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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潘柏甫】由教育部102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
工作計畫補助辦理，今年由本校
舉辦 「社團經營與服務學習研討
會」 3月28日上午9時20分在曉
峰國際會議廳由吳萬益校長主
持。吳校長說，文化大學是一所

歷史悠久的大學，社團多元聞名
各大學院校，很高興大家來到文
大參加研討會。

「中國文化大學社團經營與服
務學習研討會」 始業式，特別邀
請師大張雪梅教授、長庚科大劉
杏元教授、台大吳秀玲組長、成

大朱朝煌老師、東吳蔡志賢主
任、明新邱筱琪主任等師長蒞臨
專題演講、學術研究發表或經驗
交流分享，共計有 51 所大學校
院、90位校外老師、37位本校師
生報名參加，總計127位人員參
與。

今年為本校51周年紀念，為感
謝國立師範大學張雪梅教授、長
庚科技大學劉杏元教授等各校貴
賓，專程蒞臨本校舉辦專題演
講，則由吳校長每人致贈 「創校
50週年華岡博物館紀念專刊」 一
本，作為紀念。

【文 / 李文瑜】教育部日前宣
布擴大採認 111 所大陸 「211 工
程 」 校院學歷，由於本校與
「211工程」 簽訂姐妹校關係學

校多，目前已爭取更多到大陸擔
任交換生的名額。國際處兩岸事
務組楊中立組長說，開放 「211
工程」 校院學歷後，未來赴這些
學校擔任交換的學生，修習之學
分將可抵免學分，預料將吸引更
多學生前往大陸擔任交換生的意
願，有助擴大學生國際新視野。

楊中立老師說，102學年第一
學期到大陸當交換生的已經開始
徵選，由於教育部日前宣布擴大
採認 111 所大陸 「211 工程」 校
院學歷，本校與大陸 「211 工
程」 校院簽訂姐妹校關係學校不
少，因此，今年有機會前往大陸
擔任交換生又可抵免學分的名額
增加，目前完成統計包含985工
程大學、211工程大學院校學歷
及與本校友好的姐妹校，合計開
放交換生名額高達47個名額。

985工程大學，與本校建立姐
妹校關係，前往該校可獲學分減
免的山東大學 2名、中山大學 2
名、中國人民大學4名、天津大
學2名、吉林大學2名、東南大
學 2名、南開大學2名、哈爾濱
工業大學2名、華中科技大學2

名、華東師範大學2名、厦門大
學2名及蘭州大學2名。

211工程的學校裡與本校簽訂
姐妹校的有六所學校，今年開放

12 個名額提供文大學生前往交
換，包含北京科技大學2名、哈
爾濱市東北林業大學 2名、哈爾
濱工程大學 2 名、海南大學 4

名、陜西師範大學2名。
此外，曾經蒞臨本校參訪，是

本校的姐妹校之一，曾經有多名
交換生蒞臨文大短期進修的青海
民族大學，因位處青海西寧市，
風景文物特殊，吸引許多台灣學
生進行短期學習，目前該校雖未
列於985工程大學及211工程大
學的院校內，修習之學分雖無法
抵免，但青海民族大學今年特別
開放2位交換生給文大，希望學
生多多把握機會前往青海民族大
學交換學習，體驗當地風土民
情，機會是相當難得的。

寧波大學則是本校第一所姐妹
校，在大陸高校知名度很高，與
本校交往密切，今年也開放5位
交換生名額給文大學生，另外，
還有西安建築科技大學開放2位
交換生名額。總計有今年有20個
姊妹校，共計47個名額提供文大
學生前往擔任交換生，楊老師
說，有意前往該校的學生，只要
繳交本校的學雜費並自行負擔住
宿、護照、簽證費、來回機票費
及生活交通費用等即可，歡迎同
學踴躍參加，有意願參加的同學
可向系上主任申請簽名推薦，就
可以到國際暨兩岸處主任報名，
辦公室在菲華樓二樓。

教育部擴大承認大陸 211工程 校院學歷
國際處積極爭取大陸姐妹校交換名額近 50 位 有意願同學請把握機會

社團經營與服務學習研討會 近百位大學院校社團經營人參與

中國大陸留學中心拜訪張董事長肯定文大對兩岸學生交流的努力

張董事長與廈大簽約張董事長與吳校長與上海對外貿易學院簽約

【文 / 李文瑜】軍訓室少將朱漢權總教官
榮退。於3月26日接受張董事長與吳萬益校
長祝福，頒發感謝狀，朱總教官於98年轉任
教官即擔任文大軍訓室主任服務迄今，致力
於綜理校園安全之維護，並於軍訓選修課程
教學，深獲師生好評，獲此感謝狀實至名
歸。吳校長並宣布，未來將由侯昭原教官代
理總教官一職。

張董事長出席感恩會時提到， 「記得我早
年念書時期，那時候的教官是很嚴肅的，很
兇的，不過，現在的校園教官都很和藹可
親。尤其文大的教官都是很好，對學生也很
認真，跟我們那個年代不一樣！」

吳校長說，總教官對學生認真服務的態度
與精神有目共睹，尤其推動校安政策，更是
親力親為，讓人相當佩服。

朱漢權總教官為少將主任，68年畢業於中
正理工學院，進修深造取得國防大學後勤管
理碩士、國防大學國防管理戰略班等學位，
歷任上校廠、組、處長及少將處長、指揮官
及大學軍訓室主任等職務，榮獲國防部頒景
風甲種、三星寶星、弼亮甲種及二星忠勤等
勳獎章。

吳校長指出，校園教官事務繁雜，朱漢權
總教官就任以來，推動多次複合式校園安全
防護演練，包括因應各種天災引發的校園危

險等疏散演練、宿舍防安演練及各種模擬演
練。

總教官積極規劃的複合型演練也特別與校
外單位合作，邀請地震體驗車，讓學生感受
地震威力，在規劃火災救火的演練時，讓學
生親自操作滅火器。這些模擬行動均由總教
官統籌規劃，深獲師生肯定。

吳校長也提到，近兩年來，本校推動兩岸
文教交流有成，每年均有上千名的大陸學生
蒞臨本校學習，尤其寒暑假兩季，短期陸生
相當多，而輔導與協助安排事宜工作大都落
在教官室，在總教官安排得宜下，獲得陸生
的肯定。

軍訓室朱漢權總教官榮退 侯昭原教官將代理總教官一職
吳校長：感謝軍訓室教官熱心服務 參與校園安全規劃演練

【文 / 李文瑜】素來與湖山里建立良好社
區里民互動的國術系，每週一次兩小時擔任
里民們的 「養身整復師」 ，凡是修習李志明
教授的 「國術館經營管理」 課程的學生，都
會利用每週一次的機會前往湖山里擔任里民
們的 「推拿小老師」 ，藉由簡單的動作，舒
緩里民們的筋絡，日前於3月20日，一群國
術系的學生完成服務學習的工作後，即在湖
山國小路旁，因目睹轎車擦撞機車騎士，後
方回堵近十幾輛車，擔心引發更多的交通意
外，5位學生決定立刻下車維護交通事故、現
場安全及交通疏導，獲得現場民眾鼓勵，特
別寫信至本校軍訓室，希望表揚5位學生，也

肯定本校品德教育之成功。
軍訓室黃建隆教官提到，值班時接獲民眾

通知，本校學生之義舉，讓現場民眾都相當
感動，特別寫一封信來學校，肯定本校品德
教育之成功，也希望校方鼓勵學生之善行。
這五位熱心服務的學生分別是國術4盧宛琳、
林沛勳、陳厚群、楊森，國術3王筠禎等5位
同學。

楊森說，當天是因為前往陽明山湖山國小
進行教卓服務學習，大約是中午十二時，在
返回學校途中，遇見該項交通事故，由於該
路口為三叉路，交通流量大，為擔心後方回
堵車輛引起民怨，在警車與救護車還未到現
場之前，就立刻停下機車，主動協助維護交
通秩序，讓車輛移動順暢。

盧宛琳也提到，當天主修 「國術經營管
理」 的學生，都會前往每週一次的湖山里，
為當地的居民推拿，也就是擔任里民的 「養
身整復師」 ，早上十點多上分別騎乘機車到
湖山里及明玄宮，服務學習完後，約中午十
二點多的時候，大夥同學一同下山，在路上
遇到這場意外，大家捲起袖子一同幫忙，有
團結心，更代表國術系服務至上的精神。

盧宛琳說， 「因為大家都要出席服務學

習，所以按照系上服務學習之慣例，參與的
同學們都要穿著文大國術系的制服，所以，
才會讓民眾認出我們是文大國術系的學生，
但還好有努力發揚學校的服務精神，這讓每
一個同學都很高興。」

從民國96年開始，文大國術系即與鄰近的
里民建立合作的關係，利用國術系的豐厚表
演實力，擔任陽明山各地區里民們的表演團
體，也是各國小學生表演團的指導老師，表
演指導內容包括名聞台灣的夜光龍、舞龍舞
獅及國術表演，但最為里民們津津樂道的是
「養身整復師」 。
楊森說，這些里民們年紀大都在七十多歲

左右，總有身體上的酸酸疼疼，利用國術整
復的揉勁，舒緩里民們的筋絡，降低身體上
的不愉快，還能與伯伯婆婆們聊天話家長，
相當有意義。

王筠禎也提到，學生們出席的養身整復服
務，每一場課李志明教授都會親自在場指導
與叮嚀，確保學生運勁力道的安全，也讓里
民們對學生的這項服務相當滿意，每週都約
有四、五十位里民們前往湖山里辦、湖山國
小教室或者是明玄宮附近排隊等學生們的免
費整復，成為里民們口耳相傳的好康道。

具有 22 年遊學經驗並享譽遊學第一
品牌的全台大學級學術基金會，今年
暑假再度推出美國名校柏克萊大學
城、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劍橋學
院遊學、茱莉亞音樂學院ELS研習、日
本文化探索、浪漫法國知性之旅、矽
谷科技夏令營、舊金山領袖培訓營等
海外研習行程，提供團員最有品質保
障的服務，並且是全台唯一正規大學
基金會之海外語文研習團，深受老
師、家長推崇。從柏克萊、史丹佛到
UCLA，走進美國一流名校，認識當地
的學制，為日後留學暖身！暢遊紐約
大蘋果，以及美東名城波士頓之旅，
親自感受尼加拉瓜瀑布奔流的力道！
並來到時尚倫敦和花都巴黎，深度探
索西歐文化。另外，帶你前進海外參
訪全球知名企業，與來自世界各地的
學生一同學習，大幅提升國際競爭
力！課程將以不同的主題帶學員認識
當地文化、風俗、制度、禮儀、俚

語，在浸潤式的環境中，語言能力有
長足的進步！快跟上全球化的腳步，
成為21世紀國際人！

暑期海外研習營暑期海外研習營
美西柏克萊研習營—
從柏克萊、史丹佛到UCLA，走進美國
一流名校！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遊學—
暢遊紐約大蘋果+美東名城波士頓之
旅，感受尼加拉瓜瀑布奔流的力道！
英國西歐劍橋學院遊學—
時尚倫敦&花都巴黎三城深度探索！
茱莉亞音樂學院ELS研習營—
前往紐約核心地段，感受大都會時尚
生活！
日本語言文化研習營—
感受東京魅力，暢遊京都古城，欣賞
富士山日出之美！
浪漫法國知性之旅—

與藝術大師高更一同漫步布列塔尼，
品味獨特的法國文化！
矽谷科技夏令營—
參訪全球知名科技公司，與科技領袖
近距離對談！
舊金山領袖培訓營—
野外求生一把抓，鍛鍊健康體魄、完
善人格，成為優秀領袖！
說明會地點：
* 校本部：
每週二或四或五 12:00 ~ 16:00 pm 大忠
會館 忠 101 (歡迎上網預約)
* 城區部：
每週六：11：00 ~ 19：00 pm B303
文大學生於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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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2700-5858 遊學組分機 8581 ~ 8585。
網址：http://studyabroad.sce.pccu.edu.tw/
電子郵件： cylee@sce.pccu.edu.tw

張董事長頒發感謝狀予朱總教官並與行政同仁和總教官合影

國術系學生巧遇車禍義務指揮疏散人潮 獲民眾寫信至軍訓室鼓勵表揚學生義舉品德教育獲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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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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諮商中心【心理診所】學生輔導中心【心理診所】學生諮商中心【心理診所】
翁逸馨 輔導老師

我不想被搖頭我不想被搖頭
─對毒品說”不”─對毒品說”不”

輔導老師您好：
我才剛進來唸大學沒多久，對於大學

多采多姿的生活感到興奮和新奇，也希
望自己可以擁有好的人際關係，所以面
對同學的各種邀約，我大多都來者不
拒，不管是逛街、聚餐還是去夜店玩，
但是前陣子在一次的夜店玩樂時，同學
私下拿了一顆小藥丸給我，說吃了會讓
大家相處的氣氛更 high，我看他一下就
吞下肚了，也就不疑有他的吞了下去，
事後我才知道原來那就是在新聞上常聽
到的搖頭丸！而且我聽說那位同學是藥
物濫用者！雖然我不知道藥物濫用是什
麼意思，可是現在的我非常後悔也很害
怕，我都不敢跟任何人說，尤其最擔心
被爸媽知道，他們一定會對我非常失
望，而且我也好害怕自己有沒有成癮？
身體是不是已經被毒害了？可是搖頭丸
真的會讓氣氛變high耶！難道這是假象
嗎？

by 不想變成毒蟲的小咖

親愛的小咖你好：
感覺得出來你現在很後悔自己曾經吃了

違法的毒品，也擔心是否會帶來不好的後
果，老師認為也許這是個很好的學習機
會，讓你更知道可以如何判斷危險以及為
自己的行為負責。對於你所問的那幾個問
題，老師有以下幾個回答可以讓你參考看
看。

1.什麼是藥物濫用：任何一種毒品都算
是一種藥物，而藥物本來是用來治療疾病
的，但只要未經醫師處方，便私自任意、
不適當的使用某種藥物，以滿足自我需
要，形成強迫性依賴，且程度足以傷害個
人健康、影響休閒活動、職業適應、甚至
危害社會秩序，那麼便可以稱作 「藥物濫
用」 。

2.關於成癮：成癮指的是在形成藥物濫
用與依賴的過程中，往往具有生理依賴、
心理依賴、耐受性及戒斷症狀的特性，使
人必須繼續使用此藥物以緩和種種不舒
服。通常成癮具有幾個特性，包括試圖戒
除或控制此藥物的使用卻不成功；為了取
得此藥物而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心力；為了
此藥物的使用而放棄重要的職業或休閒活
動；即使知道自己再繼續使用此藥物會引
發身心問題，還是忍不住繼續使用。每一
種毒品的戒斷症狀都不一樣，像搖頭丸是
疲累、失眠或嗜睡、煩躁、體力差、動作
遲滯等。

3.毒害有哪些：每一種毒品的危害及程
度都不同，像長期使用搖頭丸會影響代謝
功能，因此持續服用時很容易引發中毒的
危險，且會體溫升高導致脫水，有可能腎
衰竭與心臟衰竭，嚴重者有致命的危險。
至於副作用則是食慾降低、思緒混亂、心
跳加快、噁心、肌肉痛、運動神經失調、
盜汗、心悸、失眠等。長期使用搖頭丸會
破壞神經細胞與大腦功能的損傷，然而就
算只吃一粒，後遺症仍可能延續數天到一
個禮拜，容易造成記憶力虧損、憂鬱、焦
慮、精神錯亂、甚至有自殺之傾向，而這
些因為長期使用而導致的損傷都將無法回
復到原先的正常功能。

4.安全玩樂：看來這次的經驗，已經讓
小咖學會了在陌生的環境中，不去食用不
明藥物，這是安全玩樂的重要法則。此
外，對於他人邀約食用毒品，即使是再好
的朋友，也要勇敢的say NO！畢竟這不只
傷身也違法！

小咖說的沒錯，搖頭丸的確可以讓氣氛
變high，因為那是毒品引發的幻覺，很多
人因為好奇或希望讓自己的人際關係可以
熱絡起來而一再使用毒品，然而卻忽略了
那只是一時片刻的 「感覺」 良好，既無法
真正解決在生活裡所遇到的挫折或困難，
也沒辦法真的交到朋友，還直接傷害了身
心的健康。老師在此衷心建議，不如用心
面對問題，而非用毒逃避問題！

~有任何心理困擾或需求，歡迎前來諮商中心~
預約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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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岡優質華岡優質
唯我莫屬唯我莫屬

【文 / 李文瑜】第 48 屆華岡青年當選名單
「華岡青年」 當選名單出爐！今年總計遴選36

位華岡青年，同時將出版華岡青年特刊。今年
的華岡青年選拔菁英眾多，每一位優秀的華岡
人利用短短一分鐘展現最亮眼的姿態。吳萬益
校長說，華岡青年是本校優良傳統，展現質樸
堅毅華岡精神，更能自信迎接人生的挑戰，而
每一位獲選的華岡青年均為各學院最優秀的人
才，希望獲選的學生未來以華岡為榮。華岡青
年頒獎典禮訂於5月31日在興中堂舉行。

當選華岡青年的博士班2名包括體育學系運動
教練博士班沙部‧魯比、地學研究所博士班林

哲佑、碩士班8名包括史學系碩士班曾子晏、地
學研究所地理組碩士班邱冠如、社會福利學系
碩士班劉昱慶、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班靳家
怡、戲劇學系碩士班周暐閎、舞蹈學系碩士班
許晴茹、體育學系運動教練碩士班曾憶萱、心
理輔導學系碩士班洪士強。

大學部25名包括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李詩
怡、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林晏伃、中國文學
系文藝創作組孫鶴純、韓國語文學系洪聖欣、
俄國語文學系彭以琳、行政管理學系陶于萱、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林靜宜、土地資源學系林
祐樺、食品暨保健營養學系游仁心、電機工程

學系周思妤、國際貿易學系方怡婷、國際企業
管理學系吳浩維、國際企業管理學系許博勛、
會計學系潘葦安、財務金融學系黃舒筠、財務
金融學系陳玠樺、新聞學系李筱瑩、新聞學系
沈霈宜、資訊傳播學系黃千玳、大眾傳播學系
陳亭妘、戲劇學系林峮含、中國戲劇學系吳尚
樺、舞蹈學系劉詩柔、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張
惟皓。僑外生1名舞蹈學系謝凱賢。

今年當選的 36 位優秀學生皆通過初選及複
賽，具備質樸堅毅的特質、五育並進的優異成
績，並擁有機智及雄厚專業的實力，獲得 「華
岡青年」 的最高榮譽。

【文 / 李文瑜】馬英九總統於今年三二九青年節在總統府接見 「全國大專優秀青年代
表」 ，該獎項計有一百四十七名大專生入選，文化大學則由行管系藍晏彬同學獲選全國
大專優秀青年代表接受公開表揚，藍晏彬同學曾擔任原住民薪傳社社長、華岡合唱團男
高音、洄瀾舞集團員，積極參與校內外各項原住民族事務推廣及藝術文化有顯著的表
現，獲得大專優秀青年代表，足堪學校學生模範。

此外，臺北市慶祝青年節系列活動 「優秀青年表揚大會」 ，由救國團台北市團委會主
辦24日則由社會福利學系楊蕙宇同學接受公開表揚。楊蕙宇曾當選本校全人學習護照代
言人、擔任華岡康輔社社長、參與國際志工團並參與組織校內外各式公益服務。

大專優秀青年當選條件嚴謹，需兼具品學兼優特質，還必須擔任社團幹部且推展活動
具成效，或熱心公益、社會服務具優良事蹟，辦理愛國愛校活動，或是學術研究具專精
成效者，足為各校學生楷模。

今年當選文大大專優秀青年當選名單為國際貿易學系4年級B班方怡婷、心理輔導學
系4年級李芸汎、資訊傳播學系4年級B班沈厚均、俄國語文學系4年級林志柏、行政管
理學系4年級B班林義峰、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4年級張惟皓、地理學系3年級陳俊斌、
行政管理學系4年級A班陶于萱、中國戲劇學系4年級曾祥瑞、食品暨保健營養學系4年
級游仁心、社會福利學系4年級A班楊蕙宇、社會福利學系碩士班2年級劉昱慶、大眾傳
播學系3年級A班蔡珮柔、行政管理學系4年級B班藍晏彬。

中國文化大學今年連續第四年獲得教育部補助教學卓越大學之一，以建立全國最具中
華文化特色之教學型大學為定位，訂定四大素養及八大核心能力，提升同學們的社會競
爭力；透過全人學習護照的機制讓同學們可以檢視各項學習的成效。今年總計選出14位
大專優秀青年，培養具備公民素養、人文素養、藝術素養之專業素養之大專優秀青年，
提升同學的軟實力，影響社會、改變世界、創造華岡人的無限可能。

獲總統府接見的全國大專優秀青年代表，文大藍晏彬同學表示，自己是來自屏東縣獅
子鄉排灣族部落，期許能成為一位優秀的領導人，同時也要做個不忘本的人；今年獲選
擔任大專優秀青年，期盼透過此一角色去影響更多的人們為社會服務，成為一個善的循
環，善盡自己微薄的力量能為原鄉服務，讓偏鄉能脫離貧困更讓原住民的優美文化能推
廣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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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總統接見102年青年獎章得獎人﹑社會及大專優秀青年代表

36位博、碩、大學生獲選華岡青年殊榮
第48屆華岡青年當選名單

曉峰圖書館新成立 悅讀藝廊
首展美術系許坤成主任漆畫作品 提升涵養藝術風

書香融藝文書香融藝文

【文 / 李文瑜】結合文學與藝術的風潮，今
年曉峰圖書館新成立 「悅讀藝廊」 ，首展美術
系師生作品，每三個月更換一次作品，提供美
術系另一個展覽平台。曉峰圖書館吳瑞秀館長
說， 「悅讀藝廊」 最主要讓同學在讀書及閱覽
之餘仍有一個休憩處，舒緩身心，更能在短短
休憩時刻，享受美學素養，提升對藝術涵養。
今年首展的作品為美術系許坤成主任的三幅油
畫作品，許坤成主任說，圖書館經常有許多貴
賓參觀， 「悅讀藝廊」 是一條參觀圖書館必經
之路，更是圖書館一處寶貴的客廳式展覽場
所，能夠與圖書館合作，讓美術系能積極推廣
美術活動，與圖書館的合作實為相得益彰。

曉峰圖書館吳瑞秀館長說，曉峰圖書館藏書
量在全國私校排名第一，人文薈萃重鎮，輔以
圖書館內陳設典雅大方，處處典藏藝文風，特
別選在多元學習區外的區塊成立 「悅讀藝
廊」 ，引進美術作品陳設靜態展覽，而美術系
是台灣第一所培育美學教育的系所，雙方合作
激盪揚起藝文風潮，未來將固定展覽美術系師
生作品，這是一場雙贏的合作展覽。

吳瑞秀館長解釋， 「悅讀藝廊」 的櫥窗原是
展覽嶺南派大師歐豪年的作品，但因此區收藏
環境並不是很適合，溫、溼度標準並非達美學

作品收藏標準，因此，透過定期展覽作品的方
式，既能在圖書館內涵育藝文風，更能讓學生
在圖書館學習念書時，定期觀賞美術作品，預
計一學期展覽兩次，一學年則有四次作品的更
換展覽，希望美術系能繼續支持這個地方，讓
「悅讀藝廊」 能悅出藝文風，也可以讓同學在

讀書及閱覽之餘有一個休息的地方，提升師生
們對藝術的涵養。

美術系許坤成主任則提到，非常感謝圖書館
提供這麼棒的一個展畫處所，雖然定期只能展
出三張畫的畫廊空間，但因所設的空間人潮很
多，加上氣氛佳，圖畫這麼棒的空間展示更能
顯示出圖畫的氣質。許坤成主任說，希望未來

有很多的老師們陸陸續展出相關作品，由於曉
峰圖書館經常有很多貴賓校友們返校參觀，而
參觀圖書館時， 「悅讀藝廊」 是一條必經之
路，也是目前圖書館極為寶貴的比較正式的客
廳式的場所，在這麼好的地方展出，美術系師
生一定相當高興。

許主任強調，未來希望 「悅讀藝廊」 可以成
為美術系經常展覽作品的地方，對美術系來說
也是一個推廣美術活動，對圖書館來說也是相
得益彰，常常有新的作品讓來這裡念書的同學
及老師可以看到很好的作品，這是文大的一個
創舉，將來更可以擴大去進行的一件事，代表
美術系師生們感謝圖書館提供優質展覽場所。

美術系許坤成主任(右一)與圖書館吳瑞秀館長(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