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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每學期一次的校園
宿舍防災疏散避難演練，3 月 24 日晚上同學們
不畏東北季風強襲如期舉行。這場演練由學務處
軍訓室規劃，並與生活輔導組聯合編組輔導演
練，在輔導員與宿委會幹部協同努力下，全體住
宿生遵守「不語、不跑、不推」之逃生要領，並
對宿舍內設置消防與逃生設備都有全新的認識與
了解，個個認真投入演練，大家收穫滿滿。

演練在晚上 6 點半開始按計畫進行，火警
警報大作，全館斷電，山仔后消防分隊支援的製
煙機發煙，模擬火災情境，宿舍各館啟動由同學
自組的自衛消防編組避難引導班，就定位引導同
學們沿逃生動線疏散，住宿同學們有井然有序的
到達疏散區蹲下，幹部依樓別逐一清點人數。

於此同時，防護班導則到指定位置集合聽
從輔導員分配責任區樓層進行巡檢，協助行動

不便同學疏散，並模擬管制受害宿舍周邊人員進
出，演練逼真確實。

此次演練中，各館於同學疏散到達分配疏
散區進行人員清點的同時，山仔后消防分隊與
軍訓室教官編組對各宿舍實施防火逃生宣導，包
括火災應變及宿舍設置之滅火器與緩降機使用要
領，而自衛消防編組也特別集中進行編組訓練，
其中還安排滅火班實作課程，讓每位同學使用滅
火器實際滅火。

演練中，宿舍幹部及住宿生踴躍參與，大
家在輕鬆愉快的氣氛中深刻了解防災知識，以
及所住寢室周遭防火與逃生器材操作，期能在火
災等災害來臨時，人人會以最佳逃生路線快速避
難，並學會使用消防設備降低損害，有效運用逃
生器材確保生命安全。

學務長李亦君在演練前召開任務協調會中

表示，雖然宿舍防災演練每學期都會例行舉行，
但住宿同學都會不一樣，每次演練就是讓同學們
現地走一遍逃生路線，發揮組織功能有效率地的
疏散避難。

李亦君學務長說，今年宿舍各館自衛消防
編組也請附近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山仔后消防分隊
支援實施訓練，使每位編組成員都能確實熟稔自
身擔負任務及執行要領，即在建立宿舍自救互救
能力。這些完全由平時生活在一起的輔導員與住
宿數同學一起進行演練，相信從組織來說都是一
個很好的災害防救練習，並真正讓每一位同學藉
此機會提高防災意識，應該都會帶給每一個人不
一樣的體驗，感謝承辦單位軍訓室精心策畫此次
演練，同學們都辛苦了！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繼與
新興高中簽訂策略聯盟合作協議
後，3 月 22 日兩校進行實質性訪
談，雙方就高中端課外學習，大學
端提供專業師資達成共識，未來除
外籍學生、老師駐點教學外，文化
大學也將就美學教育，由文大博物
館提供相關高仿真美術作品前往新
興高中巡迴展出，紮根高中端的美
學教育。

徐興慶校長說，簽訂策略聯盟
以實際合作交流為基礎，擴展課程
互動，新興高中目前是桃園學生數
量最多，很高興在去年十二月完成
策略聯盟簽約，今年三月正式開始
達成交流，配合教育部大手牽小手
合作計畫，文化大學會另行補助老
師授課費用，鼓勵老師們前往新興
高中指導，建立合作基礎模式後，
在進行深度合作。

新興高中魏宏恩總校長說，新
興高中是全台灣含高中職學生人數

排名第三名，一貫教育是從國小、
國中、高中職，未來若與大學端簽
訂策略聯盟落實合作基礎，培育完
整式十六年的一貫教育，面對少子
化的衝擊，私立大學與私立高中更
應該大手牽小手，站在教育的制高
點，為學生爭取最好的教育方式與
管道。

魏宏恩總校長說，目前新興

高中在第二外語教學師資、課後輔
導、個人申請課後教學等等，都需
要大學端提供協助，日前簽訂策
略聯盟後，文大的外籍學生表現傑
出，不管是在帶領活動或英文教學
上，都獲得高中學生肯定，未來希
望持續穩定擴大合作交流，在課程
上固定有外籍學生協助英文教學。

魏宏恩總校長也希望文化大學

為高職學生的大學管道開創更多的
機會。目前文化大學在 110 學年度
提供高職學生透過甄選入學名額 21
名、技優甄審 103名及特殊選才 25
名，包括各學系獨招，如體育類、
音樂及美術類等提供高職學生更多
進入大學的管道。 

徐興慶校長說，目前新興高
中在文大的在校生 188 位，新學期
有 47 位新生，文大近幾年積極鼓
勵文化大學的同學，可以在就學四
年間，出國去看看，目前文化大學
設有雙聯學制、交換學生，學生更
可以參與短期的海外移地學習、海
外實習和國際志工，每年均編列有
上千萬的獎學金，幫助學生拓展國
際視野，未來在雙方共識之下，將
進行師生、教學、研究及行政資源
等多元管道的交流，期盼能創造互
利、共贏的契機。

宿舍防災演練有您我 任何災害損失就沒有

新興高中訪文大 兩校將擴大交流 美學、語文等領域深度合作

傑出校友李哲藝：這輩子只做音樂 要讓台灣音樂站上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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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灣聲樂團音樂總監 3 月 16 日在
文大華岡大講堂演講表示，「我這一輩子只做一
件事，就是做音樂，因為專注，才能源源不斷的
創作，至今作品超過 2000 首，未來我就是要讓
台灣的音樂站在世界舞台，提升台灣在國際能見
度。」

李哲藝掀起台灣史無前例的古典音樂新革
命，帶領灣聲樂團，以古典音樂行腳台灣，讓台
灣的音樂站上世界，堪稱音樂領域的台灣之光。
原就讀文大物理系、後轉音樂系的李哲藝，也因
在音樂領域的傑出表現，日前獲文大傑出校友殊
榮。

李哲藝以「古典音樂台灣化、台灣音樂古
典化」為題，與文大師生分享台灣古典音樂的種
種。他表示，曾經在台灣這塊土地上留下文化軌
跡的音樂，就是台灣音樂；外來音樂則提供台灣
音樂養分，讓台灣的音樂更美好。

他表示，成立灣聲樂團，就是要讓古典音

樂家有舞台，要讓音樂家走入台灣各地，體驗台
灣真正音樂，進而掀起台灣古典音樂革命，因為
「打破音樂的藩籬就是要走向音樂」。他曾走過
世界各地的音樂節，回到家鄉，才知道最美的音
樂在台灣。

很多人認為台灣沒辦法發展古典音樂，但
李哲藝認為，台灣古典音樂專業人才充足，資訊
流通便利，只要社會觀念成熟，新一代台灣音樂
家觀念轉變，就有機會打開台灣古典音樂的文化
之路，成為世界市場趨勢。

文大校長徐興慶表示，李哲藝以台灣音樂
向世界發聲、並透過行腳培養本土音樂人才，讓
他非常感動；華岡大講堂成立的目的就是希望透
過講者的啟發提供師生省思，李哲藝提到的台灣
文化如何創造獨立性、走向國際，台灣的音樂特
色又如何重新被定位等，在在值得大家深思。

參與對談的廣藝基金會楊忠衡執行長說，
「李哲藝是奇葩，很難再被超越」，他的作曲作

詞演出數量無人能及，每一次古典音樂行腳都在
創造紀錄，甚至為現今的音樂家展現自食其力的
氣魄，紮紮實實的靠一顆一顆音符闖下音樂半壁
江山，為音樂界樹立「Yes，You can！」指標。
他可以，未來的你一定也可以為台灣盡一份心
力。　

台北市立國樂團團長鄭立彬說，音樂人要
有展出屬於這個地方、這塊土地具代表性的特色
與品牌，李哲藝做到了，希望未來有更多的音樂
人為台灣音樂而努力。

李哲藝是灣聲樂團音樂總監，作曲作品逾
2000 首，各類編曲作品達 5000 首，累積演出
經歷逾 2000 場次，並曾為上百個國內外專業表
演團體作曲、編曲及配樂。他的；唱片及其他影
音出版品數量約 105 張，作品曾 33 次入圍金曲
獎，並獲得第 23 及 27 屆金曲奬最佳作曲人及最
佳創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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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今年舉辦的教職員

趣味競賽，由軍訓室主辦趣味射

擊，經過激烈的競賽，由資訊處拿

下冠軍，學務處第二名，教務處為

季軍。

每年教職員趣味競賽由軍訓

室規劃，在國內唯一設有ＢＢ彈射

擊場的大學，由軍訓室推動設立，

為有效推動全民國防教育，增進師

生全民國防共識，設立ＢＢ彈射擊

場，每年都讓學校教職員參與團體

競賽，透過競賽帶動團隊精神，為

學校注入運動健康風氣。

今年總計約百位教職員同仁參

加，不少同仁帶領小孩出席競賽，

讓比賽充滿歡樂氣氛，徐興慶校長

為比賽鳴槍起跑，今年總計有資訊

中心、總務處、學務處、教務處等

四組隊伍參加。

【文 / 李文瑜】第 59 屆校慶運動會 3 月 20 日在
體育館舉行，學術及行政單位在系所旗手的引領
下，繞至主席台，向徐興慶校長揮手致意。徐興
慶校長說，競技的勝與負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透

過舉辦校慶運動會，凝聚大家的團結與信心，發
揮德智體群美的體育精神，展現文化大學即將迎
接一甲子的堅強實力。

運動會首先由華岡親善團同學護持校旗進

場，接著全場教職員生齊唱校歌，展現華岡人的
向心力。

今年開幕典禮的開場表演由技擊運動暨國
術學系 TDS 飛馬跆拳道示範團，結合音樂、舞
蹈、跆拳道、後空翻及戲劇元素，呈現多元精采
的大型秀，現場掌聲不斷。運動與健康促進學系
則帶來流行舞曲，展現青春熱舞的實力，舞蹈系
的民族舞曲，也為校慶活動帶來另類的運動精
神。

徐興慶校長說，運動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是要堅持長久，才能讓身體健康樂活長久，希望
大家能夠善用體育館，樂活健康。明年將是文化
大學迎向一甲子的盛會，敬請全校師生期待各項
慶典活動。

【文 / 李文瑜】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排球運動聯
賽，文大拿下公開男生組亞軍好成績，該隊指導
老師為余清芳老師及王敏憲老師，未來排球隊將
持續參加 110 學年度大專排球公開組第一級之
最高等級賽事，期待未來排球隊的精彩表現。

文大公開男生組第二級排球隊，3 月 12 日
在 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排球運動聯賽冠軍賽中
面對交通大學，師生士氣高昂，鬥志旺盛，頻頻
展現絕佳美技，雖然最後以 16：25，11：25 及
17：25 屈居全國亞軍，但在整個賽事的精彩表
現仍獲好評。尤其，球員全力求勝的精神及不輕
言放棄的態度，仍備受球迷肯定。

文大男子排球隊在這場比賽後，確定在
110 學年度將參加大專排球公開組第一級，期待
排球隊在下學年度的大專聯賽中能繼續精彩出
征！

【文 / 李文瑜】嶺南派大師歐豪年教授，3 月
17 日在文化大學歐豪年美術館，接受國立教育
廣播電台編導兼主持人徐德芳專訪。歐豪年教
授說，在文化大學執教超過四十年，培養無數
國內知名藝術家，作品以山水、畜獸、花鳥和
人物水墨為主。天寬地厚是他生活的哲學與態

度，唯有放寬心面對生活的苦與樂，謝謝天地
給自己最寬厚的對待，成為畫作裡的養分。

歐豪年教授，1935 年生於廣東省茂名縣
（今改隸吳川）。17 歲師事嶺南畫派大師趙少
昂，國學造詣深厚。歐豪年慣以墨彩對景寫生，
更透過造景的靈活手法，收納許多各地山水鳥

獸。他更擅於詩文，常「以詩入畫」，筆墨尤
蒼勁豪邁。一代大師張大千曾稱讚說：「豪年
道兄，纔一落筆，便覺宇宙萬象奔赴腕底，誠
與造物者同功。」足見其充沛的內涵與博大的
氣勢。

歐教授早年揚名國際，應邀至港、日、星、
馬、歐、美等國家之美術館舉行個展，並曾獲
法國國家藝術獎等多項國際性大獎。除了創作，
歐豪年教授任教文化大學四十載，培育出不少
藝壇後繼及新秀，去年獲頒文大榮譽博士。

文大「歐豪年山水特展」由李婉慧館長策
展，展出 40 幅精品，最驚艷的一幅長 200 公分
寬 500 公分的五聯屏「樂山圖」。

李婉慧館長推廣歐豪年文化藝術，也是中
央研究院嶺南美術館榮譽副館長，推廣嶺南畫
派到台灣的發展。位於文大曉峰紀念館九樓的
歐豪年美術館，自即日起日至 6 月 25 日（周一
至周五），展出「歐豪年山水特展」，免費對
外開放參觀，歡迎文大校友、師生及民眾前來
共享藝術盛宴。

教職員趣味射擊競賽59 屆校慶運動會 

體育學系公開男生組排球隊 獲全國大專排球運動聯賽亞軍

嶺南派大師歐豪年電台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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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獲冠軍 學務處亞軍 教務處季軍   

歐豪年教授 : 感謝天地寬厚對待 成為畫作養分

親善團迎校旗 徐校長鼓勵發揮運動精神

【文 / 李文瑜】找工作，是應該，
還是我要？！找到適合自己的工
作，是希望，還是我要？！

學生事務處職發組給即將有
就業、實習需求的高年級學生舉
辦職涯戰鬥模式，邀請大家踏出

職涯第一步，今年舉辦有四場，
110 年 4 月 14 日、4 月 21 日、4
月 28 日、5 月 19 日 10 時 10 分
到 12 時，共計 4 次。凡是為主，
歡迎報名參加。

學生事務處職發組說，當你
的態度提升到「承諾找到適合自
己的工作」，你的世界就會不一
樣，一起來創造屬於自己的職涯
戰鬥模式，踏出職涯的一步！因
此，特別為即將邁入職場的學生
舉辦相關研習營，連續四場均在

大孝館 2 樓團體諮商室，講師為
王瑋琪心理師。

有興趣報名的同學請親至職
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 ( 大孝館 204
室 ) 報名，並繳交保證金 $200 ，
凡是參與後即可退還，相關洽詢
專線：2861-0511 分機 12509 胡
心理師，該活動凡是全程參與活
動登錄全人學習護照「群育」8
點。

「Just Do It ！創造開啟職涯行動的戰鬥模式！」
生涯探索與規劃團體【全人學習點數群育 8 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