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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校園週大恩館川堂登場.....

吳萬益校長親自射發 BB 彈 象徵校園打擊毒品絕不手軟

【文 / 李文瑜】友善校園週來囉！由軍訓
室、學生事務處生輔組與諮商中心發起的友
善校園週每日熱鬧在大恩館川堂舉行，活動
至 10 月 19 日期間，每日上午 10 時至 14 時歡
迎全校學生揪團闖關，Hold 住您的安全，現
場還有各項好玩好用的文宣品，送給闖關的
學生。15 日特別舉辦大型的開幕典禮邀請吳
萬益校長、朱漢權總教官等聯手射擊 BB 彈，
象徵打擊毒品絕不手軟。
開幕典禮上熱歌勁舞，加上一首 「明天會
更好」 的代表歌曲，邀請慈青社手語演出，
讓現場掀起一波波歡呼聲，最為精彩的是體
操啦啦社跳出時下最熱門的騎馬舞，健康有
勁。黃莉惠教官說，參加華岡的社團，讓青
春絕不留白，也讓大學生活絕不染毒、不吸
菸，健康熱情，明天一定會更好。
目前正在大恩館 2 樓川堂舉辦友善校園週闖
關活動，活動首日即有將近 300 位師生參與，
本次活動，士林健康中心與臺北市毒品危害
防制中心特別提供精美實用之戒菸護脕、便
條紙、反毒造型筆與 L 夾，還沒有闖關師生趕
快把握機會，歡迎揪團闖關，HOLD 住您的安
全喔。
友善校園的系列活動，包含校園安全、性
別平等與春暉教育系列活動：拒菸、反毒、
防愛滋、不酗酒、不嚼檳榔與性別平等不越
線，一系列的活動，現場還會有抽獎樂、安
全最樂的送贈品活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

快樂學英文
英文系 English Corner 開始囉

【文 / 李佳如】覺得自己一個人聽空中英語
有點無聊嗎？開口說英文、跟外國人聊天會很
緊張嗎？文化英文系即日起至 12 月底，於大
仁館英文系辦外討論區或大仁館 209 教室，將
有充滿熱忱與開朗的英文系師生陪你來聊天，
讓你輕鬆開口說英文！
英文系 「English Corner」 不需登記、採自由
參加制，讓為想學習的同學和想提高自己的英
語能力的人不受拘束，希望可以營造出讓同學
輕鬆開口說英文的學習環境，就算是在空堂的
零碎時間也能把握住時間練習英文！
「English Corner」 提供每週 5 天，從早上八
點至下午五點，每個時段都有不同國籍的英文
系老師、同學陪你用英文聊天。在連續兩個多
月，免費、非正式、無壓力感的會話過程中，
透過談天讓同學們漸漸習慣說英文，也讓同學
們的溝通技巧與聽力達到全方面的發展。讓我
們一起愛上英文吧！
想學英文嗎？一個人不敢說英文嗎？想認識
更多不同國籍的朋友嗎？千萬不要害羞，今天
就把握時間，相約三五好友一起到大仁館找英
文系同學們聊天吧！

教官室今年特別以紫錐花反毒宣誓，明天
會更好為題，邀請華岡人一起唱出明天會更
好的主題曲，也拍攝小短片，宣傳反毒宣

言，黃莉惠教官說，目前這部影片已經送至
教育部，意義極為不凡，代表文化大學全體
師生站出來為反毒宣誓 「讚」 聲。
校園安全、性別平等闖關活動，第 1 關為拒
菸反毒簽名連署並推動紫錐花運動、第 2 關戒
菸就贏、第 3 關性別平等不越線、第 4 關請射
在對的地方，安全連線，遠離愛滋毒品、第 5
關交通安全拼圖遊戲、第 6 關賃居安全停看
聽 、 第 7 關 打 擊 毒 品 ， BB 彈 射 擊 、 闖 關 成
功，歡迎抽獎樂，安全最樂，備有多項實用
文宣品。
此外，軍訓室今年結合 101 年紫錐花運動元
年，傳播 「紫錐花運動」 健康、反毒及愛己
愛人之意象，今年將透過導師班級輔導，鼓
勵學生共同討論製作創意口號參加競賽，激
發學生對紫錐花運動的參與感及創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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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台灣同胞聯誼會參觀文化大學

張董事長以小型座談會方式與貴賓話家常

鼓勵華岡人參與比賽 為職場人生加值
設計類軟體競賽 Adobe ACA 設計職能創作競賽開跑
【文 / 李文瑜】台北市將在
2016 年 申 設 為 「 世 界 設 計 之
都」 ，而被譽為全國最大設計
類軟體競賽 Adobe ACA 設計職
能創作競賽即將開跑，各項豐
富的獎品，歡迎華岡人來挑
戰，今年賽事共分 「專業考證
組」 及 「創意設計組」 。該項
比賽由台灣資訊整合協會主
辦，獎品包含平版電腦、手寫
版等豐富禮品，報名日期即日
起至 12 月 31 日止，歡迎華岡學生踴躍報名參
賽，為文大爭取榮譽。
台灣資訊整合協會理事長邱月香表示，台
北市將在 2016 年申設為 「世界設計之都」 創
意設計產業將是台灣的明日之星，希望能有
越來越多年輕人，發揮創意，投入這個領
域。目前第二屆菁英盃 Adobe ACA 設計職能
創作競賽是國內最大的設計類軟體應用競
賽，包括分北、中、南三區進行的 「專業考
證組」 與全國好手齊聚的 「創意設計組」 ，
提供給全國各級學校的同學，一同展現設計

長才，發揮創意的絕佳舞
台。
第二屆菁英盃 Adobe ACA 設
計職能創作競賽 「專業考證
組」 又區分為北、中、南三區
的競賽，參賽者採國際證照考
試組織 Certiport 線上即測即評
測驗系統考試，依照得分高低
進行排名，各分區冠軍可獲得
平板電腦一台、亞軍可獲得數
位相機一台、季軍可獲得 DV

一台。
「創意設計組」 競賽，可個人或組隊參
賽，唯每隊之組員都需具備在學學生身份，
同時每隊之中，至少要有一人考取 ACA 國際
證照一科以上，競賽又分為「平面組」﹑
「動畫
組」﹑
「網站組」，各分組冠軍可獲得 15 吋繪圖
板一台、亞軍可獲得類單眼相機一台、第三
名則可獲得 IPad nano 一台。
第二屆菁英盃 Adobe ACA 設計職能創作競
賽 詳 細 內 容 請 上 http://www.mos.org.tw/action.
php 查詢

曉峰學苑多元學習 帶領苑生體驗不同生活
【文/李佳如】曉峰學苑分別在 10 月 1 日、4
日舉辦兩場性質截然不同的活動，分別是邀
請存誠法律事務所的薛進坤律師帶領苑生們
前往士林地方法院內湖民事大樓以及大魯閣
內湖場館，分別體會法界與運動界的不同魅
力。
曉峰苑生透過企業參訪，了解不同企業型
態，接軌職場經驗，日前存誠法律事務所的
薛進坤律師帶領苑生們前往士林地方法院內
湖民事大樓實際到法院旁聽觀摩，藉由實際
到法院的觀摩研討個案，充實同學的法律常
識，擴充學生在法務上的實際運作認知。苑
生們藉由實際現場模擬，不談純學理派的法
律見解，在模擬真實訴訟的情境中學習成
長。
薛進坤律師指出，很高興能讓同學有實際
的體驗！因為法院其實是個充滿悲傷的環
境，無論原告或是被告，一定都會受到不同
程度的傷害，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走
上法律途徑。今天同學們能在無壓力的情況
下學習，必定能有更多所得，對於人生也能
有不同的啟發。參加活動的苑生表示，實際
的法庭並不如電影般的 「慷慨激昂」 ，在真
實法庭中法官們是耐心傾聽並且仔細釐清真
相。但是訴訟代理人卻常無法完全了解當事
人的原意，致使訴訟效率低落。苑生也表
示，透過本次法律實務的實際觀察體驗，遠
比單純的圖表或法條講解更能加深印象、同

時更能充實自己的法律觀念。
大魯閣其運動用品部副理李宜荃也對苑生
們詳細說明，李宜荃表示，大魯閣是一間年
輕的公司，任何人只要有想法就能提出，只
要願意接受挑戰，就有機會在短時間內成為
管理階級的人員；也因為是新公司，每個人
都必須成為全方位通才，因此甚至也可以當
成下一個工作的跳板。文大雖然是培育棒球
國手的重鎮，但許多苑生都是首次接觸棒
球，活動過程中，大魯閣企業精心安排分組
競賽，結合大魯閣體育王活動，讓每組苑生
都體驗打擊、投球與投籃等三項活動，讓苑
生徹底動起來。

到法院實際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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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櫃檯索取。

文大校友總會李天任理事長（前排中）與上海市台胞聯誼會文化訪問團於大成館前合影

張董事長向上海市台胞聯誼會介紹本校張創辦人對於中國文
化傳承之堅持

【文 / 李文瑜】文大校友總會李天任理事
長 9 月 27 日率上海市台灣同胞聯誼會文化訪
問團訪問中國文化大學，今年參訪貴賓均為
台商第三代或第四代，年輕有為，包含醫學
界菁英、科技與文化界。張鏡湖董事長相當
重視此一訪問團，特別出席介紹文化大學成
立之緣起與張創辦人對於中國文化傳承之堅
持。
李天任前校長，現為校友總會理事長，近
幾年積極尋求來自全球各地文大的校友群，
藉由與校友串聯合作，擴大文化大學校友網
絡，建立起全球校友緊密合作關係。李天任
博士說，歡迎上海市台灣同胞聯誼會文化訪
問團，本校與上海的關係極為密切，張董事
長也多次前往上海參觀訪問，多次承獲上海

華岡人之光

市台商的協助與關心，讓上海參訪獲得很高
效益與成果。
李天任博士說，上海市台灣同胞聯誼會文
化訪問團貴賓多為第一次參觀文化大學，只
能走馬看花的體驗文化之美，相當可惜，自
去年來文化大學成立了寒暑假學習專班，希
望大家可以與貴賓的子弟們宣傳文化大學的
陸生暑期專班，組團來台灣學習參觀，約莫
一個月的駐地學習，相信一定可以充份了解
文化大學，更能深入了解台灣之美。
張董事長也提到，本校創辦人張其昀博士
是一位地理學家，更是一位教育思想家。張
創辦人一生生活規律、嚴謹，勤於著述讀
書，經常以校為家，為學生、校務盡心盡
力，獲多方肯定。一九六二年秋，張創辦人
排除萬難，創辦了中國文化研究所，也就是
文大前身，第二年大學部的 15 個學系奉准招
生，遂改名為中國文化學院。 一九八零年升
格為中國文化大學。今日文大教育事業之發

潘世偉
副教授

【文 / 李文瑜】社會科學院勞工關係學系
副教授潘世偉擔任行政院勞委會主委。潘世
偉副教授是本校勞工研究所畢業，目前是國
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成員之一，曾
於 2008 年總統大選時，為馬英九總統提出勞
工政策白皮書，而潘世偉老師為親自撰寫
人。
潘世偉副教授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學士、中
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美國康乃爾大
學產業及勞工關係博士。為中國國民黨黨
員，為國民黨智庫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成員
之一。
潘世偉副教授具有 10 餘年工會經驗，對實
務界並不陌生。潘世偉是總統馬英九勞動政
策起草人，加上來自工會背景，長期對勞資
關係事務關切，今年從副主委升任主任委
員。潘世偉副教授早在 20 多年前投身工會，
擔任台灣省機械聯合工會總幹事，當時包括

升任

達，學生之眾與系所之多，實為張創辦人的
努力。
張董事長提到，張創辦人積極推動漢學文
化，終身職志是致力於中國文化的宣揚，一
九六四年，創辦人計劃編纂 「中文大辭
典」 ，邀請多位國學大師擔任編輯，數十位
學者參與，歷時八年，完成全球最完備的中
文大辭典。一九六八年創辦人籌備 「國際華
學會議」 他用 「華學」 而捨 「漢學」 ，因為
不僅 「漢學」 易與 「宋學」 「清代樸學」 相
混淆，而且中華民族除漢族外還有滿、蒙、
回、藏等民族，漢學實難概其全。一九六一
年，創辦人開始撰寫 「中華五千年史」 ，但
僅寫到西漢就逝世了。他所撰上古歷史收集
的文獻資料，極為完整，但近數十年，中國
發現了許多考古遺址和史料，河姆渡文化的
發現即為一例。但其中的《孔學今義》，是
傳世之作。二○一○年北京出版社出版了簡
體字版，二○一二年浙江大學發行英文版。

行 政 院
勞委會主委

唐榮、中鋼等工會都是他的會員，1987 年謝
深山擔任總工會理事長時，潘世偉也在總工
會擔任教育處長。
潘世偉副教授自民國 87 年即在文化勞工關
係學系教書，目前則是專門指導勞工關係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指導課程為 「勞工關係理
論與專題研究」 ，該科透過不同學科領域，
對於工作、就業、勞動市場、以及勞資關係
之理論及實證進行基礎的研究。勞工關係理
論課程內容除將追溯本領域研究之發展歷
程，特別是針對規範性之前提概念，以及方
法論之傳統，與其他學術領域在工作與勞動
研究上之貢獻進行比較。同時，也會檢視一
些近代之型塑本研究領域之理論與政策性之
論辯，再從不同學術領域之角度出發，來檢
視該領域對於工作和勞動關係相關議題之研
究。重點將以近期對於不同產業之研究為基
礎，描述不同學術訓練自不同角度進行之研

究:包含田野研究、質性或量化之資料蒐集和
分析等，鼓勵田野研究，混合講師授課與邀
請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講座，以拓
展同學之視野。
1991 年潘世偉到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直
到 1998 年才回國，當時除了在文大教書，還
兼任總工會祕書長。潘老師從沒有放棄對勞
資關係事務的投入，勞委會工會法、勞資爭
議處理法等勞動三法修法過程，提供不少意
見，對勞委會業務極為熟稔。

《文大校訊》是一份報導教育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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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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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生

美國作家

移地學習

萬丈高樓平地起。

師長金句

法學院的五星級移地學習之旅

廈門大學法學院提供優質師質與議題豐富移地學習意義

野

【文 / 李文瑜】今年暑假各學院推出掌握國
際趨勢，學生一定走出去的移地教學政策，由
各學院或系所主任率團移地學習，邊學邊看，
打看眼界新視野。法學院於今年 8 月 15 日至 8
月 21 日為期一週，於廈門大學法學院舉行移地
學習課程，總計 15 名學生參與，以 「兩岸合同
法及侵權法之比較研究」 為移地研究課題，了
解兩岸法學差異，法學院何曜琛院長說， 「這
是很好的移地學習政策，引領學生踏出台灣，
接軌世界不一樣的角度與視野，未來，還會繼
續與大陸的姐妹校建立更多的移地教學營，將
更多的學生移地至大陸親身學習感受兩岸法律
大不同。」
今年移地學習由法學院何曜琛院長、法學組
許惠峰主任及戴銘昇老師帶領法學院 15 名學生
前往該校學習兩岸合同法及侵權法之比較研
究，廈門大學由法學院朱泉鷹及黃健雄二位教
授分別介紹大陸法制與台灣法律之不同。

由於目前大陸台商甚多，對於製造商品、銷
售及保護財產的法律觀念甚嫌不足，也因兩岸
法律的立足點不同，而有不同的詮釋與影響程
度，因此，今年移地學習特別鎖定此一議題，
讓參與的同學們對大陸法制有更進一步深入的
瞭解，有助於未來有興趣朝此一課題發展的學
生可以有更親身的法學制度體驗。
移地學習獲得大陸廈門大學法學院的認同與
肯定，學生學習後，法學院的侯利標書記及陳
曉明副院長設宴款待全體參與移地學習師生，
兩校互贈紀念品，以茲留念，兩校皆表示兩院
法學院之師生，日後在此一基礎上，應定期舉
行不同學科之交流學習，強化二院之合作關係
及友誼。
此外，為強化移地學習的目的與成果，今年
法學院的暑期移地學習特別讓參與移地學習學
生前往福州參加 2012 海峽法學論壇，今年論壇
主題為 「依法行政與社會治理」 ，與會學者涵

蓋大陸、台灣、香港及澳門等地之學者，同學
們對於有幸參與此一盛會，都感到萬分高興。
法學院何曜琛院長說，今年暑期移地學習，
學生不但有幸參訪美麗廈門大學校園，還可以
與大陸教授面對面學習大陸民法重要領域，同
時，可以居住在五星級飯店內，學習大陸 「依
法行政」 法制建設之發展，實為一場成果豐碩
的學習之旅，未來法學院將持續推動辦理移地
學習，並朝往更多的姐妹校舉辦移地學習，並
希望有機會可以辦理相關研討會，讓學生有機
會與大陸法學、產、官學界認識，開闊人脈視
野外，更能提升自我學術發表的能力，共同與
系所邁向卓越里程碑。

台灣廣告教育的創舉

廣告系跨國向日本電通等知名企業取經
【文 / 廣告系 游恩寧】因應教育部教學卓越
計畫，新聞暨傳播學院執行院特色計畫，廣告
學系特別開設 「跨文化體驗行銷」 課程，由廣
告學系主任羅文坤及漆梅君、陳燕玲老師，帶
領 34 位同學組成的參訪團，於 2012 年 9 月 2 日
至 6 日展開為期五天四夜的日本東京移地學習課
程，今年行程以觀摩日本廣告專業實務為主
軸，配合消費文化與體驗行銷的實地考察，打
開廣告系師生國際新視野。
移地教學此行拜訪日本最大廣告代理商電通
株式會社，對於前所未有的台灣廣告系師生參
訪團，除參觀東京廣告博物館、廣告專業圖書
館外，由關西支社營業部金子保部長相當熱情
地親自接待，安排全球業務室根本薰總監、前
田將多及錢曉波三位相當優秀的資深講師，為
同學介紹日本廣告產業的發展以及電通廣告最
新的專業服務模式，分享廣告文案與企劃工作
的寶貴經驗，在日本東京廣告產業龍頭的全球
總部，紮實接受廣告專業實務的洗禮。
金子保部長還特別對於廣告系致贈的畢業展
專刊中，登載著學生舉辦校園活動的各項成果
紀錄表達高度的興趣，連連讚揚與肯定台灣學
生的優異表現。
該公司與本校廣告系有多年產學合作實績、
生產 Gatsby 男性美妝清潔用品的台灣蔻仕麗公
司（Mandom Taiwan Corporation），因此，廣告
系今年特別安排拜訪日本男性用品最權威的
Mandom 株式會社，總部位於大阪的 Mandom 公
司，海外事業部事業推進課四戶孝先生與堀弘
人先生因為參訪團的到來，特地從關西來到東
京辦公室為同學安排專題講座，而台灣蔻仕麗
公司企劃部副理江志勇先生也為了此行而專程
到日本會同接待，讓廣告系師生備感親切與感

動。
從男性消費崛起的社會趨勢中分析 Gatsby 的
行銷定位策略，宣傳販促部宣傳課羽鳥真先生
則從產品包裝設計與木村拓哉代言策略中，探
討 Gatsby 如 何 穩 穩 佔 據 市 場 第 一 的 寶 座 。

吳萬益校長

深耕文化，提升學術地位，創校 60 週年進入世界知名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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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數系學生王榮燦 參與台灣電玩隊伍 拿下 世界總冠軍
物理系校友張文瀚 獲法國 Px3
攝影大賽 職業組藝術類金獎

打開國際新視

寇蒂斯

專欄作者：林宜蘋 輔導老師

轉系不容易，人際是問題？

【文 / 李文瑜】物理系畢業校友，任職台北榮民總醫院
醫學教育中心張文瀚，結合興趣與專業，成為國內罕見的
醫院專業攝影師張文瀚，以獨特的敏銳美感，今年再度奪
下法國 Px3 攝影大賽職業組藝術類金獎。張文瀚提到，因
為沒學過攝影，以無師之通展現強烈個人風格。
燈塔、餐廳、民宿天花板的一角，透過攝影鏡頭，竟變
成風格強烈的抽象幾何藝術；國內罕見的醫院專業攝影師
張文瀚，以獨特的敏銳美感，奪下今年法國 Px3 攝影大賽
職業組藝術類金獎。
張文瀚是文化大學物理系畢業，沒學過攝影，無師自
通，也因此無傳統包袱，更能展現強烈個人風格。他把攝
影當成職業才短短三年時間，卻接連囊括國內外攝影大
獎。張文瀚這次獲獎作品名為 「幾何」 ，色彩與構圖具強
烈個人風格。他希望透過鏡頭，表達線條之美，在他眼
中，無論直線平穩、豎線活潑，都充滿力量與美感。此
外，張文瀚另組作品 「沉默」 也獲得銀獎，取材自金門一處廢棄的戲院，當年座無虛席、喧
譁絢爛，如今卻已人去樓空，只留滿室的殘破空椅，反差甚大的對照，讓人更能感受到那份
寂寥與沉默。
目前在台北榮總擔任攝影師的張文瀚，已在職業組榮獲三項大獎，作品包含 「流浪路燈
下」 以高難度的重複曝光技巧，抽象畫般手法，表現出時光流逝，及人類身體與心靈的持續
漂泊與流浪狀態，分別拿下銀獎與銅獎。

台灣電玩隊伍 台北暗殺星 拿下世界總冠軍
文大應數系王榮燦（Stanley）為成員之一

【文 / 李文瑜】台灣電玩隊伍 「台北暗殺星」 （TPA）昨天
上午在美國洛杉磯舉行的電玩大賽 「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 世 界 錦 標 賽 ， 一 舉 擊 敗 宿 敵 南 韓 ， 奪 得 世 界 總 冠
軍，這場號稱電玩史上總獎金最高的比賽， 「台北暗殺星」 得
到一百萬美元獎金（台幣二千九百三十六萬元）。其中，王榮
燦（Stanley）是本校應數系的學生。
他接受媒體訪談時提到， 「這次獲獎後，哥哥打電話來告訴
自己以我為榮，真得很令人高興。」 體重破百的王榮燦，參與
這次比賽，集訓兩個月，常因為手心容易流汗，習慣在滑鼠鋪
上面紙，今年特別從台灣帶面紙到洛杉磯參賽，Stanley 的面紙
因此也被網友戲稱是奪冠功臣。
「台北暗殺星」 是以三比一擊敗南韓 「Azubu Frost」 。英雄
聯盟在全球擁有七千萬名玩家，台灣有兩百多萬名玩家，總決
賽吸引上萬名觀眾入場觀賽，台灣有超過十五萬名網友在線上
為台灣隊加油，賽後官網被擠爆，TPA 臉書粉絲專頁按讚人數
狂飆三萬人。而台灣電玩隊伍 「台北暗殺星」 （TPA）在美國
洛杉磯舉行的電玩大賽 「英雄聯盟」 （League of Legends）世
界錦標賽，不負眾望一舉擊敗宿敵南韓，奪得世界總冠軍，
「台北暗殺星」 得到一百萬美元獎金。

輔導老師您好：
我現在是大二的學生，這學期剛成功
轉到新的科系，覺得好像和新同學有點
格格不入，因為班上的同學們都已經同
班一年了，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小圈
圈和好朋友，我覺得好難融入新同學
們，我該怎麼辦呢？
By 小甜
親愛的小甜你好：
適應新環境時，我們難免會遇上挫折
與困難，想必這段時間你的心情也受到
了影響，特別是看到同學們各自都有自
己的小圈圈，而你卻正要開始認識他
們，難過和孤單的感覺可能已經困擾你
好一陣子了。尤其，在試著融入新同學
的過程中，有時也許會力不從心。接下
來，老師將提出幾個方向，試著跟著一
起思考看看，或許能夠幫助你更快融入
新班級。
一、整理過去的正面經驗
適應新環境是每個人出生到現在都不
斷在經歷的過程，你還記得自己過去有
那些適應新環境的經驗嗎？而當時你花
了多久才融入新朋友當中呢？在面對陌
生的環境時，每個人都需要一段時間來
讓自己做足準備，漸漸熟悉新的人事
物。當你從過去的經驗中了解自己的狀
態之後，我想容許自己擁有一段足夠的
適應時間是非常重要的，千萬不要給自
己太大的壓力喔！
另外，還記得你過去剛升上國中或高
中時，是如何適應新班級的嗎？也許你
相當擅長主動與同學交談；或者你會找
一兩個座位旁邊的同學開始聊天，並且
邀約同行買東西或上廁所；又或者你習
慣透過網路交新朋友，將同學的 FB 或
MSN 加為好友。試著回想過去融入新環
境時的正面經驗，將適合你的交友方式
嘗試用在這次的經驗當中，你將會發現
自己在融入新班級也能得心應手喔!
二、思考可能阻礙自己的因素
在這之後，我們可以思考看看自己對
於認識新同學有什麼想法呢？是否曾想
過… 「因為同學們已有了自己的小圈
圈，所以根本很難讓外人加入」 、 「剛
認識的我比不上認識很久的他們」 …。
當出現這些想法後，心情也容易受到影
響，可能開始出現擔心或害怕的感覺，
這些感覺容易讓我們在適應新環境的過
程中停滯不前，甚至阻礙了自己與新同
學的正常接觸。你是否也因為內心的擔
心或害怕，而莫名地增加了交新朋友的
困難呢？如果有，建議你思考看看這些
想法是否真如你的想像發生，例如在小
圈圈中的同學們也許因較常與好朋友交
談，而少有機會與其他人接觸，但並不
代表他們不想認識新朋友。受困於阻礙
自己的想法，可能導致失去與他人接觸
的機會，因此反思自己的想法與阻礙因
素，別被擔心和害怕的情緒牽著走喔！
三、具體的行動與方法
當你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情緒之後，想
要融入新同學還需要一些具體的行動。
建議你可以利用生活當中的小事件來增
進與同學互動的機會，例如把握分組報
告和討論的組別，從小組中開始慢慢認
識同學，也許小團體能夠幫助你更自在
地結交朋友。或者可以觀察一下班上的
同學，若是有感覺相處得來或想認識的
人，可以在上課前選擇他附近的座位坐
下，藉由下課時間與他交談。另外，積
極參與系上所舉辦的活動，也能夠幫助
你與新同學有更多接觸喔！
透過這幾個方向的思考與行動，我相
信小甜在不久之後，會慢慢地找到自己
適應新環境的步調，並且掌握住融入新
同學的各種方法，祝福小甜順利地渡過
這個時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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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寒假遊學團-中國文化大學 美西柏克萊英語研習營開始報名了!
名校遊學．第一品牌．大學級基金會主辦．家長安心 口碑第一．活動豐富多樣化．全程照料

具有 22 年遊學經驗並享譽遊學第一品牌的中國文化大學將於 2013 年寒假再度推出美西柏克萊英語研習營!能提
供團員最有品質保障的服務，並且是全台唯一正規大學外語教育之海外語文研習團，深受老師、家長推崇。歸國
學人帶您認識當地國的學制，為日後留學暖身。前進海外深度遊學讓您體驗到優良的教學品質，上課教材全由專
家製作，以不同的主題讓您認識其文化、風俗、制度、禮儀、俚語等。專業的師資採用活潑的方式，使您在完全
英文的環境中，自然而然聽力大幅進步，日常慣用語及發音也會越來越接近正統英文。

美西柏克萊英語研習營

Mandom 公司還特別安排將此次參訪紀實及同學
心得刊載在其社內刊物，讓此次交流在日本留
下精彩的紀錄。
藉由此次日本東京的移地教學活動，文化廣
告系為台灣廣告教育寫下了歷史性的創新紀
錄，不但是國內廣告專業教育的領航創舉，建
立將專業課程推展至海外授課的模式，並與全
球廣告產業最具規模與權威性的日本電通總部
取經，還將校內與 Gatsby 產學合作的良好基礎
延伸到日本 Mandom 母公司進行跨國深度交流，
更見習引領日本數位行銷風潮的 beBit 公司最新

的觀念與策略模式，整體收穫可謂相當豐碩，
讓師生在開拓國際視野之餘，為產學合作的跨
國模式建立了嶄新的里程碑。
日方企業則是首次接觸到文大學子的熱情活
潑，雙方的跨文化交流別具意義。廣告系的同
學在此行充分表現出積極的學習態度，以及優
異的秩序表現，每一場參訪講座結束後，都踴
躍提問互動，此行建立了難得的跨國交流情
誼，讓日本友人留下深刻印象，且與參訪單位
預約來年的再次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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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櫃檯索取。

獨家行程 + 三週美語生活訓練讓你變成舊金山達人!!!
舊金山（柏克萊 ESI ）3 週英語課程（每週預計 15
小時 ESL 英語課程 + 3 小時戶外教學活動）+ 洛杉
磯(LA) 三天兩夜遊: 迪士尼樂園、環球影城、星光
大道+ UCLA 巡禮參訪
住宿 YMCA : 2 或 3 人一間

舊金山趴趴走：
史丹佛大學、金門大橋、藝術宮、漁人碼頭、金門
公園、九曲花街、惡魔島、沙薩利多島、柏克萊電
報街、聯合廣場購物街、卡斯楚街、嬉皮區、日本
城、中國城、奧克蘭湖區、名牌大賣場…等。（依
照學校安排而調整之，可自由參加）

說明會地點： * * 文化城區部：每週六 PM2:00 ~ PM3:00 B303 室
文大學生報名享有優惠折扣價，還有豐富的贈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預約講座請電洽華岡興業基金會_文化大學推廣部：(02) 2700-5858 海外組分機 8581 ~ 8585
網址:http://studyabroad.sce.pccu.edu.tw/
電子郵件: cylee@sce.pccu.edu.tw

有任何心理困擾或需求，歡迎前來諮商中心~
電話預約：(02)2861-0511 轉 12611 或 12612
親自預約：直接前往大孝館 2 樓
學生諮商中心 安排會談時間
E-mail 預約：cufak.pccu@gmail.com
(請註明姓名、系級、聯絡方式及想先讓老師知道的部分)

《文大校訊》是一份報導教育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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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