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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擁有悠久歷史文大
新聞系 12 月 15 日特別舉辦跨時
空對談，從民國 56 年畢業的第一
屆學長姐回到母系，和學弟妹暢談
當年讀書趣事和畢業後新聞工作經
歷。第一屆學長姐和在場的大一學
弟妹間橫跨 58 年歲月，學長姐們
回憶新聞系草創時期，學生還要每
天負責買菜準備午餐，勉勵學弟妹
們要接軌數位時代的新聞發展。
  六位第一屆學長姐分別是陸清
容、洪安峰、張景照、何家駒、陳
揚琳及高富美。他們應新聞暨傳播
學院胡幼偉院長邀請，回到母系和
新聞系學弟妹們對談及分享畢業後
工作經驗；同時也在他們當年大三
時期草創的新聞系實習媒體「文化
一周」報紙牆前合影，留下歷史的
一刻。
  學長姐們回憶當年新聞系草創初

期，除了念書外，山上的生活相當
刻苦。當時男學生住在大成館，女
學生則住在菲華樓，大家念書生活
都在一起，因此感情相當好。他們
也回憶當年校舍不夠，學校的空地
上搭建幾間小木屋，大家就在裡面
上課，男學生還要負責每天清晨

四、五點就要去買菜讓廚師準備
中午的午餐，好處則是當年校舍不
多，山上視野好，上課常常可以看
到美麗的雲海。
  六位學長姐畢業後也都各自在新
聞或其他領域有擁有一片天，他們
指出，現在文大新聞系畢業系友眾

多，在新聞界也相當團結，彼此幫
助，不過他們當年畢業是第一屆，
沒有學長姐可以「依靠」，一切都
要自己打拚。學長姐們也回憶在念
書時候，新聞系讓他們採訪了許多
大人物，獲得了許多寶貴經歷。
  第一屆學長姐們大三時候所創辦
的文化一周，至今仍是新聞系三大
實習媒體之一。他們回憶當年創辦
沒有訂戶，每個學生還要負責去拉
10 個訂戶，這些辛苦的努力讓文化
一周在創刊後隔年，就獲得大專院
校校際刊物第一名。
  多位學長姊們在對談時也勉勵台
下學弟妹們，新媒體發展讓許多老
媒體逐漸衰退，新聞系的學生要和
數位接軌，多學習相關數位技術和
新聞知識，新聞工作仍然是一個充
滿挑戰和樂趣的工作。

【文 / 李文瑜】苗栗縣推廣健康友善城市，參與
國健署與台灣健康城市聯盟主辦的 2020 年健康
城市暨高齡友善城市獎競賽，其中文化大學體育

運動健康學院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與苗栗縣衛生
局合作，提出的《社區健康促進模式專案》，新
穎活潑的設計風格，以社區健康促進策略呼應對
抗病毒，融入智慧創新概念，榮獲健康城市類創
新與韌性獎、口頭海報獎、最佳人氣海報獎殊
榮，文大也成為全國唯一一所協助地方推動國家
智慧創新政策的大學。
  苗栗縣政府在此次競賽中囊括 6 項大獎項，其
中文大與衛生局合作的「智慧掌舵健康掌握－健
康吃聰明動，打造社會智慧熱點」專案，更一舉
拿下三個獎項，縣府也於 17日表揚文大等 45個
協助推動保健業務的績優單位與個人。
  體健學院蘇俊賢院長指出，體健學院配合國家
「智慧健康城市」政策，協力地方政府參與今年
「健康城市獎項評選」，除勇奪三個獎項，並

成為全國唯一一所協助地方政府推動智慧 AI 創
新、韌性發展、疫情與科技服務、永續落實、地
方接軌的大學。這也是體健學院今年成立以來，
協助地方落實健康拿下的第一個大獎。
  蘇俊賢院長表示，社區健康促進策略呼應對抗
病毒，融入智慧創新概念，思考服務族群需要什
麼，由於想要健康的民眾都會覺得一個人運動略
顯孤單，若透過群體合作，甚至與全民共同達成
健康意識，將有機會成為運動健康的最大動力。
  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副教授戴旭志透過發想
「揪團」模式，其中一團走了台灣四十四圈多的
步數，整個計畫累積達一億三千多萬步，非常不
容易。未來希望以此模式開創台灣樂活健康新
局，為台灣民眾的健康開啟新的健康方式。

新聞系舉辦橫跨 58 年時空對談 

以社區健康促進策略對抗病毒 融入智慧創新概念

第一屆學長姐回母系話當年 勉勵學弟妹接軌數位時代

文大體育運動健康學院協力苗縣府 榮獲全國健康城市獎三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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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湘鈞】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 21 日
在文化大學演講表示，僑界是台灣走向國際化最
佳捷徑，台灣高等教育未來發展之鑰，就是整合
所有資源，建立數位合作平台，將僑界、台商、
產業、教育等機構連結；他也指出，招收國際學
生應更彈性靈活，限制越多只會將國際學生往外
推。
  童振源是以「南向泰啟程展望僑世界 -- 從數
位外交到僑務槓桿支點」為題，在文大「華岡大
講堂」發表演講，並與明道大學創辦人汪大永教
授、文大王淑音副校長、推廣教育部許惠峰教育
長共同座談，探討高教新南向策略。
  徐興慶校長引言表示，童振源曾任我駐泰代
表，今年六月接掌僑委會以來，深化全球僑胞與
各領域連結，壯大台灣實力，更透過百工百業座
談、協助新創產業等帶動台灣優質人才走向國際
化；從教育的角度，文大近年積極推動產學合作、

移地學習、國際志工交流，與東南亞學校建立相
當好的合作關係，未來希望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來
台。
  童振源首先以駐泰經驗，與文大師生分享在人
員有限、又常有政治困擾的泰國，如何善用網
路、數位化「把困難變成績效」，進行「非傳統
外交」，在新興外交領域與泰國社會展開對話。
  「如何以泰國經驗走向全世界？」童振源表
示，台灣要走向國際化、全球化，最佳捷徑就是
僑界，他提出兩大戰略：一是由僑胞扮演槓桿角
色，利用台灣優勢協助僑胞，進而以僑界力量壯
大台灣；二是「要打通天地線」，建立整合窗口，
成立全球僑胞數位平台。童振源也指出，未來政
策制定必須轉型為以需求為導向。
  他並回應三位語談人關於新南向高教的建言表
示，台灣教育很有競爭力，許多大學排名居亞洲
前段，但吸引國際學生數卻不如預期，中間的鴻

溝就是不夠彈性靈活，資源分散。
  他以駐泰所見為例指出，泰國相對其他東南亞
國家更為國際化，總計有 186 所國際學校，還
有五所大學是全英語教學。因此泰國學生選留學
之地，不是看學校有多好，而是看其國際化是否
與其接軌。
  童振源建議，未來台灣高等教育若要廣招國際
學生，就應將學校各種招生管道數位化，要有當
地夥伴、例如具當地語言能力僑胞或僑生的協
助，溝通效果甚過於英文；並且，雙向連結非常
重要，透過產官學界重要平台建立雙向連結溝通
管道，搭配彈性靈活的招生制度，開放相關雙聯
學制，整合資源，善加運用獎學金及公費全額留
學名額，讓台灣高校有機會深耕東南亞國家教育
領域。

籲以數位平台、彈性學制等吸引更多國際學生來台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僑界是台灣走向國際化最佳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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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湘鈞】「新北市國土計畫」預計於民國
109 年底公告實施，為因應未來國土功能分區劃
設完成後新制上路的重大變革，新北市政府與文
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系、銘傳大學都市規
劃與防災系、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政
治大學地政系、臺北市立大學城市發展系等北部
五大校攜手成立國土服務團，並於 12月 16 日舉
辦「2020 新北市國土服務團成立典禮—北部五

大校合作交流會」。
  市長侯友宜表示，「國土服務團」為全國首創，
未來將實踐「行動治理」理念，與地方代表面對
面溝通，向各界宣導國土功能分區劃設內容及制
度轉換後之影響。
  新北市國土服務團成立典禮由市長侯友宜主
持，除邀請內政部等單位與會外，並號召文大等
北部五大院校百名師生代表以及區公所、地政事
務所等共襄盛舉，現場氣氛熱絡，為新北市國土
服務團之啟動揭開序幕。
  侯市長指出，國土服務團除邀請北部五大都市
規劃相關系所師生參與並劃分各校服務區，後續
也將與市府相關單位至新北市各行政區召開地方
說明會，希望藉由年輕世代的參與，為國土計畫
宣導工作增添創意與活力。
  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楊松齡院長偕同都計系
陳維斌、徐國城、游政諭、葉佳惠等四位老師、
四十餘位學生共同與會。楊松齡院長指出，除學
習課堂上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走入鄰里社區並學
會溝通、聆聽，將都市治理與規劃理念適當地傳

達給一般民眾，乃是新世代之規劃專業者所應具
備的基本條件。因此，都計系近年來致力於實踐
大學社會責任（USR），繼 2017、2018 年參與
行政院國發會主辦之 2050 國土空間發展願景計
畫、2019 年參與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舉辦之
國土計畫工作坊以及台北市政府地政局主辦之居
住正義 2.0 聯展。
  楊院長表示，2021 年將與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緊密合作，針對參與國土服務團之碩士班與大學
部同學進行專業培訓，配合新北市國土功能分區
劃設作業進程，前進金山區、萬里區、汐止區辦
理地方座談會，協助新北市政府向社區民眾說明
新計畫體制下的土地使用管制系統與內容。藉
此，除可近距離觀察公部門政策推動過程及民眾
參與實況外，更可與自身所學之城鄉規劃與開發
專業連結，適時提供相關建議予政府部門，透過
官學合作，讓新國土計畫體制的執行面向更趨完
善。

【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校長
徐興慶，18 日首度上網路直播節
目，向外界介紹文大推動國際產學
合作、創新實踐學習的具體成果。
他表示，本學年度申請入學文大增
加五千八百餘人，顯示學生及家長
對文大的認同；他也回應主持人提
問指出，文大財務健全，只要「取
之於學生，一定用之於學生」，讓
學生享有優質的學習環境。
  徐興慶校長與研發長顏敏仁是應
1111人力銀行「1111週年慶直播—
文大一起慶週年」節目之邀，以接

受主持人何峯、大傳系黃郁庭同學
現場聯訪的直播秀方式，喜迎 1111
週年慶，並與 1111 人力銀行總經
理何啟聖抽出萬元現金獎，以及住
宿券、文大喜祥物造型的華柑隨身
碟，給參與 1111 人力銀行活動的
民眾。
  「文大秉持張創辦人『承東西之
道統、集中外之精華』理念辦學，」
徐校長首先介紹文大由張其昀博士
創立迄今的辦學歷程，以及文大傳
統宮廷式建築的氣派、工法繁複等
特色；黃郁庭也對網友表示，她一

來到文大即被傳統建築群所震驚。
  徐校長表示，58 年來，文大已
擴增至 13 個學院、62 系所組，並
成立了 13 個研究中心，學生兩萬
五千餘人，迄今校友達27萬餘人，
傑出校友繁多，光是大學校長即有
20 位。
  他也介紹了文大圖書館館藏眾
多、成立博物館培育學生人文素
養、體育館設備建全等特色，並歡
迎全國民眾都能前來參觀博物館及
文大的絕美景緻；在國際化方面，
文大迄今已與全球 414 所大學成為

姊妹校，並爭取預算獎助、鼓勵同
學出國移地學習。
  顏研發長則向網友介紹文大力推
跨域學習，以及鼓勵師生開發創新
產品、發想創業計劃等方面的成
果，例如今年文大在遠見雜誌一項
關於學生論文及創作的評比中即獲
全國第二的佳績；徐校長也說明與
陽明山國家公園合作的「山舞陽
明」活動表示，這就是文大師生致
力結合社會人文、地方創生、融入
民眾的具體展現。

徐興慶校長直播首秀 介紹文大國際產學合作、培育創新人才成果

文大等五所大學成立國土服務團 宣導新北市國土計畫

未來文大校訊將定期刊登獲獎導師感言，謝謝導師們的付出。

導師們辛苦了！華岡有你們更溫暖
徐興慶校長：擔任導師最引以為傲的就是收到學生謝謝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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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社會責任（USR） 

文學院 哲學系

蔡龍九 老師
嘗試深層理解學生的諸多問題時，發覺學

生跟老師一樣，都是成長中的個體，都有缺漏、

有遺憾、有不足、有迷惘……；都是有故事的

人。關心學生，是一種是互相尊重的理解過程，

也是互相鼓勵的學習過程。學習如何扮演好「導

師」時，將期勉自己盡力又量力，並持續與學

生一同成長……。

文學院 史學系

劉傳暘 老師
個人以為，隨著年齡漸長，與年輕學子們

的代溝越來越深。要填平這代溝，擔任導師為

不二法門。藉由與學生的對談與接觸，能夠更

加了解這個世代的年輕學子們期望的生活與面

對的問題。了解問題後，方能助其解決。導師

雖不輕鬆，但真心期盼在有限的教學生涯中能

繼續擔任此職。

外語學院 日文學系

林孟蓉 老師
這一年來感到最欣慰的瞬間就是:無數個中

午時光，他們輪流到我研究室面談後，帶著燦爛笑

容走出去的那一刻。從事教職二十餘載，依然覺得

導師工作是個大挑戰。我們無力背負每個孩子和我

們結緣以前的種種，但求在相遇之後能讓他們感受

到我的關愛。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會秉持初衷繼

續愛護他們，願為他們生命旅程中的小小光亮。

外語學院 韓文學系

張秀蓉 老師
回顧這一年的心路歷程，其實充滿著挑戰，

面對同學們大三赴韓交換學習一年返校後，適

應大四繁重的課業之餘，亦需面對未來職涯上

的不安與困惑，所以，我總是像老媽般，耐心

聆聽，並針對學生的問題給予建議，引導孩子

們找到屬於自己的方向，迎向未來。

外語學院 英國語文學系

張禮文 老師
多年來我都是擔任一年級的導師，而雙班

導制也讓我和好夥伴，涵英老師，培養了良好

默契與溫馨的合作經驗。因肺炎疫情的影響，

和導生的約談大多是利用 MS Teams 視訊進行，

雖然少了些面對面的溫度，但透過科技的便利

性，導師得以傳達給學生更多且即時的溫暖和

關懷，讓導師輔導工作得以順利完成。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林彥如 老師
禮記說「教學相長」，擔任導師亦如是，

不同於學業領域，讓我接觸到更多元的知能，

例如將正念融入導生會談等。而這一年最大的

挑戰是獨自領著二十多位學生前去大陸交流，

值得高興的是看到同學們在學習中結交朋友，

增廣眼界，接軌社會，而我也才放下懸著的心，

累績功力，充電歸來。

外語學院 日文學系

陳順益 老師
今年是我連續第 12 年擔任導師的職務，也

很榮幸又獲得績優導師的榮耀。當導師最高興

的事情就是得到同學的信任，他們願意跟你分

享喜怒哀樂，而感到最無奈的就是很多同學因

為種種問題無法繼續就學。接下來我也會不斷

警惕自己勿忘初衷，盡最大的努力，做好自己

的職責。

外語學院 日文學系

陳毓敏 老師
擔任導師已進入第 10 年，這些年來深深體

會到要做好一位導師，首先必需要傾聽學生的

聲音，再者才是教育。接下來的歲月我仍然會

繼續努力傾聽學生的聲音，做好輔導與指引學

生人生方向的工作。

外語學院 俄文學系

王愛末 老師
除了專業知識的傳授，孩子們更需要的是

有老師願意傾聽、理解、關懷與陪伴。每個孩

子都是一本不易讀懂的書，身為老師，我們最

應該做的是打開自己的心窗，找出書中孩子的

亮點，甚至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亮點，讓他看

到自己的價值，鼓舞他不斷地向上、突破自己

的侷限。

外語學院 法文學系

林玫君 老師
對現況與未來不安的同學，身為導師，我

希望幫助他們找到生命困惑時的支撐；而如果

人是由經驗、資訊、讀過的書、想像出來的事

物組合而成，身為導師，我祝願能在這些成分

裡加入一些元素，幫助同學們找到安頓生命的

力量，與讓自己身心職能皆充分舒展的人世間

「最合宜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