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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文大有氧隊公開免費體驗課，邀
請全校師生！四月份想運動想流流汗，但又不想
花錢或跟一堆人擠公車下山嗎？每周一到四中午
十二點到一點，每天都會有不同老師為大家安

排、絕對讓大家體驗多元運動課程，地點在大孝
館一樓韻律教室，免費課程，隨到隨報名。

文大有氧隊是由學生組成，並在重要場合
擔任表演嘉賓，經驗豐富，今年也特別開設【有

氧隊免費體驗課】，總計有 30 幾位專業老師參
與安排不同的運動課程，讓運動再也不會無趣，
歡迎大家一起來流汗。上課地點為文化大學大孝
館 1 樓韻律教室。

【文 / 李文瑜】文化大學新聞系 3
月 30 日辦理主播前進校園講座活
動，邀請中天電視台三位當家主播
盧秀芳、劉盈秀及簡至豪和新聞系
師生展開對談。中天電視台也因應
網路的轉型，近期將首次展開網路
主播徵選，獲勝的同學將有機會直
接進入中天電視台工作，盧秀芳主
播力邀文化大學的學生們把握成為
網紅主播的機會，因為中天電視台
是目前國內以電視台人力設備規格
轉型製作 Youtube 的電視台，絕對
足以讓文化學生逐夢踏實，成為優
秀新聞從業人員。

盧秀芳在對談中表示，她擔任

電視主播 30 年，近期轉為網路主
播，像是在鏡頭前面「吃播」是她
以前想都不會想到的事情。她勉勵
同學，遇到困境要學會放飛自我，
同時也比喻「只要有裂縫陽光就會
照進來」，希望同學遇到困難不要
放棄。

這場由文化大學新聞暨傳播學
院、文大新聞系以及中天電視台聯
合舉行的主播校園對談，除了新聞
系學生外，新傳學院院長胡幼偉、
文大教務長方元沂、和學務長李亦
君參與出席，並且由中天電視台全
程網路即時轉播，吸引了上萬名網
友觀看，網路上即時留言除了盛

讚中天主播走入校園模式很新鮮之
外，對文大新聞系學生在提問以及
相關表現上也予以肯定，不少留言
表示「提問學生的問題有做功課」、
「問題問得不錯」，其中一位新聞
系學生在現場和主播分享自己經營
Youtube 頻道的心得，還意外在網
路上引起不小騷動，吸引不少粉絲
訂閱。

在中天轉入網路之後以螃蟹
舞吸引了大批粉絲的劉盈秀，談到
從電視轉入網路的轉變時表示，網
路的播報顛覆了大家以往的想像，
很多事情比過去更為即時，例如她
被要求跳螃蟹舞的當天，原本是坐

著播報，但因為網路上粉絲要求，
她臨時被轉到另外一個攝影棚「站
播」，才會有跳螃蟹舞的這一段過
程。

另一位主播簡至豪原本是念
戲劇，畢業後卻轉入新聞業。簡至
豪說，網路的播報方式常會有許多
粉絲即時互動，有一次報導中共中
央外事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時，一
開始念對了，第二次卻唸成「楊潔
虎」，當時自己都沒發現，還是觀
眾在即時留言的時候糾正他，讓他
及時改正過來，如果是電視時代可
能就一路錯下去。

文大有氧隊公開免費體驗課 四月份運動月

經營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天當家主播進入校園招新全程網路秀  
分享新聞轉型網紅放飛築夢的甘苦

國際網路視訊串連台日學者 分享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

每天中午一小時運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流汗

第四版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文大校訊》為您掌握校園動態。歡迎前往曉峰紀念館資訊中心八樓、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文 / 李文瑜】「2021 年經營倫
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國際學術研討
會」，3月26日在文大大夏館舉行。
由於疫情，今年研討會透過網路遠
距會議與日本學者現場交流互動。
徐興慶校長致詞指出，研討會聚焦
日本與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文大
商學院與日本經營倫理學會攜手邀
請產學各界先進探訪企業的經營倫
理與社會責任等議題，期使公司經
營更健全、社會氛圍更祥和，相當
有意義。

學術研討會開幕式貴賓，包括
文大張海燕董事、文大特約講座教
授林彩梅博士、文大商學院院長汪
進揚博士、日本經營倫理學會會長
潜道文子博士、日本經營倫理學會
前會長高橋浩夫博士等。

徐興慶校長說，面對時代新趨
勢，無論台灣或日本，在倡導商業
道德和企業社會責任時，重點都放
在如何建立公司體系和建立可持續
的管理體系上。今年邀請台灣萊雅
總裁陳敏慧總裁，以「台灣萊雅如

何體現企業社會責任和永續經營」
為題，從公司本身如何體現企業社
會責任和永續經營為主題，深入探
討企業的做法，以利產官學界研究
與效法。

林彩梅博士說，這場研討會對
世界經濟發展和人類幸福都很有意
義、是一場有價值的國際學術研討
會。目前大學重視「專業性知識教
育」卻忽視「教養性智慧教育」，
多僅將「企業倫理」課程當作選修，
如今企業界正期盼將其列為「必

修」。
林彩梅博士說，世界的問題

是異文化衝突問題和企業間社會責
任問題，雖有聯合國和各國對企業
道德的規範，但是法律不足時必須
由倫理道德來補足，能落實倫理道
德必須持有「和平共生自他彼此都
幸福」的精神，因此大學公民教育
必須加強「和平共生自他彼此都幸
福」、普及倫理道德，才能提高企
業的社會責任。

汪進揚院長說，文大商學院看

到企業的趨勢，因此從大學到博士
教育，一貫性地致力於道德教育，
並將其列為必修課程，就是意識到
它的重要性，也唯有透過不斷的教
學和實踐，積極落實企業道德文化
的重要性，每年並透過舉辦大型的
國際研討會宣傳企業倫理，藉此讓
教育界對道德意識更為重視。

高橋浩夫博士說，透過國際遠
距現場研討會，相信對所有人都非
常有幫助。他表示，我們正生活在
一個複雜的世界中，不斷有新的商
業道德和企業社會責任挑戰，需要
與亞洲其他國家建立牢固的聯繫，
面對疫情，台灣及日本之間能以這
樣的形式召開會議，並為大家提供
幫助，是一次成功的會議。

日本經營倫理學會會長潜道
文子博士則提到，很開心與文大共
同合辦研討會，這是非常難得的機
會，我們也從其中學到很多東西，
這次會議將成為未來可持續交流的
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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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湘鈞】產官學界
代表３月 30 日在中國文化
大學共同簽署「2021 不動
產產學合作大聯盟推動平
台」，希望透過建立平台產
官學資料庫、定期會議與論
壇以及成立智庫，成為一個
跨域、跨組織的快速溝通機
制，為台灣培養更多不動產
產業專業人才，及為民眾提
供更好的服務。

出席「2021 不動產產
學合作大聯盟推動平台」的
來賓，包括內政部地政司王
成機司長、中華民國不動產
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張世芳理事長、台北
市政府地政局張治祥局長、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康秋桂局
長、桃園市政府地政局蔡金
鐘局長，以及華固建設董事
長董榮昌等四十餘位產業界
代表，共同見證簽署典禮。

文大王淑音副校長表
示，土資系已有52年歷史，
在不動產相關業界有很多傑
出校友；期盼藉由這個永續

平台，讓同學能夠獲得更好
的專業訓練，為國家社會作
出貢獻。

內政部地政司王成機
司長表示，投身不動產業是
許多土資系同學的志向，感
謝文大及仲介經紀全聯會推
動成立產學合作平台，希望
藉由平台做好學界與產業的
連結，並讓有志者了解不動
產業是多麼的棒，並對民眾

做更好的服務。
民國六十三年自土資

系畢業的鍾榮昌董事長表
示，回到文大就好像回到老
家、故鄉。他說，畢業後，
「唯一的工作就是不動產
業，也是我終生熱愛的產
業」。未來產學的緊密結合
絕對是一加一大於二，只要
有明確目標、具體策略搭配
強力執行，必然會有具體成

果。文大校友總會秘書長魏
裕昌也代表校友總會致贈紀
念品給鍾榮昌，感謝他對母
校及母系的回饋。

張世芳理事長說，產
業需要人才，透過平台，業
界能找到好人才為民服務，
學生則可藉產業合作與職場
無縫接軌。他除了感謝文大
鼎力培養人才，並授與文大
土資系李家儂主任學術總顧

問證書。
李家儂主任說，學界

是培養業界人才的重要指
標搖籃，文大土資系的教育
方針，採教學、研究、推廣
並重原則，教育目標就是培
育土地資產規劃及管理人才
及培育環境資規劃與管理人
才，因此，願意擔任領航者
的角色，建立一個跨黨派、
產學合作平台機制。

李家儂主任說，未來
將由產、官、學界各推派代
表，成為共同主席，學界代
表擔任執行主席，多方勢力
共同努力，以培養精進不動
產經紀人、地政士、租賃住
宅管理員與不動產估價師等
地政業務為主要目標，並輔
以協調不動產開發與都市計
畫等相關產業為次要目標，
綜合相關產業促進不動產的
永續發展。

【文 / 李文瑜】台北歐洲學校法國部校長 Ben-
jamin Orillon 與秘書羅安怡 25 日蒞校參訪，
文大與歐洲學校交流往來甚為密切。法文系黃
馨逸主任說，台北歐洲學校與文大法文系一直
有實習合作，每年都有學生前往台北歐洲學校

實習，學生語文不但進步快，更有機會面對面
接觸國外學者或貴賓，表現都很傑出，目前還
有兩位系友在台北歐洲學校就職。

法文系黃馨逸主任說，羅安怡秘書正是法
文系校友，謝謝校友引薦參訪，希望未來有更
多機會合作交流，共同為培養法語人才努力。

黃馨逸主任提到，文大法文系是台灣第一
所法文系所，創系至今正式邁向五十年，開設
四大領域課程，包括語言教育、翻譯、法國文
化文學及休閒文創，並有完整交換生制度。

黃主任說，文大法文系與法國、比利時共
10 所姐妹校互送交換生，每年雙向推動近 40
位交換生之交換，並與法國雷恩商學院簽訂雙
聯學位合約，學生可修讀雙學士學位文憑，包
括在文大 6 學期與雷恩 2 學期，或授與碩士文
憑，也就是文大 6 學期、雷恩 3 學期課程，對
學生學習語文是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除了交換及雙聯制度外，黃主任說，文大

法文系每年獲得教育部提供法籍實習助教 1名，
針對學生口語應對能力進行強化訓練。並設有
「法文沙龍」(salon français) 制度，由法籍交
換生設計活動與學生互動，以訓練學生的法語
溝通能力。

文大法文系系所友眾多，廣布海內外，法
文系友會現任會長是享躍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行
銷部經理藍偉哲，他以其豐富的職場、領導經
驗規劃系友會運作。系友會提供學弟妹支援，
並可望在畢業生就業求職上，扮演積極協助與
關鍵角色。

台北歐洲學校設幼稚園、小學、國中及高
中。台北歐洲學校目前擁有來自全球超過 50 個
國家、1,500 名的國際學生及 300 位教職員。
台北歐洲學校由總校長領導旗下德國部、英國
部、法國部，及高中部各校校長。

不動產產學合作大聯盟推動平台成立

台北歐洲學校法國部校長 Benjamin Orillon 蒞訪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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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餘產官學代表見證 跨界合作培養更多專業人才 母校全體師生追思沛峰 華岡合唱團獻唱校歌　

莊森筆取得全大運種子選手資格 盼五月全國賽再創佳績

【文 / 李文瑜】台鐵 408 次太魯閣號事故殉職的
助理司機員、大電機系畢業校友江沛峰追思彌
撒，4 月 10 日在樹林耶穌聖心天主堂舉行，逾
千人齊聚追思彌撒。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常務
理事高許定致悼詞時表示，沛峰是文大之光，雖

然他在世只有短短卅幾
年，但無論在人間，還是在天父的懷裏，他嘹亮
的歌聲都將傳揚著美好的頌讚和祝福。母校工學
院陳景祥院長也代表徐興慶校長及全體師生到場
致意！

沛峰的父母特別製作投影片，讓沛峰親自
跟愛他的及他愛的人道別，並且傳遞安慰的信
息。眾人齊唱〈同心聚集在主前〉，跟這位至死
都堅守崗位的忠心台鐵及天國精兵，相約天家再
見。親友哽咽：「堅守到生命最後一刻，就是我
們認識的他會做的事！」

文大華岡合唱團特別獻唱〈奇異恩典〉和
〈耶穌我信你〉等詩歌，並合唱沛峰學長當年擔
任華岡合唱團男高音第一首演唱的校歌，向學長
致敬！送他最後一程，願沛峰學長安息，一路好
走！

文大電機系系友會會長呂宏益感謝母校工
學院陳景祥院長、電機系翁志祁系主任，以及校

友總會高許定常務理事、余祥泰理事親臨樹林天
主教堂參加沛峰學弟的追思彌撒及公祭，也特別
感謝校友總會魏裕昌秘書長和劉美姍秘書 ( 曾任
電機系助教 ) 的大力協助和安排，感受到來自母
校徐興慶校長及全體師生，校友總會趙國帥理事
長、全體理監事及海內外校友們的共同祝禱，追
思會圓滿順利，功德無量！向大家表達感謝之
意！

蔡英文總統也在日前在探視江沛峰家人時
宣佈，追贈江沛峰一等交通專業獎章，立法院也
已提案通過江沛峰入祀忠列祠，備極哀榮且榮神
益人。

追思彌撒主禮的唐家德神父表示，沛峰是
天主賜給我們的一份禮物，我們雖不捨沛峰的驟
然離世，但感謝天主，因著信仰的盼望，將來與
沛峰天國再相見。

【文 / 李文瑜】4 月 26 日文大羽球公開組隊員莊
森筆，在全國大學運動會前哨戰北區羽球資格賽
男子單打以 21 比 6 擊敗對手拿下勝利。也是莊
森筆進軍全大運的第一關，未來期許進入全國賽
前四強，為華岡羽球再添佳績。

莊森筆說，謝謝教練的訓練，讓自己有機
會達成目標，未來將積極備戰五月的全國賽。檢
討比賽過程莊森筆也提到：「對手針對我的弱點
發動攻勢時，要再更積極應變，對球的掌握，也

要更專心去抓節奏。」
羽球校隊總教練韋焰老師表示 : 「比賽奪

冠有兩個意義，一、多年的訓練終有所突破；二、
北區資格賽冠軍會成為種子選手，在日後賽程抽
籤會有一定的優勢，奪牌機會也相對增加。」韋
焰老師也建議莊森筆加強重訓，希望他的體能能
再提升。因為這次繳出的好成績，也讓莊森筆被
學校球團相中簽約納入旗下，對於不久後的全國
賽，他也期許自己能夠放開來打，希望自己最少

可以進入到四強。
韋焰總教練同時擔任本校教職員羽球隊教

練兼中國文化大學台北市校友會常務監事，輔導
超過 15 個以上的系羽球隊，每年辦理系際盃、
新生盃及校友盃等活動，是本校體育系運動教練
研究所博士、體育系兼任助理教授，並曾獲選奧
運羽球選手，是本校羽球項目運動的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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