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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商學院國際企業管
理學系獲 109 學年度勞動部補助大專院校學習計
畫，本學期執行「全球化與數位行銷人才培育就
業學程」，12 月 29 日在大恩館舉行合格研習學
生授證儀式，由商學院汪進揚院長頒發證書給所
有成績及格學生。
  汪院長表示，該學程傳授學生職場必備的網路
行銷、全球化與數位行銷、國際溝通與表達等專
業知識，教學過程結合體驗式學習，讓學生不僅
學習到專業知識，還可重新認識自己，增強職場
就業競爭力；他也分享人生經驗指出，職場溝通
能力相當重要，要成為優秀領導人前要能學會
「被領導」，並鼓勵同學再接再厲完成下學期課
程。
  汪院長並期勉學程計畫主持人國企系毛筱艷主

任、共同主持人國貿系鄭紹成副教授與全程督
導老師高于歡兼任助理教授，繼續申請和推動
2021 年產學計畫，嘉惠商學院學子。
  毛筱艷主任表示，2020 年新冠肺炎影響學校
老師與學生傳統到校學習方式，但這也是一個教
學轉型契機。這個學程也是商學院成立以來，第
一個結合體驗式學習雙認證課程，Together for 
better，除傳授學生各種職場必備專業知識，還
要求走出教室外真實體驗學習，學生則可獲得專
業單位兩項認證證照。也難得有兼任老師願意像
專任老師般投注全部時間和精力於產學計畫。
  計畫共同主持人國貿系鄭紹成副教授說：「學
程針對國際企業管理人才未來最需要之領導與溝
通能力，結合戶外體驗教育的核心精神，培養學
習學生之敏銳觀察力與細心度。」體驗式學習講

師首先要教導何謂 3W、4F 和 5Q 引導法，課程
中隨即安排各種遊戲，讓學生學習團隊合作與成
員激勵技巧。
  三位負責學程老師都是文大國際企業管理博士
班畢業，他們當初申請推動學程，主旨係緬懷創
辦人張其昀博士創校艱辛與張鏡湖故董事長的傳
承接棒精神，希望培育更多優秀華岡人貢獻社
會，因此向勞動部提出產學計畫。
  學程老師高于歡說，傳統式的課程 80% 在聽
課，20% 在互動，Z 世代學生學習效果有限。
體驗式課程的精髓在於「做中學、學中做」，藉
由體驗活動引導出背後真正想要教育課題。她感
謝汪院長和毛主任支持其申請本計畫，也希望本
學程能夠順利執行完畢，培育學弟妹穩健踏入職
場，成為社會中堅，為校爭光。

【文 / 李文瑜】109 年度曉
峰學苑成果發表 12 月 17
日在大恩館十一樓舉行，曉
峰苑生透過老師帶領跨領域
專題製作，表現優異，經過
激烈競賽，大傳系王翔郁老
師帶領的「智愛的家鄉」，
獲得第一名冠軍寶座，第二

名則由音樂系潘莉敏老師指
導的「女力 power 從你我
做起！促進性別平權與提升
女性地位計畫」獲得，第三
名是中文系黃水雲老師「產
業與文創：深入人心的品牌
故事與社群貼文」。
  方元沂教務長說，曉峰苑

生是文大跨領域學習最佳代
言人，不僅僅只是專業成績
優秀，更必須跨科學習表現
優異的同學，培育學生導師
的概念，深化推動曉峰菁英
提升學習。
  今年表現優秀的苑生非常
的多，代表實習成果優異。
方教務長說，雖然是由各系
推薦優秀學生成為苑生，輔
以各類培訓課程與活動，但
主要就是希望苑生組成異質
性同儕學習小組，由來自不
同領域之學苑導師帶領專題
實作，提升學習風氣。今年
獲獎的團體均來自不同系
所，透過專業苑生導師的帶
領，讓學生成為跨領域學習
的最佳代言人。

商學院體驗式學習課程頒證 Together for better 增強職場競爭力

109 年度曉峰學苑成果發表  前三名表現優異
方元沂教務長：苑生是跨領域學習的最佳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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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湘鈞】行政院前院長毛治國 12 月 29
日於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大講堂專題演講指出，
必須以創意創新，因應當今易變、不確定、複
雜、模糊的「烏卡時代（Volatile、Uncertain、
Complex、Ambiguous，VUCA）」， 進 而 突
破台灣代工宿命；對教育來說，須從「機、微、
隱、漸」四個面向，培養下一代的洞察力及提問
力。
  文大去年開始在校長徐興慶倡議下，推出大型
高素質的學術論壇「華岡大講堂」。毛治國應邀
以「創新面面觀」為題演講，並與故宮博物院文
創行銷處林國平處長、吉而好文創總裁侯淵棠、
文大研發長顏敏仁，對談故宮文創暨服務創新、
台灣文創產業現況，以及大學推動產學創新實踐
教育等熱門話題。
  徐興慶說，毛治國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博士，工作經歷涵蓋學、官、產界，完

成台灣高鐵規劃並引進 BOT 模式、推動電信三
法，以及中華電信民營化再造企業競爭力等，很
感謝他能與文大師生分享創新經驗。
  毛治國以源於軍事界、後被用來描述新世代商
業世界的「烏卡時代」破題表示，管理界提出以
敏捷式管理因應，「其實更關鍵的是創新」。他
以「下駟對上駟」為例指出，田忌就是從創意角
度洞察人的慣性思維、不按牌理出牌，終而找到
以弱勝強的機會，「創新的密碼就是要打破不自
覺的習慣性」。
  他並舉兩個當年在 MIT 求學時的事例表示，
更該看重的是發掘「問題背後的問題（QBQ）」
的能力，以及屬於一流創新的提問能力，比屬於
二流創新的解題能力更重要。
  毛治國表示，敏銳的洞察力是創意、創新的基
礎，可從制事機先，見微知著、洞見隱晦事理、
見端知末的「機、微、隱、漸」四面向著手，進

而從碎片化的資訊中，解構重組出有意義的「概
念」。
  他以「蘇花改」為例說明，最早「蘇花高」階
段建設派、環保派爭執難解，他則從「給我一條
安全回家的路」訴求中，重新把「該不該建」的
問題定義為「該如何建」，進而取得話語權並建
立理性溝通平台，終能順利動工興建。
  毛治國表示，發現痛點、解決真實問題，就是
創造價值的創新起點；創新風險雖高，但失敗是
成功之母；另一方面也要了解，成功是失敗之本，
不要違反創新精神的盲目複製，就能跳出倖存者
偏差的陷阱，使企業永續經營。
  「台灣後製加工還沒系統化、完整化，這是教
育界可以努力的方向。」毛治國指出，必須透過
「機、微、隱、漸」發掘創新經濟，以建立未來
台灣新經濟模型。可以藉由教育讓學生去體驗、
探索，養成創意思維習慣與生活工作態度，最後
就會去實踐。
  林國平分享了故宮近幾年積極透過各種媒材介
紹故宮文物，以及透過互動科技，讓人與文物產
生聯繫的努力，「讓文物更有溫度，讓故宮不再
只是冷冰冰的博物館，要讓博物館像行動手提
箱，可以讓大家把文物帶著走」。
  侯淵棠則以「碗粿、披薩」、「善化牛肉、神
戶牛」、「檳榔、檳榔西施」的對比，說明文化
與文化創意的差別表示，「文化沒創意就沒有生
命力、創意沒有文化就沒有掌握力」。

毛治國揭創新密碼 籲以創新因應「烏卡時代」突破代工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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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109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暨社
會責任實踐成果展，12 月 30 日在文大體育館舉
行，展示多項高教深耕成果及配合社會實踐影
音，搭配創客中心體驗區，展現文大高等深耕成
果具體成果。徐興慶校長說，本次成果展的主題
是「造是，New 動新視野」，「造是」的意思

就是「做對的事，把事做對」，並藉以扭轉更新
以及提升本校在辦學的視野。
  徐興慶校長說，面對疫情險峻的 2020 年，高
等教育深耕計畫暨社會責任實踐各項計畫在各位
同仁努力推動下的豐碩成果，都讓人看到文大默
默深耕教育的豐厚成果。文大高教深耕計畫包含
主冊 4 個子項計畫及 2 個附錄，附冊則是以實踐
大學社會責任計畫為主軸。
  4 個子計畫分別為「紮根基礎教學品質，創新
教學內容形式」計畫，由本校教學資源中心王子
奇中心主任擔任主持人；「人文自然社會兼重，
全校課程跨域創新」計畫，由本校教務處方元沂
教務長擔任主持人，「強化弱勢就學扶助，全面
IR 校務治理」計畫，由本校學務處李亦君學務
長擔任計畫主持人；以及「大學專業融入在地，
社會參與區域共榮」計畫，由本校總務處施登山
總務長擔任計畫主持人。
  徐興慶校長提到，每一樣計畫對文化大學都非

常重要，更是全校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各項計
畫近百幅的執行海報展示，並且有執行計畫的成
品、影音紀錄等結果呈現，這些都是這些年文大
積極深耕高教的重要成果展示，更對學校學生具
有深厚意義，因為唯有學校優質，老師努力配合
教育新趨勢，學生才能獲得更好的教學品質，這
是雙贏的成果。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暨社會責任實踐成果展造是，New 動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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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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傳學院 新聞學系

夏士芬 老師
接觸過許多文大新聞系的新生，發現同學

們的表現有些遺傳、有些改變。反省自己的職

涯，隨著傳播科技快速更新、教材年年要改，隨

著我與孩子們的年齡距離愈來愈大、方法時有調

整，但是，初衷沒變。正因為還想幫得上這一代

年輕人的忙，我要時刻更新和調整。 

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真是美好的人生。

新傳學院 廣告學系

顏惠芸 老師
這一年擔任大一導師，這些初入大學的新

生總有許多在學習與生活上的疑難雜症，尤其

在這疫情時刻更是艱難，還好數位科技的進步，

讓我與這群孩子們日夜沒有隔閡。期待未來他

們能蛻變為生活健康、職能專業的成熟大人。

最後謝謝系上與學校給予的這份鼓勵，讓導師

這份小小的工作更顯價值。

新傳學院 資訊傳播學系

翁銘邦 老師
從事專任大學教職16年，第一次當選績優導

師，深感意外！對於接下新學年的導師工作，將繼

續盡己之責傾心輔導與關懷導生、培養正確的價值

觀，並與各位辛苦的導師們共勉之。最後，感謝學

校、主任、院長與系上老師們的提名與支持！

法學院 法律學系

陳盈如 老師
擔任導師八年期間，也讓我理解到每位學

生都是一個獨特的存在，同一套標準不見得適用

於每一位同學。也讓我更能體會，作為導師、老

師甚或是父母，我們不能把自己的經驗或標準，

直接套用複製在每一位學生身上，必須要同理學

生。理解他們，才能進一步協助他們。擔任導師

時間，實在是自己受益良多，非常感謝。

軍訓室

張貞敏 教官
很榮幸能夠獲得這個獎項，感謝學校肯定

我這一年來的表現，也感謝學務處及軍訓室全

體同仁的指導與協助，更感謝學校提供我這個

服務同學的機會，除了使同學問題能夠即時獲

得疏導與解決外，在處理過程中的我更是獲益

良多。未來我會持續努力期許能在華岡這個大

家庭裡貢獻一己之力。

新傳學院 新聞學系

江淑琳 老師
擔任導師的工作，是付出，更是學習，從與導

生的互動中，理解導生遇到的各種喜怒哀樂，感受到

需要與被需要，雖然是份幾近全年無休、日夜無分的

責任，但每每看到學生因為疑惑解開的笑容，就會

覺得這份工作帶來的可貴與成就感。非常謝謝我的導

生，謝謝新聞系辦、主任與新傳學院院辦、院長，在

我輔導學生而需要協助時，隨時給予的支持。

新傳學院 資訊傳播學系

莊賢智 老師
任教已有 10 多年之久，擔多年的導師經歷，

回顧每次帶班都有很多的甘苦與樂，對此殊榮心中

滿懷感恩，平時與同學們亦師亦友的關係，有很好

的互動與溝通，藉由社群媒體關心同學們最近的生

活狀況，當一個傾聽陪伴者，即時給予關心與照

顧，盡其所能去瞭解和幫助，教導是雙向的互動，

每天和學生們互動相處與學習，是一件快樂的事。

法學院 法律學系

李寧修 老師
非常榮幸能獲頒此一榮譽！每位學生都是

獨一無二的個體，與他們在文大短暫相逢的時

間裡，若能協助他們尋得自我價值，發光發熱，

作為導師，夫復何求！

法學院 法律學系

吳淑如 老師
禮記學記中有云：「雖有嘉肴，弗食，不

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

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

長也。」期望自己接下來的每一天也都能不斷

自反與自強，這也是身為一名教師的本分。

軍訓室

陳怡如 教官
很榮幸能獲選這個獎項，感謝學校的肯定，

及謝謝總教官與同仁們的協助及指導。做好自

身本務工作，軍訓教學、學生輔導及校園安全

維護，責無旁貸，但能獲得這樣的肯定，對我

莫大的鼓勵，持續做好教官在校園中的角色及

工作。

徐興慶校長：做對的事 把事做對 百幅海報數位影音 展示文大辦學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