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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曉峰學苑」是本校以創辦人
張其昀博士為名所創設的一個菁英學習園地，
承襲本校「質樸堅毅」的校訓，以及創辦人與
董事長「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的教
育理念。「曉峰學苑」提供豐富的典範演講、
跨領域的專題實作、不同類型企業和公部門
的參訪，如果你想增加你的能力，拓展你的
人脈，增進多元的學習，歡迎你加入「曉峰學
苑」。
  申請資格，凡是本校大學部一年級至三年級
具有正式學籍之學生，成績排名達全班前 1/3
者或有優良事蹟者。而優良事蹟是指曾參與校
內外活動競賽得獎、社團表現優良、親善團合
格團員、宿舍幹部或有其他優良事蹟者。
  申請方式則可自行列印附件，或至大恩館
10 樓綜合業務組 6 號櫃台以及各院系辦索取
【苑生申請表】，敬請申請者填寫完整資料並
經推薦老師簽名後繳至大恩館 10 樓綜合業務
組 6 號櫃台，歡迎洽詢。
  獲選苑生有不少優惠，像海外姐妹校交換生
可以優先接受甄選、實習機會優先

排序，參訪機會優先取得，以及當選的 5000 
元獎學金…最珍貴的是，學校還邀請各學院老
師組成跨領域「苑生導師」，帶領苑生磨鍊洞
悉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文大教務長方元沂說，對於曉峰苑生，學校
有完整的培育計畫，入選後的第一年先當實習
生，參與學苑講座和參訪，也向學長姐學習怎
麼製作專題企畫。第二年進入最精實的專題製
作期，就像提企畫案或微型研發案一樣，要運
用自己累積的跨域知識觀察國內外環境，提出
關鍵議題，找出可能的解決方案。「我們會
對齊聯合國的全球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鼓勵苑生把視野
放大到國際，思考在消除貧窮饑餓、改善教育
品質、就業與經濟成長、減少不平等、全球夥
伴…等 17 項改變世界的號召裡，自己的興趣
和熱情在哪個主題上。」
  他表示，校方極度鼓勵苑生用創新思維，廣
泛涉獵跨域知識後，站上制高點看世界，並且
整合出解決問題的心法，畢業後說不定就是開
發新創事業的起點。

【文 / 李文瑜】防疫超前部署！提供最高級

的上課教室，總務處傾全力打造整齊乾淨的

上課教室與辦公環境，給華岡師生最安全的

上課環境。

  總務長施登山表示，目前總務處會盡量使

用非上課與上班時間，找出空檔，為每間教

室、實驗室及師生宿舍等地方，透過專業公

司進駐消毒，每一個角落都不放棄，打造五

星級的上課空間。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24、25 及 26
日舉行大學個人申請指定項目甄試，今年因
應疫情，有離島視訊考試，也有隔離視訊考
試，過程都相當順利。這次考試剛好遇到陽
明山天氣不佳，體恤考生與家長，徐興慶校
長、王淑音副校長及方元沂教務長特別前往
系所考生休息室分送暖暖包，讓考生跟家長
倍感溫馨。
  文化大學雖然面對少子化海嘯影響，本校
積極選擇提升品質、正面迎戰，不僅所有系
所全數通過品保或評鑑，今年大學個人申請
入學招生指定項目甄試第一階段報考也逆勢
大增 5,850 人次，顯見許多高中生都把文化
大學當作重要志願選項。
  徐興慶校長提到，很感謝高中學生對文化
大學的肯定，文化大學已經編列預算，積極
推動國際化腳步，凡是學生願意出國，我們
就保障學生能選到自己想要的留學或交換的

大學。若留學費用不夠，鼓勵學生在學校工
讀，每個月積存留學基金，學校也會提撥相
應比例，讓學生有機會到國外留學交換。
  王淑音副校長也跟動科系的考生們提到，
文化大學的農學院相當優秀，校友更是產官
學界菁英，只要學生願意，校友們都願意擔
任大家的後盾。
  方元沂教務長則與現場家長分享，自己是
文大法律與大傳雙主修畢業，出國留學回國
後，擔任文大法律系教授，文化大學培育各
界菁英學群，只要願意進來文化大學，努力
找到自我學習方向，就能掌握最好的人生方
向。
  連續三日的考試，文大均提供暖暖包以及
薑茶熱湯，讓有需要的家長與考生溫暖在
心，各個考試附近也都有穿著粉紅背心的考
場服務學長姊提供諮詢。

【文 / 翟敬宜】各大學正在舉辦大學個人申請
第二階段甄試，教育部為減輕離島生甄試負

擔，今年首度試辦視訊面試。文化大學今年有
一名離島考生透過視訊進行面試，經事前經多

次聲音影像與網路測試，視訊面試都順利進
行，並無隔閡。
  文化大學表示，連續三天舉辦二階面試，61
系組有九成都須面試，報名考生超過 5800 人
次。今有兩個自主管理考生使用隔離考場，一
名離島考生透過視訊進行面試。經過事前多次
聲音影像與網路測試，三人視訊面試都順利進
行。隔離試場每名考生面試前後，除接觸的桌
椅全部清潔消毒，教室也用紫外線殺菌燈強化
效果。
  教育部日前公告，為減輕離島生到本島參與
甄試的交通、住宿等負擔，教育部今年首度請
澎湖科技大學、金門大學及海洋大學馬祖分校
設置區域視訊服務中心，試辦大學跨校視訊甄
試服務，估計嘉惠 1290 個離島考生。

109 年度【曉峰學苑】招生中　

防疫超前部署　

報考逆勢大增 5,850 人次 文大師長送考生及家長暖暖包

個人申請首辦離島生視訊面試

拓展人脈增進多元學習 培養菁英解決問題的洞察創新力

總務處找專業公司打掃上課教室、會議室、實驗室及宿舍

徐興慶校長：謝謝全台高中生對文大的肯定 未來會更努力

文大：連線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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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第五十五屆華岡青年獲選名單
出爐，共計 36 位當選華岡青年，受到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來自大陸的金行組 3 吳俊透過雲
端視訊，分享在華岡的學習經驗，今年也順利
當選華岡青年。
  擔任華岡青年評審委員的主任委員王淑音副
校長致詞表示，「華岡青年是文大非常重視的 

選拔人才活動，獲選的同學們都是學校拔尖
的、積極投入，認真表現，每一位同學一路走
來很辛苦，凡是獲選就是驕傲，而順利成為的
華岡青年更是我們華岡人的代表，謝謝每一位
華岡青年們。」
  擔任評審總講評的薪傳學院院胡幼偉院長指
出，每一位同學都非常的優秀，非常的肯定每
一位同學的表現。
  他說，華岡青年有五項特質，第一個因為學
校位於海拔 460公尺山上，華岡青年每天要來
上學要到陽明山，他必須有向上前進的志氣。
第二，到達校園以後俯瞰整個台北盆地的美景
跟夜景，標準的華岡青年則須有高瞻遠矚的視
野。第三，在學校裡面一年有很多的時間風大
雨大，華岡青年有頂住風雨的耐力，此外，由
於學校非常注重同學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所以
一個典型的華岡青年，一定有非常豐沛的文化
素養。最後，文化大學有12個學院，62個系，
所以一個典型的華岡青年，他一定有跨域學習
的知識。
  擔任學生評審總講評的李若品委員表示，每
一個人對「質、樸、堅、毅」校訓都有不同的
理解、想法與思維，最重要的是，身為華岡
人，我們以華岡為榮，我們更希望華岡以我們
為榮。

  在進入華岡那

天，我就開始期許

自己能在大學這四

年裡，多方涉略、

拓展視野，希望自

己能在文化多看、

多做、多學，積累

自己的實力，也提

升自我競爭力和價

值。   

  在課業上，我主修的是大傳系的公關學群，

輔修中文系所，在兩個不同領域的專業上，

我努力讓自己能保持穩定和平衡，並且將兩

者相互結合、運用，實踐學校「跨領域學習」

之理念。

  我也參與許多課外活動和社團活動，大一

時，我加入了「華岡社會服務隊」，我們為

服務性質社團，在每年的寒暑假會到偏鄉小

學舉辦為期四天的營隊活動，平日我們會去

一些福利相關單位、基金會服務，放假的時

候我也會到家裡附近的福利基金會擔任課輔

老師。在種種經歷下，我認為「服務」是一

件充滿成就感的事，是一份心靈上的滿足，

更是一段真摯的情感交流。

  學校也時常會舉辦各類講座、研習營，只

要有空閒時間，我就會選擇自己喜歡、有興

趣的去參加，在這過程中，領略到了許多課

本上所吸收不到的知識和專業技能，讓我最

驚喜的則是，結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建立了屬於自己的人脈關係，多了彼此學習，

相互砥礪的感動。

  在這段時間裡，透過許多學校提供的資源，

讓我一步一步的認識自己、充實自己，朝向

當初自我期許的目標前進，也讓我見識到生

活中許多有意義、有價值的人事物，希望在

未來的日子裡，我能更加精益求精、實事求

是，並且不忘初心，回饋校園。

  我的大學生活
如此之豐富即是
從 進 入 華 岡 開
始。說起學校的
學術生活，臺灣
的學術自由令我
嚮往，世界性的
眼界令我敬佩，
在課堂上，我非
常享受與教授、

同學們討論課題的過程，這種火花是無法
比擬的，而這要歸功於華岡多年的文化底
蘊。教授非常鼓勵學生發表自己的意見與
想法，問題永遠沒有正確答案，非常深刻
的讓我領略了伏爾泰的「我不同意你的觀
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我很
開心也很榮幸能夠在學術氛圍如此好的華
岡校園進行學習。另外，說起我的校園生
活，在華岡我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

們，我們一起學習、一起討論問題、一起
遊玩，這些都是我最寶貴的財富。作為一
名陸生，我非常感謝華岡給予我豐富的資
源，圖書館豐富的藏書讓我陶冶情操；設
施健全的體育館令我放鬆身心，大汗淋
漓。這次的肺炎疫情，學校為未能返臺讀
書的同學做出的努力令我十分感動，我看
到財金系的老師為了陸生的課業特意創建
了一個學生老師交流群，教務組大陸部的
老師們為了陸生的學習權益即時線上為陸
生解答疑惑，這份付出，責任與愛令我無
比感動與感恩，為自己身為華岡人而幸
福。
  我對華岡的期許也是對自己的期許，因
為我是華岡人，我相信華岡的潛力是無窮
的，因為我相信我們這一代的潛力是無窮
的。華岡的未來掌握在我們的手裡，只有
我們更加努力的學習，拓展自己的視野，
才能將華岡走向世界，達到新的高峰。

  進入大學
後，除了系上
課業外，我也
延續對於馬拉
松的熱情，參
與多場海內外
半馬、全馬賽
事， 同 時 也

參與校方三屆文大創辦人路跑競賽，並拿到
一般組女子冠軍兩次與亞軍一次！文大多元
的選課，更讓曾擁有十四年舞蹈學習歷程的
我，透過選修跨域人文，參與舞蹈系所開的

課程，一直是我的夢想，而文大延續我的舞
蹈夢，這是我的第三個華岡奇蹟。 
  大四上在老師的鼓勵與支持下，努力準備
考取研究所。順利以第一名成績正取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這是我的第四
個華岡奇蹟。
  四個奇蹟，來自於我當初最好的選擇，因
為進入華岡我才能擁有了多采多姿的大學生
活，讓我每天過著充實幸福的學子生活。文
大實現了我的夢想，我很慶幸自己能夠進入
文大，謝謝身旁支持我的家人、老師、朋友。
謝謝華岡，我永遠以華岡為榮。

  本人於 2018 年
因想持續於學術
領域深造，錄取
文大政治所博士
班榜首，再次回
到母校就讀政治
系博士班，其心
境大不相同，更
多的是學習與付
出，本人於博士

班就讀期間，在公共行政及政治學界重要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共計發表 4 篇研討

會論文，並積極參與國內外與兩岸學術研
討會議。回顧本人於華岡就學生涯至今已
滿 10 年，其中以母校培養為生命資糧，
於工作上任職私部門與第三部門皆小有成
就，都有賴華岡在 10 年來，在教學上、
人脈資源、群體合作等培養。回顧本人這
10 年的成長及生命過程，實在沒有辜負
母校校訓的期待：「質樸堅毅」。更期望
本人持續在學術上精進能落實「承中西之
道統，集中外之精華」持續為母校在兩岸
與國際上學術帶來貢獻。

  第一次
認識及來
到華岡，
是來參與
一位學姊
的畢業典
禮，還記
得那天六

月六日，是個晴空萬里的好日子，從此我
跟華岡有了很深的緣分。
  華岡真的惠我良多，當我想要讀書想要
有學術的研究時，圖書館給了我浩瀚的書
海，還有老師細細地替我解惑，並且給我

有一展身手的機會，在大一就到廈門發表
文章，在當時是多麽可遇但不可求的機
會；當我想要玩社團時，有一群熱血的夥
伴，陪我一起瘋，一起為了目標為了活動
全力以赴，在大恩館的聯合社辦，無數的
夜晚，夥伴們一起天馬行空的構築我們的
未來，也同時在這裡實現我們的理想與價
值。
  若問我對華岡還有什麼樣的期許，我期
許華岡能將故事繼續傳承下去，每一個故
事都值得留傳，這裡的人事物都如此的讓
人依戀，就連那可恨的風雨，都是華岡人
驕傲的印記。 

第 55 屆華岡青年名單出爐
王淑音副校長：華岡青年就是文化大學學生的典範

第 55 屆華岡青年當選名單如下：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孔祥宇

我該怎麼做自己？
-從角色理論看如何活出「自在」
輔導老師，您好：

　上了大學後會都會聽到說要「做自己」，但我

覺得做真的自己好困難哦！就像我其實不喜歡現

在的科系，但也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所以都照

老師、爸媽的建議選，將就著讀讀看。在社團開

會時，有時候沒特別的想法，但又不能總是不發

言；有想法想表達，但對方不認同又會爭吵。跟

朋友出去吃飯時，都要考慮對方喜歡吃什麼？不

喜歡吃什麼？感覺最後都還是聽別人的比較快。

我到底該怎麼才能做自己？

沒辦法做自己的  小君

親愛的小君，妳好：

  「做自己」不是件容易的事，也看得出來妳常
常會考慮周邊的人的想法與建議。可能很多時候
會想暫時忽略那些聲音，但又不知道自己可以怎
麼做。究竟什麼是「自己」？該怎麼「做自己」？
到底是要顧慮他人感受，還是做我喜歡的自己？
這些疑惑都可以從心理治療大師 J. L. Moreno
的角色理論來思考，該如何拿捏！

「自己」是各個角色的總和
　　Moreno 認為人格是由各個角色所組成，我
們透過觀察、模仿來學習扮演角色與他人互動，
並在過程中嘗試、創造屬於自己的表達方式。他
將角色分成：身心角色、社會角色、心理劇角色，
身心角色負責有關身體運作、感受等，如吃、睡、
快樂、悲傷；社會角色指人在生活中與他人互動
的社會身分，如學生、母親、兒子；心理劇角色
則是人內在心理經驗。
　　在生活中，我們很常扮演某個角色卻忽略其
他角色的重要；如為了扮演好子女的社會角色，
有時候會有許多的不舒服不敢對父母表達，而忽
略了照顧好自己的身心角色。又或著過度著重在
自己的喜好、需求，而忽略社會角色。從 More-
no 的觀點來看，並非是「沒有」做自己，而是
在不同角色間是否足夠「平衡」。

「自己」並非總是獨立存在
　　角色是否恰當，往往牽涉到社會文化，如在
西方國家中對於成人的定義：是能從家中獨立出
來，自主決定人生；但在華人社會對於成人這個
角色，往往是定義成是：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上
可奉養父母，下可生兒育女。台灣恰好在個人主
義與集體主義兩種文化之下，因此，過去可能會
學習要顧慮他人感受，但上了大學後，又需要學
習獨立，很常會經驗到矛盾、衝突、不知道該如
何是好；同樣地，該怎麼樣在群體與個人間取得
平衡？可以釐清自己在各個關係中的角色，以及
換位思考對方角色的經驗，作為一個方向。

創造與自發，活出獨特的「自己」
　　Moreno 強調創造與自發 (creativity and 
spontaneity)，代表著人是有能力在同樣的情境
表現不同的反應，也能自由應對新的情境，並找
到彼此都舒服的方式。透過角色學習的過程，從
觀察模仿，到扮演嘗試，再到找出自己獨創的方
式能自在做這個角色，便是如何活得自在又不冒
犯他人的方法。釐清並正視自己的需求與期待，
學習、嘗試、挑戰，相信在這過程中你會找到自
己自在的位置。
  人生如戲，該如何演得合宜又能盡興而非委
屈，總是需要許多的嘗試與累積。如果對於上述
所提的仍有疑問，或有困擾想要找老師討論，也
歡迎你來諮商中心談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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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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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岡與我

華岡與我

華岡與我

華岡與我

華岡與我

大傳 3B A6217021 黃若婷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4 白芷瑞

A6231015 吳俊

政治系 4  何紋萱

政治所博士班 A6001346 翟子睿

系 / 所 年級 姓名

史學所 博五 陳建維

政治所 博二 翟子睿

國企所 博四 郭應毅

史學所 碩一 蔣明樺

地學所 碩一 楊家豪

國企所 碩一 李晏安

資傳所 碩二 許蕙蘭

音樂所 碩二 張嘉玲

心輔所 碩二 彭尉慈

史學系 3 王銘謄

日文系 4A 曾浚庭

應數系 4A 趙芩

系 / 所 年級 姓名

光物系 4 林佳霈

地質系 4 楊涵如

法學組 4A 黎勝文

動科系 4 何宜庭

森保系 4 白芷瑞

土資系 4 葉芝妍

生應系 4 陳秉文

紡工系 4 王婷阡

財務金融學系
金融行銷組

3 吳俊

新聞系 4A 陳品絜

大傳系 3B 黃若婷

系 / 所 年級 姓名

大傳系 3B 黃郁庭

國樂系 4 周心恬

國劇系 4 李紫研

舞蹈系 4 游姍珊

體育系 4B 郭孟嘉

體育系 4A 梁乃云

心輔系 4 廖昱穎

運健系 4 吳泓謚

心輔系 4 房孟潔

教育系 4 林欣薇

政治系 4 何紋萱

運健系 4 張迪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