，因為最美麗，所以最深刻。什麼樣深厚的因緣，可以情牽三十年？答案是《因為華岡》！今年總計有
18 位老師服務滿三十年，徐興慶校長特別安排餐敘下午茶，與各位老師話這一段情深。徐興慶校長說，藉這個機會，再次
恭喜所有獲獎的，我們的教職員同仁，你們真的非常的不容易，三十年奉獻給文化大學，唯有情深，才能記憶更深。

農學院秘書：葉澄芳

日文系副教授：方獻洲

紡織系教授：王權泉

教育學院：劉宏祐助理教授

出納組組員黃彩蓮

俄文系副教授：王愛末

出納組張文玫組長

物理系教授：程思誠

上就到了，現在 62 歲，經過 3 年就退休，那我這個人做研究
我覺得是說，人生就是從年輕就學到老，所以我是不會放棄
研究，即使退休也不會放棄研究，因為可以邊做研究，邊提
攜後輩。我是有個建議啦，就是說我感覺說文化把一些這些
老師退休之後就都沒有說，再聚集在一起，就是任由他們退
休吧，你就回家休息，其實我覺得還有很多經驗可以借重這
些退休的老師，個人是有個建議，就是說能不能，像國立大
學他們退休老師都有一個退休辦公室，那他們還是到學校來，
即使他來兼課或是說他來帶研究生，那我們其實有很多的研
究的工作，就可以讓這些退休老師再去指導。
  比方說像一些我們最近有徵詢華岡青年的一些指導，都可以
請這些退休的老師，退休的老師其實是很有經驗的，所以我
覺得就是，把這些老師都趕回家去，反而是一種資源的損失
啊，讓他們再繼續待在學校裡面，沒事在學校裡面晃一晃，
跟學生多接觸的話，我覺得對我們這個學校的研究發展教學
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華岡，我最美麗的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