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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結合防疫資源，強
化社區防疫行動，以中國文化大學
為主圈，環繞附近 60 餘商家，全
員動起來！中國文化大學結合資源
與陽明山陽明里合作，除提供附近
商家防疫小物及無限供應次氯酸

水、漂白水，文化大學衛保組與陽
明山黃裕倉里長 6 日也前往附近
商家發送洗手乳及告知相關防疫訊
息，並提供防疫宣導海報，讓附近
鄰里商家在店內張貼，學校將會給
予認證，並廣為宣傳該商家的優

點，師生安心用餐，放心就學。 
  文化大學積極防疫拜訪文化大學
附近商家，每一家均贈送 2 瓶洗手
乳，並分享 商家，未來將可至校園
內領取漂白水及次氯酸水做環境清
消，建立社區友好關係，並邀請一

起推動餐飲衛生檢查，共同維護全
校師生及社區民眾健康飲食環境。 
  文化大學商圈附近約有近 60 多
家各式各樣商家，每日往來師生眾
多，避免成為防疫缺口，文化大學
率先與社區合作，超前部署，善盡
大學社會責任，鼓勵商家拉大用餐
距離，增加消毒次數，縮短用餐時
間，並在商家牆面提供防疫宣導海
報，文化大學並每日免費提供次氯
酸水及漂白水消毒使用，商家可持
水瓶裝桶，回去分裝使用。 
  商家對文化大學分享防疫資源肯
定。部分商家指出，防疫觀念不能
少，會配合辦理，對於文化大學願
意提供清潔消毒的漂白水跟次氯酸
水，也表示會定時去取用，謝謝文
化大學分享資源。

【文 / 陳亭妘】中國文化大學「2020 校園線上
徵才就業博覽會」於 109 年 5 月 5 日上線，網
站內有近500家企業，其中包含金融保險、廣告、
行銷、光電、半導體等，共計有20種以上產業，
釋出上千個職缺需求。為使學生能順利就業，學
生事務處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已經為學生做好

準備，包含：職場軟實力課程、面試及履歷撰寫
技巧講座、線上履歷健診、適性測驗與職涯諮商
輔導等活動要讓文大的學生，初入職場就活耀於
職場。
  今年度雖有疫情的影響，但是學生的未來卻不
能等，文大職發組利用現有的網路平台將「2020
校園徵才博覽會」搬至線上，並與 1111 人力銀
行合作，結合雙方的資源，提供本校學生較多元
的入職準備服務，職發組提供服務包含：輔導
學生製作履歷的線上履歷健診、為學生找到生
（職）涯方向的一對一諮詢服務及心理測驗，以
及為學生培養職場軟實力的青年就業達人班及就
業先修班講座等，更邀請廠商蒞臨學校，針對廠
商求才系所舉辦徵才說明會，詳細介紹企業提供
的職缺。 1111 人力銀行則提供 AI 模擬面試、
線上履歷投遞、遠距面試、九大職能星測驗等免
費服務，讓學生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職場環境，
並在其中發揮自我價值。
  今年度也有校友企業參加線上就業博覽會活
動，包含：信義房屋、全家便利商店等，希望未
來能有更多校友企業加入，讓華岡人互相扶持，
讓華岡人遍布職場個角落，在求職的路上，華岡
人不孤單，因為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今年參展廠商：Wipro 印度商威普羅、三商
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中租迪和股份有限
公司、太極創新有限公司、台灣世界展望會、可
樂旅遊 _ 康福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巨匠電腦股
份有限公司、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吉比

鮮釀股份有限公司、何嘉仁國際文教團隊 ( 何嘉
仁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志邦企業股份有限
公司、沛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宜得利家居、東
禾生物科技 (股 )公司 /德風健康館、欣興電子、
信義房屋股份有限公司、南陽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首席國際獵才有限公司、香港商美林凸版製
版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傑升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傑優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朱宗慶打擊樂教學
系統 )、凱達大飯店、無印良品、華泰大飯店集
團、超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雲品國際酒店股份
有限公司、新光三越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新綠
主義股份有限公司、鼎泰豐小吃店股份有限公
司、維多利亞文理短期補習班、德國福維克 台
灣 Kobold 事業部、樂購蝦皮股份有限公司、錠
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龍創科技有限公
司、韓虎嘯Tigerroar(唯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薩摩亞商新茂環球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OPPO 
TAIWAN)、鑫鼎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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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聯合畢業展覽暨大
學博覽會五月一日在松山文創園區開幕，行政院
政務委員唐鳳出席致詞表示，文大是第一所由私
立大學推向社會創新組織的大學，這是很大的突
破，對內部教職員，和對外部的環境都能給出交
代，值得其他私校參考。文大說，今年畢展以科
技與社會創新為主題，展覽融入鄰近的陽明山等

環境元素。
  文化大學校長徐興慶致詞表示，文大開學以來
順時中加強防疫，至今零破口，這次展場也限
100 人之內參與，兼具防疫與創意。全校 12 學
院、62 系所，全體同心協力分流，做好參展，
盼展現學生學習成效。
  徐興慶表示，今年畢展包含科技與社會創新的
元素，比如資訊傳播系畢展「人造關係」，學生
設計遊戲「一起活下去」，就是以社會永續發展
目標為發想起點，讓玩家在過程中體會資源、環
境與社會發展差異，為人類生活帶來哪些影響。
也有學生設計賽車模擬遊戲，場景就選在陽金公
路，在呈現校區周邊的人文與氣候風貌。
  徐興慶說，美術系畢展「事件的視界」表述的
意念是看得到事件的人，與「視界」外的觀察者，
分別在不同的時空裡看待所謂的「事件」。這些
「視界」內與外的人，讓「事件」在多次元中滾
動，互動出不同的理解和想像。

  他表示，環境設計學院今年畢展則與與陽明山
國家公園管理處合作「陽明山學」，學生透過圖
面、模型、3D 視覺展現和微電影，展現對緊鄰
學校的陽明山國家公園，未來發展策略與執行方
案的想像。學生不但發揮實作能力，也落實大學
社會責任，推廣保育與永續思維。
  另外，徐興慶說，大眾傳播系畢展「XX 娛樂
有限公司」也與科技演化鏈結，強調新媒體科技
浪潮下，使用者已跨界成為創新創造者，自己喜
歡哪種娛樂型式大可自己打造，自己填空，將畢
展場域打造成體驗與想像無極限的歡樂城。
  唐鳳致詞表示，行政院設青年諮詢委員會鼓勵
青年參與政策，針對數位創新，他表示年輕人若
有看不順眼的政府服務、數位體驗，可參加青年
學生體檢政府網站數位服務專案，「會吵的不見
得有糖吃，是進廚房一起炒糖吃」，參與改造政
府網站。這項計畫 5 月 5 日截止報名，預計找
30 人。

【文 / 翟敬宜】文大聯合畢展與大學博覽會今年
的主軸是「科技與社會創新」，許多大四生的畢
業作品都緊扣主題，像全台大學唯一的紡織工程
系，展出用 LED 沙線縫製在衣袖上，可當作警
示服裝的 LED 智慧外套；師生也正積極研發如
何在衣服縫線間貼緊防水條，讓前線醫護穿上國
家隊防護衣時能發揮更嚴密的保護效果。
  今年許多大學都取消了實體畢展，但文大校長
徐興慶在詞時表示，畢業展是學子總結所學，展
現「四年磨一劍」創意成果的重要時刻，因此師
生一起克服挑戰堅持住，並遵守防疫指引，四個
展區嚴格分流，隨時限定人數在 100 以內。全
展場亦啟動直播，可線上線下共同欣賞年輕人的
創新創意。

結合防疫資源聯合動起來！ 

前進職場 我們準備好了

科技政委唐鳳：文大是第一所推向社會創新組織的私立大學

文大率先與社區鄰里村長合作 提供防疫小物及防疫宣導海報　 

文化大學「2020 校園徵才線上就業博覽會」網站五百家企業向學生招手

徐興慶校長：打破系、所藩籬 跨系所聯合畢展展現學生創意與努力　

防疫小物備受關注 展現華岡人創新創意

「科技與社會創新」文大畢展緊扣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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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湘鈞】為期三天的中國文
化大學 108 學年度聯合畢展暨大
學博覽會，五月三日下午在松山文
創園區閉幕。今年因逢新冠肺炎疫
情，文大配合防疫研擬「科技與社
會創新」主軸，為求防疫到位，四
個倉庫展區嚴守實名登錄、體溫量
測與人數控管，並搭配網路直播、
數位展出分散人流，讓展出圓滿順
利結束。
  閉幕式上，文大校長徐興慶特別
贈意寓「出色」的琉璃獎座，給日
前台北市錢櫃 KTV 林森店火警第

一時間衝入火場救援的台北市消防
局延平分隊小隊長高嘉懋，以表彰
他奮不顧身搶救傷者的盡職及英勇
表現。高嘉懋不僅是急難先鋒、人
民保母，同時也是文大環設學院建
築及都市設計系博士候選人。
  徐興慶校長表示，展出三天來順
利、圓滿、成功，感謝全體教職員
工生的辛勞，尤其是嚴格把關、讓
文大持續防疫零缺口。文大透過每
年的畢展及大博會檢視同學在學校
四年學習效果，也可讓外界了解文
大辦學成果；同學則可藉此展出經

驗，讓將來的升學就業之路更順
暢。
  文大環設學院院長楊松齡介紹高
嘉懋表示，這幾天台灣南北都傳火
災不幸，高嘉懋正是救難英雄，因
此今天特別請他來談一談在文文大
學習所得，以及如何將所學貢獻給
社會。
  高嘉懋致詞表示，前幾天系上老
師看到他的救災表現，要他注意自
身安全，讓他感受濃濃師生之情。
他於民國 103 年進入碩士研究緊
急救護派遣問題，恰與當今防疫相

關，因為消防就站在居家防疫第一
線，不僅是都市防災、也是都市計
畫的一環。兩年後他再讀博士班研
究都市防災領域，希望未來能以在
母校的研究成果，降低國人遭逢災
害時生命財產的損失。
  文大已連續三年在松山文創園區
舉辦聯合畢展暨大學博覽會，今年
持續呈現跨越數個松菸倉庫的超大
氣勢、以及全校十二學院六十二系
所總動員策展，已逐漸成為別具文
大特色的年度大學盛宴。

【文 / 李文瑜】環社學院院
長楊松齡教授提到，日前
北市松江錢櫃 KTV 大火英
勇救人的北市消防局小隊

長高嘉懋，是本校建築及
都市設計系博士候選人，
專研都市防災領域，由建
築及都市設計系所教授指

導該領域論文，以達到都
市安全為目標，並以行動
實踐學理，英勇救人，發
揚系所及學校的社會實踐
精神是為文大學生最佳典
範。
  高嘉懋博士論文指導老
師為溫國忠老師，其論文
題目深度學習應用於都
市住宅火災發生時空模
型 之 研 究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Deep 
Learning to the Spa-
tio-temporal Modeling of 
Urban Residential Fires。
對都市設計及相關消防課

題都相當有興趣，也多次
協助文化大學與學弟妹分
享相關觀念，也曾擔任本
校中華文化專題講座，深
談建築與避難逃生方法，
是學弟妹眼中的資深學長。
  高嘉懋接受本校文大校
長徐興慶贈送意寓「出色」
的琉璃獎座，他在現場感
謝文化大學給自己的肯定。
他也提到，很感謝系上老
師在電視新聞看到他後就
立刻打電話關心自己，要
自己注意自身安全，師生
之情溢於言表，心裡感到
相當窩心，更謝謝學校對

自己表現工作的肯定。
  高嘉懋說，從事消防工
作超過二十年了，民國
九十三年就來文大就讀研
究所，當時的研究所題目
就是針對消防課題研究，
面對學無止境的學涯，民
國105年持續攻讀博士班，
研究都市防災領域，感謝
文化大學給予的肯定，希
望未來博士論文研究上能
在都市防災能提出有效成
果，降低人命與財產的損
失。

【文 / 李文瑜】維護以及提升辦公室的環境品
質，總務處特別舉辦 108 學年度環境美化暨
安全評比競賽，分為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鼓
勵維護校園環境，美化師生共處學習空間，徐
興慶校長親自頒發獎牌給獲獎單位，一級單位
獲獎的分別是總務處與法學院獲得特優殊榮，
被譽為華岡最乾淨的辦公室。

  在行政單位辦公室環境美化的評比成績中，
總務處營繕組、秘書處文書組及學務處職涯發
展與校友服務組則獲優等殊榮。
  在學術單位辦公室環境美化的評比成績中，
文學院、會計研究所及會計學系、史學研究
所、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語文教學中心及法
律學研究所及法律學系獲的優等殊榮。

最美辦公室 總務處、法學院環設博士候選人高嘉懋獲頒「出色」琉璃獎座  

急難先鋒高嘉懋 : 希望以研究成果貢獻社會

徐興慶校長親頒獎牌表揚獲獎單位徐興慶校長：發揚系所及學校社會實踐精神 是文大學生最佳典範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高瑋宏

我是女性主義者男性，怎樣？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 Andy。我是一個男生，但我不夠man、

講話很秀氣，常覺得自己很軟弱。國中的時候常

被女生笑「很娘」，不禁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太

娘了…。即便上了大學，身旁還是很多人會開玩

笑的說我這樣很娘欸，我也曾經被喜歡的人誤會

成同性戀，時常在想這會不會是我現在還交不到

女朋友的原因。我好努力想要變得更像男生一

點，但我發現我做不到…我身旁那些很陽剛的男

生，他們都在討論女生胸部大不大、長得正不

正，滿嘴都是物化、歧視女性的言論，我不知道

這算不算是很「父權」的人，但我很清楚知道自

己不想成為那樣的人，可是這樣的人卻又深受大

家歡迎？我也不知道我這樣算不算女性主義者？

我很重視男女平等，可是我是一個男生，這樣會

不會又有點怪？唉…

By 我到底該怎樣的Andy

親愛的 Andy，你好：

  感謝你的來信，願意分享自己這麼內心的故事。
聽到這些事，我也一樣難受與無力。對不起，我們
的教育環境沒能提供好的性別教育，沒能讓每個不
一樣的人都能夠自在地成為他自己。沒能成為典型
的男性，需要遭受到這樣的對待，甚至，還要擔心
自己因而不交不到女朋友；最不公平的是，那些很
「父權」的人，只因為符合標準，就深受歡迎、佔
盡各種福利。
　　這一路走來的你很辛苦，很不容易。非常肯定
那個因為有所堅持的、而現在正在苦惱的你；感謝
你直到現在仍沒有放棄，努力在思索與克服著。老
師提供一些觀點給你參考，希望能協助你釐清自
己，給予你一些方向。

接受、接納、喜歡自己最真實的樣子
　　沒有人應該為了自己的氣質和別人不一樣而感
到羞愧。一路「撐」過來，因為和別人不一樣，使
你開始懷疑自己、檢討自己，實在讓人心疼與憤慨。
　　「我們沒有義務要成為別人認為我們應該要成
為的樣子。」現在的你需要的是，更加認識自己真
實的樣子；從接受自己、接納自己，到喜歡自己。
這個過程最重要的是回到自己的感受，像是你很清
楚地知道自己不喜歡那些「歧視女性的言論」，不
想成為那種男性，這即是一個很好的開始。每一個
對自己感受的重視，都讓自己更明白自己真實的樣
子、更明白自己想要朝哪個方向努力，並能夠更堅
定地做自己。

女性主義並非女性專利，適用於每個平權的我們
　　女性主義所批判的，並非是「男性」，而是這
個社會常存的「以父權體制（patriarchy）所建構
的一套標準」，以「男性支配」、「認同男性」、
及「男性中心」為標準，加以限制在這個標準底下
的「男性及女性」，若不符合這個標準，就會遭受
批評與不當對待。如同你的經驗，在這個社會裡，
有好多好多的男性因不符合典型男性的標準而受
苦。不只是女性需要女性主義，男性也需要。
　　不容易的是，即便在這樣的體制下受迫，你仍
然沒有認同那些典型標準，不妥協，而希望能夠做
到男女平權。我想，你已經是一位女性主義者了，
十分為你驕傲！

起身行動，成為改變自己所處環境的一份子
　　若是不滿意週遭環境的父權思維，你可以裝備
好自己，為自己和社會倡議，成為改變此思維模式
的一份子。為此，你可以閱讀女性主義相關書籍以
充實知識；找到一群可以一起討論、一起在生活中
實踐的夥伴。唯有起身行動，才能創造不一樣的環
境、成為我們自己想要看見的那種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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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李文瑜】根據中國文化大學學生自治組織
與社團輔導辦法、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會組織章
程、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會選舉罷免法，三合一改
選投票議題包括「系學會會長改選」、「學生會
會員代表改選」、「學生公共議題」，首設透過
官方網站首頁，登入學生專區後，點選個人訊息
進行投票程序。
  線上選舉投票作業說明，自 05 月 04 日上午
00 時至 05 月 11 日中午 12 時，凡是中國文化
大學正式學籍之學生，皆可投票，今年特別增設
系學會會長候選人選舉公報，學生都可以在官網
查詢候選人政見及理念，每年透過該項選舉，加

強學生民主素養。
  根據各選區現有會員統計，文學院 1,061 人、
外國語文學院 1,826 人、理學院 1,355 人、法
學院 1,183 人、社會科學院 1,940 人、農學院
1,297 人、工學院 1,682 人、商學院 5,290 人、
新聞暨傳播學院 2,305 人、藝術學院 1,267 人、
環境設計學院 706 人、教育學院 1,348 人，合
計 21,260 人。統計至中華民國 109 年 04 月 23 
日，包含日間大學部在學生人數、二年制在職專
班人數及進修學士班人數，各學院投票人數需達
各院會員 10％當選門檻。

網路選出心目中最棒的學生代表！
三合一改選投票歡迎大學部同學踴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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