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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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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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版

第587期 中華民國101年10月29日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INFORMATION ON CAMPUS

發行人／張鏡湖 社長／吳萬益 顧問／陳虎生、施登山、郭瓊俐

主 編／李文瑜 攝影／戴見安 美編／華岡印刷廠

華夏導報網址／http://epaper.pccu.edu.tw 電郵／editor@staff.pccu.edu.tw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華岡路55號 電話／（02）28610511轉13602

我是曉峰苑生
森保系郭廷燊

【文 / 李文瑜】2012年亞太商學與管理
學術研討會－不確定環境中的企業經營與管
理19日於體育館八樓柏英廳舉行，特別邀請
張鏡湖董事長以一篇 「中國的農林漁牧礦產
和水資源」 進行專題演講，現場並齊聚兩岸
三地的學者，包含本校吳萬益校長、玄奘大
學曾光榮副校長、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閻海
峰副校長與來自日本札幌大學商學部小山修
教授均相當樂見兩岸三地四校合辦此一研討
會，分享最新商界課題。

張鏡湖董事長 精闢析探中國農林漁牧史
為世界創造另一股經濟奇蹟力量

張董事長說，三十年來，中國大陸的農林
漁牧在世界經濟史上是一個經濟奇蹟，大陸
的農林漁牧業跨躍式的成長的確為全球經濟
帶來正面的成長，但中國耕地面積僅占世界
8%，1978年人口占22%，2010年減至18%。
1978 年，農作物播種面積中糧食作物高達
80%，而世界平均僅51%。因人口眾多，單
位面積產量不高，二十世紀糧食供應極為不
足。張董事長強調，提升糧食增產的方法是
大陸改良農林漁生產，包括透過品種改良：
八○年代，袁隆平所育成的雜交米(hybrid
rice)單位面積產量比其他品種高30%，是育
種史上的一大突破，小麥品種也持續改良。(
二)作物種植面積的調整：自1978年至2010
年稻米面積減少14%，稻米面積最多的省份
為湖南、江西、黑龍江，玉米為C4作物單位
面積產量極高，種植面積大幅增加。生產最
多的省份為山東、河南、雲南、四川、陝
西。(三)灌溉面積的增加：1978年中國灌溉
面積占耕地30%，1990年增至32.4%，2010
年達49.6%，為世界灌溉面積最大的國家。(
四)中國化學肥料的施用量從1978年的884萬
噸增至1990年的2,590萬噸和2010年的5,562
萬噸。為世界最大施用國，約佔世界總量
28%。

吳萬益校長
不確定環境裡的教育力量很偉大

吳萬益校長致詞說，非常誠摯歡迎來自日本
札幌大學、中國大陸華東理工大學及各校貴
賓蒞臨現場，文化大學創辦五十年，依歷史
顯見，本校商學院的發展，在林前彩梅院
長、任立中院長的接棒領導下，商學院在各

方面有相當大的進步，特別是在學術的著作
和學術的研究，已開始非常有成效具體的成
果。

今年以 「環境的不確定性」 做為一個研討
會的重點是相當有意義的。吳校長說，對於
一個經營者的一個，做決策的時候影響很
大，尤其面對當前世界情勢，特別是經濟環
境的變化非常的大，今年的研討會極具意
義，更能使全校師生獲得很重要的知識觀
念。未來希望各學院可以持續舉辦研討會，
邀請專家學者來到文大現身說法，透過論文
發表、討論以及學生們的交流互動，提升管
理學術再進一步的發展。

商學院任立中院長代表主辦單位，竭誠歡
迎各位貴賓蒞臨風光明媚的陽明山，人文薈
萃的華岡，透過大家齊聚參加知識饗宴，將
議題建議分享至每個人心裡，提升整體的經
濟實力，這就是教育的力量。

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閻海峰副校長
文化大學真是一所有文化內涵的大學

華東理工大學商學院閻海峰副校長說，非
常高興，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借助文化大學
舉辦國際研討會的平台，齊聚四校老師和同
學分享和交流。閻海峰副校長說， 「華岡的
學校真是美麗，來到這個美麗的地方，讓同
事們充分地領略中國文化大學的秀美風光，
藍天白雲和清純的空氣，這是此行的一大收
穫。還有一點就是讓我們感受到中國文化的
真正的、深厚的隱喻和內涵，文化大學真是
太有文化了！這也是我們需要學習的地方。
希望以後隨著交流加深，參與主辦的學校每
一所都會變得越來越有文化。」

兩岸三地四校共同舉辦2012年亞太商學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張董事長以中國農林漁牧礦產與水資源 探討中國大陸經濟起飛之始末

張董事長專題演講

玄奘大學曾榮光副校長

華東理工大學副校長

日本札幌大學小山修教授

2013年赴大陸交換學生開始報名囉
16 所姊妹校 36 個名額等你來報名
【文 / 李佳如】 想看看古人一直歌頌的長

江水嗎？想一訪古絲路商業樞紐嗎？2013年赴
大陸交換學生計畫，規劃出大陸華北、華中、
華南地區共16所姊妹校、36個名額，讓同學
們親自前往當地、與當地同學一起學習，一起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有興趣同學，請於

101年 10月底前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菲華樓
202 室、報名並繳交紙本報名資料，或洽詢
28610511分機18303。

101學年度第2學期赴大陸交換學生報名資
格為本校2-4年級大學部及研究所在學學生，
交換期間為101學年第二學期。需繳交本校學
雜費，並自行負擔於大陸地區的住宿、護照、
簽證費、來回機票費、生活及交通費等費用。

根據立法院於民國99年通過陸生三法承認
大陸985工程之41所大學學歷， 『赴大陸地區
985工程姊妹校修習之學分，可作為抵免學分
之用』 ，本次交換學校有12所985工程大學，
分別是中國人民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
哈爾濱工業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吉林大學、
中山大學、廈門大學、蘭州大學、山東大學、
東南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共十二所學校、26
個名額。另有，非985工程姊妹校西安建築科
技大學、海南大學、東北林業大學、青海民族
大學，共四所學校提供10個名額讓文化學生
前往學習。

想大學階段就走遍大江南北，拓展視野嗎？
現在就到菲華樓二樓兩岸事務組報名吧！

【文 / 洪孜佩】
榮獲 101 年曉峰

苑生專文寫作第三
名的森林暨自然保
育 系 郭 廷 燊 說 ，
「曉峰學苑是希望

藉由多元學習，而
讓不同領域的學生
有更寬廣的視野。
這樣子的通識領域
的課程是苑生候選
人學習的目標讓自
己在大學時代也能
成為專業的專才，
也是各方涉獵的通
才。」

郭廷燊說，近一個月，每一天都像上兩天
的課，成果滿滿，在曉峰認識的朋友、師
長，每一個人都是自己值得學習的對象。每
個人都有著自己的想法，與不同方向的價值
觀，師長們或許話說的不一定多，但聽了一
兩句就能成為自己生命中的導師。

郭廷燊說，朋友給自己的建議他都放在心
裡，一輩子不忘。
外文學院的朋友告訴我，
「世界的寬廣，語言的重要」 。

法學院的朋友告訴我，
「做事之謹慎，為人應注意的禮節」 。

理學院的朋友告訴我，
「許多繁瑣的定義都遠不及我們這些朋友聚

集在一起。在這邊學習是一個開始，打開視
野去面臨世界的改變。」

唐欣偉老師的 「國際經濟情況的變遷」 課
程，把時間軸拉到五千年的大尺度，分析整
個全球國際的面面觀。郭廷燊說，大市場的
變動是以百年做為單位在前進，透過分析數
據中可以得知，中國及印度是未來兩大經濟
影響體，而人口會是未來其中一項考量點。
有了國際視野，才能知道台灣自己的定位為
何？故未來應該努力的方向，不再只是台灣
而已！

郭廷燊也提到，國際禮儀是在苑生課程中
收獲最多的課程，讓自己更有自信，國際觀
更加寬廣，時事研討堂課程探討不少關於兩
岸關係應具備的想法與態度。

郭廷燊說，藝文涵養這堂課讓自己接觸三
年來很少接觸的華岡博物館，第一次進入與
第二次進入華岡博物館的心態，是全然不同
的。上完課後，鼓起勇氣爭取向同學介紹畫
作的機會，挑戰了自己去面對人群，更印證
了上了課之後的學習情況。

服務學習是一個最重要的課題，因為學習
不只是讓自己可以過的更好，郭廷燊說，要
以服務的方式來回饋社會，就像電影 「蜘蛛
人」 的名言一樣： 「能力越強責任越大」 ，
所以當自己有能力時就要好好回饋社會。

培養專才 更培養涉獵各方的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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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版 第３版文化人生 美國作家 寇蒂斯 萬丈高樓平地起。 師長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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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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的總是浪漫，短暫的總是浪漫，
漫長的總會不滿漫長的總會不滿??

親愛的輔導老師妳好：
我與男朋友已經交往 2 年了，一開始

熱戀期真的很快樂，每天都想見到對
方，跟對方分享一切。但隨著時間過
去，兩個人的感情雖然穩定但卻很平
淡，我也不是不愛他了，只是最近常會
有 「難道就要這樣過下去了嗎？」的念
頭…..。老師，能做點什麼讓兩人回到剛
交往時的熱情嗎？

小懸

親愛的小懸妳好：
從妳的來信中，看得出妳與男朋友剛

開始交往的喜悅，因為在乎對方，所以
想更了解彼此的感覺與想法，然而隨著
時間的推移，雙方開始熟悉彼此的喜
好、生活習慣，也找到了相處的模式
後，反而很容易因為穩定而失去剛交往
時的那種悸動。處在既穩定又想找回熱
情的狀態，想必讓妳有些矛盾吧！

其實談戀愛是一種過程，會隨著交往
時間越久進入不同的時期，在此我們可
以粗略將戀愛階段分為四個階段：
1.交往前期：指的是妳們剛交往時，

彼此還不太熟悉，嘗試了解對方喜好、
生活習慣的時期。
2.熱戀期：這有點像妳來信中提及的

「熱情」 與 「新鮮」 ，妳會覺得與對方
再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新鮮不膩的，也較
容易看見彼此的優點，沒見面時也是思
念著對方。
3.磨合期：已經透過前兩階段的接觸

而熟悉的妳們，可能開始會在不滿意對
方的作為時，提出一些意見，希望對方
改變，也因此容易產生衝突。
4.穩定期：此階段通常彼此會發展出

一種承諾關係，比方說信任。長期交往
的情侶通常會走到這個階段。這大概也
是妳與男友目前的狀況。

瞭解戀愛中的四個階段後，該怎麼讓
妳與男朋友重新找回二次熱戀期的感覺
而讓愛情不退燒呢?以下提供妳幾個方法
供你參考：就是。若是，建議妳不妨：
1.與對方討論妳的需求：先思考自己

在愛情中的需求，並直接的表達。這其
實是最直接的方法，有時候當我們內心
對愛情有期待卻不說出口時，另一半是
很難了解我們的想法的。如果妳們平常
很習慣使用口語的溝通，不妨就直接開
口與對方討論妳的需求，或是用書信、
簡訊也都是不錯的方式喔！
2.重溫舊夢：交往的這短時間裡，一

定有一些對你們來說具有特殊意義與美
好時光的地方吧！此刻不妨再去一次，
舊地重遊，不僅有共同的話題可以聊，
也可以回溫當初熱戀的記憶唷！
3.不定期的製造驚喜：若妳是重視過

節日的人，可以在生日、情人節時花點
心思，當妳為對方真心誠意準備一份小
禮物或小卡片時，妳會從中發現對方存
在的重要性，而對方也會為被妳的心意
打動喔！
4.小別勝新婚：若妳們的相處時間與

互動已經有固定的模式，不妨改變一下
見面的時間或方式吧！找個機會約妳的
好友單獨出去玩個幾天，當妳再去見男
友時，也是製造兩人新鮮感的一種方式
呢！

要解決愛情問題，去了解自己在愛情
中的需求是什麼是很重要的，一但找出
來，要讓愛情保鮮也就容易多了！祝福
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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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西柏克萊英語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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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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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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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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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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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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華岡光耀再添一
筆，本校應用數學系畢業，曾任職
本校資訊中心職員的鄭伊廷，是同
事口中的大正妹，因為，她的人生
資歷真是超 「正」 ！日前組團參加
臉書駭客程式大賽，總計全球有
2000個團隊， 「正妹」 的兩人團隊
拿下世界駭客大獎，獲獎贈品就是
前往臉書總部一遊。

繼擔任宏達電史上最年輕的資深
經理的超棒資歷後，總是不斷挑戰
極 限 的 鄭 伊 廷 ， 與 朋 友 Zhusee
Zhang 組團開發 Paperclip.io 應用程
式團隊， 「Paperclip.io」 程式可讓
臉書使用者對自己曾按讚的內容，
分門別類的整理並提供事後搜尋的
功 能 ， 還 可 分 享 到 google + 、
twitter，大大提升使用便利性。此程式之前在台北
站就已經拿到首獎。

「Xdite」 鄭伊廷，才七年級，27歲時即擔任宏

達 電 最 年 輕 資 深 經 理 ， 目 前
Rocodev 的執行長。鄭伊廷說，
「很高興能為台灣爭了一口氣！謝

謝大家一路上的鼓勵！」
畢業應用數學系，從小接觸電

腦，為科技業的話題人物，鄭伊廷
從大學後開始接案寫程式、架網
站，而後由於在網路論壇上 「踢
爆」 包括無名、中華電信等網站的
資安漏洞，在台灣 「駭客界」 打出
名聲。

鄭伊廷的資歷很精彩。她以
「Xdite」 為網路暱稱，也是源自於

反諷Xuite（中華電信服務部落格）
的服務漏洞與資訊安全，曾抓包總
統府的 「治國周記」 竟有預錄版，
並在八八水災期間，以不到1小時

的時間，獨力完成 「莫拉克颱風災情資源網」 ，並
引起國際媒體CNN好奇，驚訝於其獨力完成一套
系統的能力。

【文 / 李文瑜】 「2012年第六屆波蘭國際發
明展」 在波蘭華沙舉行為期四日全球創新競
賽，10月19日（五）晚間圓滿落幕，今年總計
15國參與競賽，361件作品到波蘭最美的校園華
沙科技大學展出。文大則由農學院黃鵬林院長
與林詠凱老師代表參賽，台灣代表團成果豐
碩，其中全球限額10面的 「大會國際裁判特別
獎」 中，台灣代表團勇奪4面。文大一舉囊括三
面金牌，三面銀牌，在全球創新發明代表隊中
極為亮眼，成績更是列居全國大學院校第一
名。象徵最高榮耀的 「國際發明人協會特別
獎」 ，同時頒發予本校農學院院長黃鵬林的傑
出研發成果── 「花藥組織專一性表現之啟動
子及其應用」 ，創新優質好成績，華岡之光璀
燦亮眼。

黃鵬林院長獲 國際發明人協會特別獎

黃鵬林院長（中）獲得大賽最高榮譽獎

象徵最高榮耀的 「國際發明人協會特別獎」
是 由 88 會 員 國 組 成 的 IFIA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ventors' Associations）贊助，此一
殊榮頒發給本校農學院院長黃鵬林院長。黃院
長以傑出研發成果 「花藥組織專一性表現之啟
動子及其應用」 獲得全球最高榮譽。他提到，
該研究可以延長農作物花期，進而培育出去雄
性特徵的新品種，無花粉污染的百合，並可解
決行道樹花粉飛散的問題。

林詠凱副教授 獲得 「大會國際裁判特別獎」
獲得金牌獎與 「大會國際裁判特別獎」 則由

動科系林詠凱老師所研發作品 「自雞腳萃取醫
療用膠原蛋白之製備之技術與應用」 。林詠凱
副教授說，該研發作品是用一般肉品消費者較
不青睞的部位雞腳，透過創新研究，實際落實
生產醫療用膠原蛋白的方法。根據該研發成果
顯示，每一公斤雞腳約可獲得60公克的醫療用

膠原蛋白，由於不容易引起免疫排斥、單價合
理及市場持續對非牛來源膠原蛋白的需求，可
應用在許多醫療領域。

林詠凱副教授是各項國際比賽的常勝軍，每
每出團比賽，均可獲得極高成績，他提到，今
年首次推出的 「雞腳膠原蛋白」 研發成果已順
利取得專利權，目前積極尋求技轉對象，未來
有希望與產學合作推進市場，成為普及化商
品。

林詠凱副教授（左） 獲得 「大會國際裁判特別獎」

動科系張春梵老師研究獲金牌

今年獲得另一面的金牌獎作品同樣是由動科
系張春梵老師研發 「鼠群公寓無線感測網絡監
控的活體機能參數評估與社群層級爭地分
析」 ，該研究是利用雲端技術監控小鼠的生理
訊號與行為模式，未來該相同概念將可以應用
於老人照護領域，透過雲端技術管理提供更優
質的照護。

文大做得到 活躍的創新能力

黃鵬林院長說，今年與林詠凱副教授一同參
與 「2012年第六屆波蘭國際發明展」 ，在補助
經費不足下，仍驕傲地代表文化大學積極參與
華沙科大競賽，拿下燦爛的好成績，是目前各
大學代表隊裡最棒的成績，不但一舉打響中國
文化大學的學術好成就，更是為迎接文大教學
卓越邁向重要里程碑的重要步伐，未來希望學
校能更重視老師們的出國比賽，因為唯有積極
邁向國際化，將老師們的研究成果展現在全球
視野裡，那才是成功的基礎。

黃鵬林院長也提到，今年也同時拜訪華沙國
家科學院及本校姐妹校─ 「華沙生命科學大
學」 ，本校代表團倍受禮遇與重視，有助提升
文大學術聲望與國際能見度，成果豐碩，再次
展現文化大學活躍的創新能力。

【文 / 李文瑜】中國戲劇學系從創立的
前身，分別從中國戲劇專修科開始、戲劇學
系中國戲劇組、中國戲劇學系，迄今已成立
四十餘年，今年欣逢母校建校五十週年，中
國戲劇學系第二屆系友會在今年六月正式屆
滿三年任期，由第二屆理事長郭小莊學姐將
棒子轉交給第三屆新任理事長劉世範學長，
持續發揮校友會功能，繼續串連前後近五十
屆系友的情感與力量，建立系友間的聯絡
網，發揮系友會的功能，而目前擔任中國戲
劇學系助教的校友吳莉莉則願意擔任系友會
長年義工，為系友奉獻與服務。此外，新任
理事長劉世範也頒獎給戲劇界知名的樊光耀
學長，鼓勵樊光耀學長持續帶領學弟妹在台
灣戲劇圈發光發熱。

串連起前後近五十屆系友的情感與力量，
建立系友間的聯絡網，發揮系友會的功能，
中國戲劇學系自101年6月16日上午辦理系

友大會暨理監事改選，理監事改選，由劉世
範學長擔任第三屆中國戲劇學系系友會理事
長、派任副理事長4名、總幹事1名、副總
幹事2名、理事15名及監事3名。

劉世範學長目前為新路山傳播股份有限公
司負責人，擔任多部八點檔戲劇製作人，包
含目前最熱門的牽手、天下父母心、金色摩
天輪等戲劇製作人，為業界相當知名的製作
人。劉世範學長說，接下理事長棒子後，系
友會將辦理各類型活動，並且與母系共同推
動產學合作，以獎助學金鼓勵學弟妹，無遠
弗界地讓國劇系友血脈上下交流。

改選理監事之餘，校友會也特別舉辦一些
餘興節目，包含由第二屆理監事提供贈品，
現場安排摸彩活動炒熱氣氛。此外，中國戲
劇學系日前曾於舉辦校友會前於網路家族發
起的各屆班花選拔比賽，以超出預期結果選
出10位國劇之花，頒贈時尚造型大師同時也
是本系系友李明川先生所提供之禮品，最後
系友們上台高唱會歌－甘露寺，以打板清唱
方式回味當年學戲之樂，也為活動畫下了圓
滿的句點。

第三屆理監事理事長劉世範選出第三屆陣
容團隊，包含副理事長哈憶平、何懷安、樊
光耀、高美瑜，總幹事為童柏壽，副總幹事
黃琦、王姿蓉，理事名單包含了劉世範、哈
憶平、何懷安、趙福蓉、劉耀武、樊光耀、
丁榮光、葉定華、高美瑜、童柏壽、王姿
蓉、黃琦、佘宜珊、劉瑞蓉、劉慧芬等十五
位。後補理事為張麒華、吳承翰、李文玲等
三位校友，監事則是賴萬居、馬寶山、鄭國
揚三名校友，後補監事陳佳彬、洪俊勛兩位
校友，吳莉莉則願意擔任系友會長年義工，
為系友奉獻與服務。

華岡之光華岡之光華岡之光 三三三金三銀金三銀金三銀
成績列全國大學院校第一名
黃鵬林院長獲得該大賽最高榮譽獎 國際發明人協會特別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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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駭客程式大賽 Rocodev 執行長

鄭 伊 廷 拿下世界駭客大獎

波蘭科技部部長(中)Dr.Jacek_Gulinski與團員合影

新任理事長劉世範(左)頒獎給樊光耀

歡唱系友之歌-甘露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