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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教育部校務獎補助經費撥款及支用明細公告
【文 / 李文瑜】為提供師生充
分了解教育部校務獎補助經費運
用情形，本校積極推動資訊公開
透明化，透過校內各項資訊公佈
訊息傳達，讓全校師生清楚掌握
獎補助經費使用情況。
「獎補助經費」 除依教育部規

定，公告於本校公告系統外，並
以 e-mail 的方式，讓師生了解，
玆將撥款明細表及使用項目、金
額 詳 列 如 下 表 。 也 可 上 網 http://
www.pccu.edu.tw/post/content.asp?
Num=20121217141939540， 歡 迎
全校師生查詢。

一、100 學年度(100/8/1~101/7/
31)蒙教育部撥款校務獎補助經費
計 90,843,101 元，其獎補助經費
占本校近 3 學年度總收入之百分
比 分 別 為 2.44% (98 學 年 度)、
2.42%(99 學年度)及 2.49%(100 學
年度)。而該獎補助經費占本校近

3 學年度總支出之百分比分別為
2.33%(98 學年度)、2.15%(99 學年
度)及 2.38%(100 學年度)。
二、100 學年度(100/8/1~101/7/
31)教育部校務獎補助經費撥款及
執行情形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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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孫亞夫主任率研究團參觀本校

會計系邀請台灣微軟丁維揚副總分享雲端觀念

張董事長﹕1973 年成立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 首辦大型寒﹑暑兩岸學生交流團

【文 / 李文瑜】會計系（所）
特 別 邀 請 台 灣 微 軟 （Microsoft）
營運暨行銷事業群資訊工作者事
業部丁維揚副總經理，於 11 月 21
日蒞臨本校曉峰紀念館 2 樓國際
會議廳，與會計系（所）師生共
同分享企業進入雲端生產力的時
代，使在場全體師生們對於雲端
科技的相關資訊有更進一步的了
解，會計系李慕萱主任指出，透
過邀請企業界專家演講，讓更多
學生了解職場現況，更能促進產
學交流。
丁副總指出，微軟(Microsoft)公
司是全球最大的個人電腦軟體供
應商，分公司遍及全世界，以開
發符合各國消費者及企業所需的
產品為目標。對於市場是採取長
期投資策略、重視各地用戶需求
的做法，與當地研發人員密切的
合作關係，期能成為提供全球市
場具領導性的優良產品企業。
他說，隨著雲端技術的成熟，
企業紛紛導入雲端運算整合內部
資訊架構，以獲得更穩定的營運
流程與更有效率的工作管理。所
以高度客製化雲端建置服務可讓
企業更自主管理並掌控資料安全
性，為讓企業客戶實際體驗雲端
運算所帶來的效益，提供企業可
以 在 其 體 驗 中 心 內 模 擬 其 IT 環
境，實地經歷建置企業雲端的四
大週期：建置、佈署、設定及應
用，企業只需花費短時間體驗，
就能深入瞭解雲端運算為其企業
所帶來的優勢，以及最佳的雲端

配置。
丁副總分析，目前微軟的 OA
Cloud 雲端辦公室應用服務，就
是協助企業輕鬆、快速運用雲端
進行 IT 佈署。當業務擴展甚至
進行新事業體併購時，可以快速
複製雲端辦公室應用服務，將決
策 立 即 轉 變 為 商 機 。 同 時 「OA
Cloud 雲端辦公室」 還可以依照
使用單位的需求與用量彈性提供
差異化功能與計價，並依照用量
動態配置資源，微軟 「OA Cloud
雲端辦公室」 高彈性、自動化與
高安全性的特色，不但協助企業
做好最嚴密的資訊安全控管，更
讓 IT 人員不需花費太多心力，
即 可 建 構 出 無 縫 延 展 能 力 的 IT
架構，快速回應商業需求，打造
新一代自動化辦公室。
丁副總說，現今教學已不單只
有在課堂內學生與老師間的互
動，許多教學上已經與網路相互
結合，讓同學在教室課堂外，更
能上網隨時交流，讓學習不再受
到時間、空間的影響。現在大學
的教學裡，資源教學輔助系統讓
老師及學生可以有即時的互動，
讓同學們學習的成效有更良好的
效果。
他也建議會計系（所）課程重
點較為著重會計、審計及稅務等
專業知識，在資訊領域方面著較
少墨，建議未來可朝此方向多方
規劃一些相關課程，可加強同學
對資訊領域的概念。

張董事長與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孫亞夫主任互贈禮物會後並與本校教授合照

廣告系畢業展 動行銷響應企業路跑獲迴響

▲本校廣告系-動行銷
畢業展與網路美少女阿
喜一同參加富邦馬拉松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系
第 24 屆畢業展-動行銷
全體人員

【文 / 李文瑜】本校第二十四
屆廣告系參與富邦臺北馬拉松活
動，以畢業展 「動行銷」 呼應
2012 富邦臺北馬拉松主軸 「跑很
好」 ，行動行銷傳達運動的重要
性，希望藉由活動，帶出畢業展
吉祥物蜂女郎，透過一群保衛蜂
女郎順利傳遞任務的衝鋒俠和大
家一同參與路跑活動，不只是要
跑出健康與活力，同時也是呼籲
大家，在科技進步的時代，我們
可以像蜜蜂般，將一切美好分享
給大家。
中國文化大學廣告系第二十四

屆畢業展 「動行銷」 ，在路跑活
動中以神祕 「MIBee 集團」 為前
導，一群衝蜂俠為活動主角，透
過身穿黑色緊身衣，以及配戴符
碼眼鏡的衝鋒俠，本次任務是為
了捍衛地球人的健康，在這個大
家都在使用行動裝置的時代，運
動是不可被忽視的保健觀念，衝
蜂俠做為傳播跑出健康的媒介，
以畢業展主題 「動不動就分享」
為概念，衝鋒俠成功吸引媒體目
光，親和力十足，與民眾互動、
拍照，深受群眾喜愛，成功創造
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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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文瑜】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孫
亞夫主任 12 月 12 日蒞臨參觀中國文化大學，
張鏡湖董事長、吳萬益校長、校友總會李天
任理事長與社科學院邵宗海院長、新傳學院
葉明德院長、文學院林冠群院長及前理學院
劉廣英院長等教授共同座談。張董事長說，
本校創辦人張其昀博士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化
的研究，今年五月，南京大學為他設立了
「紀念館」 ，陳列其生平著作。今年十一
月，浙江大學為其所著 「孔學今義」 的英文
版舉辦新書發表會，證明兩岸交流已有長足
的進步與發展，而本校擔任兩岸文教交流的
領頭羊角色已起了重要的影響力。
孫亞夫主任致詞說，在兩岸文化交流、合
作交流上，中國文化大學在大陸是一所很有
影響力的大學，目前兩岸關係研究領域經常
會因為邵宗海教授、李孔智教授們發表的一
些言論，都讓大陸學者知道兩岸目前未來的
趨勢，這個影響是很大的。
孫亞夫主任也提到，特別感謝張董事長，
積極爭取大陸學生來台就讀，讓他們能夠身
心成長，未來如果今後在兩岸交流方面，需
要國台辦、兩岸交流中心做什麼，我們都會
盡量的去做。
孫亞夫主任說，未來期盼要做的事就是兩
岸和平發展，保持大局的穩定，採取務實的
思路，推動兩岸關係新局。這次參訪中國文
化大學與張董事長與多位學者交流，對本單
位收穫甚大，未來希望能夠還有機會來台灣
參觀，仔細了解中國文化的創校緣起，也好
好學習以發揚中華文化為特色的中國文化大
學。
吳萬益校長：
陸生來台學習積極 參與社團不落人後
擔任系學會會長 融入台灣學生生活
吳萬益校長說，目前在本校大陸學位生約
有 100 多位，分布在 40 幾個系所，其中 11 個
系所的陸生拿到學期前 3 名的優異成績，顯見
大陸生來台學習態度相當認真，更積極把握
在台灣的學習機會，成績相當亮眼。此外，
目前中文系系學會的會長也是由大陸同學擔
任，這是挺不容易的事，因為只有少數幾個
同學才能夠當選各系的會長，大陸學生在眾
多台灣學生脫穎而出擔任該學會會長，代表
的是兩岸校園學生交流熱絡親和。
吳校長也提到，相當感謝這兩年來本校舉
辦的各種文教交流活動，獲得國台辦及貴賓
們的指導，讓本校突破兩岸交流困局，以文
教領先的精神，開創建立兩岸學生交流的里
程碑。

張董事長歡迎孫亞夫主任
詳述本校創辦人張其昀博士生平重要貢獻

文－中國文化大學張鏡湖董事長
今天承蒙各位貴賓蒞臨中國文化大學，我
們感到無上的榮幸。五十年前本校創校之
初，蔣公中正建議以中國文化大學為校名，
其意義深遠。本校創辦人一生致力於中國文
化的研究，今年五月，南京大學為他設立了
「紀念館」 ，陳列其生平著作。今年十一
月，浙江大學為他所著 「孔學今義」 的英文
版舉辦了新書發表會。在杭州浙江大學新書
發表會上，我陳述張其昀先生生平最重要的
貢獻包括：（一）一九四八年二月向蔣公建
議國民政府遷到臺灣。（二）一九四九年，
以顧問的身份追隨蔣公赴菲律賓碧瑤與季里
諾總統會晤，又赴韓國鎮海與李承晚總統會
晤，達成協議成立 「遠東國家聯盟」 ，許多
政論家認為這是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的導
因。在學術上他最重要的貢獻包括：（一）
在浙江大學擔任史地系主任時，造就的許多
人才，包括中國科學院的副院長以及遙感
所、海洋所、冰川所、沙漠所和地理所的多
位所長。（二）編纂比康熙字典更完備的中
文大辭典，最近浙大副校長羅衛東建議編纂
簡體字版。（三）撰寫中華五千年史，其中
「孔學今義」 一書，二○一○年由北京大學
發行簡體字版，今年由浙江大學出版社發行
英文版。（四）撰寫有關中外文化、歷史和
地理論文一千餘篇，其中包括一九五○年所
著 「臺灣史綱」 將臺灣歷史分為八個文化
層，又於一九五七年著 「臺灣是中國的臺
灣」 一文。
中國文化大學於一九七三年即成立 「中國
大陸問題研究所」 。一九九五年臺灣開放與
中國大陸交流，中國文化大學邀請中國科學
院的趙松喬先生為第一位來臺訪問的學者。
二○○二年六月我安排了二十餘位立法委員
次級團體赴北京與國臺辦會談，獲得中國氣
象局允諾將中國氣象資料供給文大轉與臺灣
氣象局。不幸此一建議在立法院提出，當時
之陸委會主委蔡英文認為中國的氣象資料對
臺灣天氣預報並無重大幫助而否決。二○○
三年，我率領臺灣十九所大學六十餘位教授
赴北京，在釣魚臺賓館與陳雲林先生會談。

承蒙其允諾給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每年寒暑假
派遣三團，赴北京、上海等三個地區作為期
四週的訪問。二○一○年暑假，中國文化大
學開臺灣各大學之首例，舉辦中國大陸學生
的暑期班。有一千餘位學生來文大學習，今
年我們安排了八場專題講演，包括（一）臺
灣的歷史與文化。（二）儒家思想與宋明理
學。（三）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四）創價
學會和池田大作的貢獻。（五）中國的經
濟。（六）世界的經濟。（七）世界的人口
問題。（八）地球暖化及其影響。
我們特別介紹了國際創價學會，因為中日
戰爭時該會會長戶田城聖先生反對日本侵略
中國，身繫囹圄死於獄中。戰後池田大作先
生繼任第三任會長。一九七二年赴北京與周
恩來總理商談中日建交，其中臺灣的地位是
重要的議題，達成協議後，由中日兩國領袖
簽約。中國文化大學有幸獲得池田大作和中
國領導人當時的照片，今年暑假大陸學生看
了以後驚喜不已。我和池田大作先生自一九
九五年後有六次對談，討論臺灣的文化和中
國傳統思想等問題，出版了一本對談集，中
國有二十六所大學設立池田大作研究中心，
二○○四年北京大學與日本創價學會首次舉
辦學術研討會，此後每年會議文大都有多位
教授參加提出論文。今年文大五十週年校慶
曾主辦研討會，明年三月又將舉辦研討會，
這也是凝聚兩岸共識促進世界和平的重要學
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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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講座

環設學院建築

系

美國作家

寇蒂斯

萬丈高樓平地起。

建築系舉辦 2012 年聯合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邀請李遠哲博士蒞臨演講 急速變遷的人類社會

【文 / 李文瑜】環設學院建築系
12 月 15 日 在 體 育 館 柏 英 廳 舉 辦
「2012 年中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
區域科學學會、地區發展學會、住
宅學會聯合年會暨論文研討會」 ，
國內四大學會聯合年會在本校舉
行，特別邀請國際科學理事會會
長、台灣首位獲諾貝爾獎的李遠哲
先生蒞臨專題演講，分享人類與環
境的變遷課題。而本校同時獲得中
華民國都市計劃學會理事長彭光輝
頒授感謝狀，感謝文大積極為學會
辦理 2012 年聯合年會。
該場聯合年會，由環設學院楊重
信院長與建築系邱英浩主任參與辦
理，特別邀請李遠哲先生親自蒞臨
研討會，並以 「急速變遷的人類社
會」 為題，向國內四大公會團體與

學生發表專題演講，希望大家能夠
重視環境變遷課題。
李遠哲會長提到，近來他積極以
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角色參與國際
間各種活動，發現環境變遷已經成
為全球關注課題，今年四月份才來
到文大與學生進行專題演說，這次
再度應邀來到文化大學談人類變遷
的影響，就是希望台灣能從教育紮
根環境課題的重要性。
文大吳萬益校長說，目前文大有
63 個系所，有兩萬六千位學生，專
任老師 850 位，兼任老師也有 800
多位，文大推廣教育部有相當多的
課程，每一年開出七千門，每一年
有大概十萬人次進修，校本部有兩
萬七千多人同學在校學習，過去五
十年來在張其昀創辦人與張董事長

2012 年海峽兩岸民間文學研討會
張鏡湖董事長 兩岸民間文學值得發展研究
【文 / 李文瑜】本校中文系與中
國口傳文學學會舉辦的 2012 海峽
兩岸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於 11
月 30 日在本校曉峰紀念館國際會
議廳樓舉行，齊聚兩岸文學的知名
教授，發表三十篇相關論文，對兩
岸民間文學之研究有很大影響。
張 鏡 湖 董 事 長 擔 任 「2012 海 峽
兩岸民間文學學術研討會」 貴賓，
開幕致詞時指出， 「目前臺灣的原
住民共有十二個民族，但是只佔了
百分之二左右的人口，但是大陸有

社科學院
澳門研究中心研討會

師長金句

五十多個少數民族，而少數民族的
人口佔了百分之十，發展至今，許
多少數民族的民間文學還沒有充分
被研究學習，發展空間非常的大，
希望今後海峽兩岸民間文學的研
究，能夠更蓬勃的發展。」
今年參加這次會議的大陸學者眾
多，包含負責大陸民間文學調查的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秘書長張志
學和浙江師範大學的鄧琪瑛教授等
五人，會上共提出論文及專題報告
共三十篇，討論情況熱烈。

2012 年台澳公共政策論壇

廣泛議題討論獲迴響 論文析探台澳多元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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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向卓越
導師功勞大
藝術、教育學院導師輔導重要，善盡導師的義務是今年獲績優導師的共同態度。導師們認為，每一個
學生，都代表著一個故事，擔任導師陪伴學生的過程中，就像讀了很多不同的故事，不同的喜怒哀
樂，不同體驗的導師之旅，讓每一位導師在教育過程中，感受了許多精彩非凡。

藝術學院
吳萬益校長(右三)、李遠哲會長(右四)、楊重信院長(右一)與四大公會理事長合影

聯手打造的中國文化大學，是以建
立弘揚中華文化為建校宗旨，學術
理論與實務積極推展中華文化，目
前本校具有以中華文化為底蘊發展
的的系所很多，如藝術學院、新聞
學院、環設學院，教育學院等，很
多系所至今仍保留發展中華文化之
美的教育風格。如國劇系、國樂
系、國術系、美術系等，在台灣很
少有這樣的系所，在張董事長的教
育理念中，積極保留中華文化，並
培育優良具有中華文化傳統之美的
人才，這是非常有意義教育理念。

台灣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李遠哲
先生已經多次來到文化大學，今年
四月份來到中國文化大學，和學生
分享就是談人類變遷，今年的主講
題目還是談人類變遷，因這個課題
很重要。李遠哲會長說，相當榮幸
參加今年年會，被選為國際科學理
事會會長，經常參與國際各種年
會，看到許多面向，台灣都應該努
力的方向。目前國際理事會，有一
百二十一個會員國，我們是其中會
員國，其目的就是促進國際科學合
作，造福人類社會。

美術系 翁美娥 老師

教育系 游振鵬 老師

班級與實踐導師間的交流
與情誼培養，可用三拍子
（1. 愛心、2.耐心、3.包容
心）的和弦彈奏來形容
之，凝聽悅耳動人的曲
調，可讓人身心舒暢、愉
快，且回味無窮；反之，
刺耳的樂曲，則讓人無法
忍受且厭惡至極。然曲調
的優美與否，乃端賴藝術
家本身的自我藝術涵養及
精巧的功力去成就之。也因而擔任導師之職的敝
人，常思索著如何運用三拍子的處理方式，去與學
生溝通及建立雙方（導師與學生）間的互信關係，
進 而 激 發 出 彼 此 間 的 「真
愛」情誼。

有幸能獲選為 100 學年度
績優導師，感到相當振
奮。在此特別要感謝教育
學院張建成院長、教育學
系陳寶山主任及系上師長
的指導，也很感謝學院秘
書、系上助教和行政人員
的協助，讓我學會如何
「
帶好每一位學生」。當
然，也謝謝多才多藝又活
潑可愛的班上同學，有了
你們，讓我的教學生活更
添趣味。感謝大家！

戲劇系 徐亞湘 老師

美國知名遊樂園 Dorney Park

唯有以同理心進行思考及關
懷學生，才會有融洽的互動
與信任，多些聆聽少些指導
彼此的距離才會越來越小，
而跨越世代的收穫也才會開
始，我從學生身上獲得的其
實更多。

來台徵選 25 名 2013 年暑期實習生啦！
國知名遊樂園 Dorney Park 來台徵選 25 名 2013 年暑期實習生啦！
連結如下：http://www.dorneypark.com/things-to-do
今年參加的同學已經帶著滿滿的快樂回憶回國嘍！！
錯過今年前往 Dorney Park 實習的同學趕緊把握明年的機會！只限女性哦~
快來報名參加我們的計畫吧！
以下是有關美國暑期實習計劃的連結
http://studyabroad.sce.pccu.edu.tw/?strActionType=Get...9&strSTID=200908100016
有意前往參加的同學，請 email 至 cylee@sce.pccu.edu.tw
國際發展中心_海外組 TEL: (02) 2700-5858 轉 8581-8585

音樂系 許雅民 老師
所謂 「
十年樹木，百年樹
人」培育人才的道路是漫
長而艱辛的。在這個不管
道德觀念或正確人格觀念
模糊的時代，身為老師的
我，唯有恪遵教育的最高
理念 「
有教無類」，真正
的關心，發掘學生的優
點，利用更多學習機會，
讓他們從中體驗，發揮潛
能，幫助他們成為人才。

國樂系 鄭立彬 老師

【文 / 李文瑜】2012 年台澳公共
政策論壇於 12 月 15 日在中國文化
大學大夏館 B207 舉行，邀請澳門
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婁勝華
教授、李莉娜教授、李略教授、黃
兆輝教授以及文大社會福利系主任
郭靜晃、勞工關係學系謝棋楠教
授、行政管理系蘇俊斌助理教授等
人針對台澳外勞、移民、稅收制度
及政府施政等議題發表六篇論文。
中國文化大學社科院邵宗海院長
歡迎澳門理工學院的學者們熱情與
會，日前澳門研究中心推出系列專
題演講，首次以澳門、台灣跨海視
訊課程，特別邀請甫獲得兩岸三地
唯一獲得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榮譽博
士學位，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
教授擔任授課老師。李向玉院長親
自在澳門理工大學坐鎮授課與文大

學生透過視訊會議，細數 「大三巴
的風華」 ，相當具有意義。
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高等學校
婁勝華教授說，感謝文化大學的邀
請，很榮幸可以率隊前來與姐妹校
文化大學進行交流，盼望明年的台
澳公共政策論壇能夠由澳門理工學
院主辦，移師澳門舉行。
文大社會福利系主任郭靜晃指
出，台灣政府在未來規劃新移民子
女相關政策與措施時，亦需要考量
其各個需求層面的獨特性。
所有參與會議的台澳雙方學者在
會場大合照，為本次會議留下完美
句點外，未來文化大學澳門研究中
心能夠持續肩負起台澳學術交流的
重任，邵院長期盼澳門研究中心未
來有更多機會能和包含澳門理工學
院在內的澳門學術界互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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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院

擔任國樂系 9727 班導師
四年，從他們身上我也
學習很多，與他們共同
成長。我自認並不是一
位稱職的導師，總是覺
得對他們的付出不夠。
無論如何，感謝學校給
我這個機會，也祝福這
一班的孩子，在人生未
來的旅程上一切順遂！

舞蹈系 盧翠滋 老師
導師工作在近幾年來越來
越困難，工作範圍也越來
越大。面對Ｅ世代的學
生，習慣於使用電腦網路
超過面對面會談，我們也
要學習多利用Ｅ化的溝通
管道（如社群網站或是行
動裝置），在 0101 之間傾
聽學生的心聲。

心輔系 洪雅琴 老師
很開心也很榮幸獲得績
優導師獎，我在文大任
教第二年開始擔任班級
導師，我們這一班的同
學都非常具有自主性、
懂事且熱情，每一年教
師節我都收到一張超大
型的班級卡片，點滴記
錄同學們對我的期許和
感情，過去三年來，同
學們經歷並學習許多事情，也因此累積出精采豐富
的大學生活時間過的很快，同學們已經升大四了，
期待班上同學們都能夠順利找到自己的方向，走出
自己的路。

體育系 張又文 老師
師者 「
傳道、授業、解惑
也。」這是我們做老師的
責任，我謹嚴守這句話，
希望所有教過的學生，都
能讓他得到應該得到的東
西。感謝院、系讓我得到
這份殊榮，我也會嚴守這
個責任，繼續教下去，同
時我也要對慧君老師說聲
對不起，這一次我領先一
局。再次感謝所有身邊的
人，有你們才有今天的我，謝謝。

國術系 莊嘉仁 老師
來到文化國術系擔任導
師工作已經經過三屆 12
年的時光，在帶完這國
術系第十二屆這一屆畢
業班後獲獎身感榮幸。
我知道這是我與這一班
共同的榮耀。我們這一
班在四年前，從散散的
沒有向心力，每次邀約
一起去班遊，旅行，沒
有一次成功，升大四那一年暑假，講好全班一起去
南澳溯溪，最後我們班只有來了兩個，雖然難免失
望，我還是堅持帶這二位學生一起去溯溪。這是我
近年來擔任導師最難忘的經驗。也感謝系上師長們
的支持，讓我們這一班順利完成任務，也都順利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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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中心【心理診所】
學生諮商中心【心理診所】
郭彥汝 輔導老師

面對室友討人厭
的行為，我該怎麼辦??
的行為，我該怎麼辦
輔導老師您好:
我最近因為室友在寢室中誇張的行為
非常困擾，他常常在晚上 11、12 點開始
與男朋友講電話，講到凌晨 1、2 點是常
有的事；這還不打緊，最讓我感到生氣
的是，他常常講著講著便與男朋友吵了
起來，一怒之下就破口大罵、歇斯底里
大吼、摔手機在桌上，在一旁的我們常
常被他嚇好大一跳，卻又不敢多說什
麼，只能在心裡面生氣，或者搬著電腦
到其他安靜的地方完成自己的作業、做
自己的事。明明就是自己的房間，這樣
有家歸不得的感覺真的很煩、很討厭!想
請問輔導老師，面對這狀況，我該怎麼
辦?我想停止這無聊的肥皂劇！
只是想安穩過生活的小奈
親愛的小奈你好:
這樣飽受精神上的驚嚇，真是委屈你
了!或許是為了能不傷及和氣，所以過去
即使自己心裡再怎麼生氣，你選擇忍
耐，離開屬於自己的空間，到外面尋求
寧靜之處。然而這樣週而復始的情況似
乎已讓你忍無可忍，情緒壓抑至今已到
了極限，從原本的驚嚇、不開心、厭煩
一路到現在的憤怒，情緒之火越演越
烈，看來除了自己忍氣吞聲之外，需要
具體地做些什麼，進一步針對住宿環境
有所調整、改變。老師也擔心這情況的
發生影響到了小奈的睡眠品質，要請小
奈這陣子多照顧自己，盡量找一些能讓
自己放鬆、好好休息的方法。
每個人的生活習慣都有所差異，但如
何和平共處地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便
是相當大的學問。除了互相尊重是先決
條件外，適時合宜地溝通、了解彼此生
活上不同的需求，更是經營宿舍生活品
質的重要關鍵。老師想問這情形小奈是
否曾經與其他的室友聊聊他們的想法?他
們也有相似的感受、困擾嗎？若是的
話，或許小奈能先與其他室友討論，什
麼樣的方式是你們可以接受的溝通。
宿舍環境，某個程度算是共有空間，
每位成員都需要在個人自由與群體隱私
之間尋求平衡。若要能和樂共處，可能
就須在不妨礙、不造成彼此困擾的前提
下，滿足彼此的需求。小奈可以與室友
一起想想，這件事情你們可以接受怎麼
樣的處理方式？或許是大家可以約定好
要講電話聊天可以到交誼廳；抑或者是
晚上 11 點後，就別在寢室用手機聊天。
在這樣明確且具體可行的調整下，也能
讓令你們困擾的室友清楚地知道自己可
以怎麼改進，才能做到對大家的尊重。
如果其他的室友覺得這件事，並未造
成影響，小奈仍然可以向該位室友表達
你的困擾。說說令你感到困擾的部分，
再進一步說明對你的影響，但切記並非
怪罪、抱怨，而是就事論事不涉及人身
攻擊，才能達到溝通的目的，例如：
「有些時候我聽到大吼或摔東西的聲
音，會讓我很驚嚇，久久不能自己，也
讓我無法集中精神完成報告」 。像這樣
明確地描述，能讓該位室友清楚接了解
你的感受。
表達的形式有很多種，可以是面對面
的說；可以是寫信，將心情付諸於文
字；也可以是在 FB 留下私人訊息等等，
都是不錯的方法，這樣也能讓該位室友
在得知自己造成你的困擾後，也能有消
化、面對與改進的時間。我想這平和而
具體地溝通，是寢室成員們彼此核對感
受、學會互相尊重的好機會!相信在你們
的努力下，未來的宿舍生活會更和樂舒
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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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