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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洪孜佩】教育部為促進
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活動進步與發
展，於102年 3月 30、31日在中
興大學辦理 「102 年全國大專校
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
本校推派系學會的 「地理學系系
學會」 ，以及 「華岡康輔社」 ，
代表本校前往參賽，由於該活動
競爭激烈，共計有154所公私立
大專校院參加，283個學生社團
參與評鑑，本校的兩個學生團體
歷經兩個月的檔案製作模擬演練

脫穎而出，紛紛獲得優異成績─
學生會 「地理系學會」 獲得 「優
等獎」 、 「華岡康輔社」 獲得
「績優獎」 。
地理系學會從民國59年起成立

至今已有43年，以促進本校地理
學系同學間及師生間之感情聯
繫、加強地理學術之探討及服務
人群為宗旨。並以 「專業、凝
聚、服務、傳承」 為目標，提供
系上師長與學生最豐富的資源。
地理系學會之兩大特色為 「讀書

會」 及 「服務學習」 。
獲得績優獎的 「華岡康輔社」

創立至今已二十年，以傳承康輔
精神及熱情、活力感染社會中的
年輕學子為宗旨。秉持著三大目
標：培訓與傳承、華岡康輔精
神、社會服務。每位社員的心中
皆存有一個核心價值就是 「做別
人所不能做的事」 ，並且不間斷
地去挑戰及創新。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
暨觀摩活動」 鼓勵學生多多參與
社團活動、協助學生社團健全發
展，更提供了場合給各校社團中
的菁英相互交流與學習的機會。
此次活動本校參賽社團積極準備

全力以赴，進而展現文大自治組
織與社團的成熟實力與非凡成
果。學生社團也是學校另外一塊
重視的領域，因為可以藉由參與
社團活動的過程中增加同學們的
軟實力，像是領導、溝通與協調
能力。

學務處魏裕昌學務長特別頒獎
給獲獎同學，恭喜今年獲獎的社
團同學們，因為透過這次的競賽
成果展現學生學習成效與強化學
生基本素養的瞭解，這是一個很
好的表現，祝福每一位參與社團
的大學生們把握機會，享受社團
帶來的快樂。

新聞研究所全英語班制 專題演講
導演杜沛德 Drew Toop 談 異國居異國居異國居 在地情在地情在地情

【文 / 洪孜佩】曉峰學苑培訓
列車已於4月22日開跑，曉峰學
苑將邀請業界專家或知名學者開
設各種類別的講座和課程，包含
食品保健一點通、國際視野面面
觀、國際禮儀不出糗、創意腦激
盪、時勢研討、人際溝通一把
罩、領導統御難不倒、職場停看
聽及英文大躍進等全方位課程，
培養曉峰苑生多方位的能力、創
造力及職場適應力，並藉由 「主
動學習小組」 的組成與合作，開
創同儕間的群起效應，已達學習

成效的精進與學習風氣的提升。
曉峰學苑本學期安排9門30堂

課程，邀請各系推薦品學兼優的
同學擔任苑生候選人。活動採線
上報名，並依照個人選課日期，
攜帶學生證準時出席，辦理電子
簽到。同時依據苑生候選人之參
與表現與學習小組成效，於期末
選出表現優秀者參與暑期境外學
術交流，並於年底選出120個優
秀苑生，頒發中、英文證書及五
千元獎學金。

曉峰學苑培訓列車 44月月2222日開跑日開跑
邀請業界專家邀請業界專家名學名學者開設各種類別的講座和課程者開設各種類別的講座和課程

【文 / 新聞所 梁瑋珈】新聞研
究所全英語班制每週五都會固定
舉辦專題演講，本周10日邀請導
演杜沛德（Drew Toop）與同學分
享了他與製片馮利凱（Alexander
Flenniken）拍攝《再見了，夜
市，再見》紀錄片的歷程與心
得。這兩位美國籍的在台導演與
製片透過鏡頭看到台灣不一樣的
風貌，更用鏡頭記錄這精彩的台
灣故事，更藉此伸張來自異國的
正義與捍衛在地城市的熱誠。

《再見了，夜市，再見》紀錄
片是由兩個美國籍的在台人士因
一段與師大商圈朋友的際遇，激
起為師大夜市爭議事件拍成紀錄
片《再見了，夜市，再見》的動
機，導演杜沛德說，自己是與製
片馮利凱（Alexander Flenniken）
以鏡頭深刻紀錄去年初師大夜市
商圈接近熄燈的事件，由於自己
是業餘的攝影興趣，不過身處台
灣這塊小小的土地，看到不一樣
的在地風情，也因記錄拍攝此一
事件，讓自己更愛台灣這一塊土
地。

杜沛德導演說，位於師大商圈
的浦城街充滿異國料理的餐廳及

服飾店，鄰近的師範大學有許多
來自世界各地的外籍學生，多采
多姿的異國文化聚集於此，將師
大夜市商圈造就成台北著名的國
際觀光景點之一，但近年由於師
大商圈過度經營擴張，部分商家
甚至違法營業，連帶出現的環境
噪音汙染等問題嚴重影響附近居
民，於是這場商家、居民與政府
三方的師大夜市爭議事件便延燒
起來。

杜沛德說，透過紀錄片為那些
在師大做生意卻被要求關閉的商
家們發聲，由於大多數的外國人
喜歡這個夜市，對這些外國朋友
來說，這不僅僅是台北的一個地
標，更是許多創業者的夢想之
地，期望盡一份小小的力量來保
護它、支持它。

杜沛德導演說，時代的改變帶
來文化的變革，從拍攝《再見
了，夜市，再見》紀錄片中，可
以感受到人們對城市的那份深厚
情感，原來不僅只侷限在自己的
故鄉，就如同自己與馮利凱，兩
人以行動實踐了他們疼惜台灣的
理想。

102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文大社團成績優異 地理系學會優等獎 華岡康輔社績優獎

學務處魏裕昌學務長特別頒獎給獲獎同學

本校學生會 「地理系學會」 獲得 「優等獎」 、 「華岡康輔社」 獲得 「績優獎」

【文 / 李文瑜】本校文學院史
學系湯瑞弘助理教授以英文撰寫
的 專 書 R. G. Collingwood's
Hermeneutics of History《柯靈烏
的歷史詮釋學》將由美國紐約
Nova出版社出版面世。文學院王
吉林教授指出，在國內史學界
中，出版英文專書的學者並不
多，而湯瑞弘老師能夠將其研究
的成果在英美學術界中發表，更
屬難得。

湯瑞弘老師畢業於本校史研所
博士班，此英文專書是其博士論
文改寫而成。專書研究的對象是
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家、同時也是

歷史學家柯靈烏，柯靈烏是二十
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柯
靈烏眾多著作中，最為學者與一
般讀者熟知是《歷史的理念》
(The Idea of History)，此書問世之
後，深深地刺激了英語世界對歷
史哲學的探討和研究。因此，德
雷(William H. Dray)將《理念》所
引起的廣大迴響稱之為 「歷史哲
學興趣的復甦」 ，《理念》一書
於 1995 年被英國倫敦泰晤士報
選為二次大戰之後最有影響力的
一百本書之一。

湯瑞弘老師特別在書中指出過
去西方學者的柯靈烏研究的缺
失，包括（一）完全從 「哲學」
的角度和視域來解釋和理解柯靈
烏的 「歷史思想」 ；（二）柯靈
烏在他的歷史詮釋理論之中，明
確地提出他的詮釋方法論──問
答邏輯原則。在這一原則下，對
於思想家的研究必須開始於重

建、再發現思想家心中的問題。
可惜的是，柯靈烏學者並未將這
一方法、原則運用於柯靈烏研究
之上。湯瑞弘 R. G. Collingwood
’s Hermeneutics of History 一書
主要是對上述缺失提出批判，並
且提出他自己的解釋觀點。

湯瑞弘老師回憶在文大求學過
程。他說，非常感謝史研所諸位
師長的教導與鼓勵，特別感謝指
導教授孫同勛教授對自己論文寫
作的指導以及所長王吉林教授的
鼓勵與關懷。湯老師強調，自己
在文大讀博士班時，華岡圖書館
每年有將近億元的購書經費以及
有服務最熱心的館員，提供給自
己最新最充分的研究資料，這樣
的資源遠遠超過一般的公私立大
學，由這樣的讀書經驗證明，中
國文化大學提供給學生各種完善
的軟硬體資源，只要同學願意下
功夫，一定會有很好的收獲。

【文／李文瑜】大陸藏學研究中心5月6日
蒞臨參訪，由現任藏研中心歷史研究所所長
張云率相關單位學者研究員近 20 位貴賓參
訪。本校張鏡湖董事長指出，台灣在藏文研
究人才日趨凋零，但本校教育宗旨重視中華
文化發展，對各領域中華文學研究甚深，部
份學者積極投入藏學研究，成就很高，加上
西藏文化極為深遠，未來文大有意於通識課
程開設相關西藏文學課程，藉此帶動台灣研
究藏文歷史文化之風潮。

吳萬益校長說，本校文學院院長林冠群教
授以《唐代吐蕃史研究專書》榮獲教育部第
56屆學術獎，這是很高的殊榮。而本校在文
學、歷史、藝術、體育、傳播系所成立很
早，至今已培育人才無數，今年有機會邀請
大陸藏學研究中心貴賓有助提升兩機構交
流，帶動兩岸文教科研學術發展。

藏研中心歷史研究所所長張云說，中國藏
學研究中心是以西藏和其它藏區的歷史、現
狀和未來發展為研究對象，是國家級科研機

構，於1986年5月20日在北京成立，成立之
目的是組織協調全國藏學研究，積極開展科
研活動，出版學術專著和刊物，最重要是在
教育學術上能與國際間積極互動，帶動藏文
普及化。張云所長說，藏研中心成立以來，
負責許多重大科研項目，其中有國家哲學社
會科學重點課題：元代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
政府關係研究、西藏封建農奴制社會形態研
究、《中華大藏經（藏文版）》對勘、西藏
拉薩現存梵文貝葉經的整理研究、中國國情
叢書拉薩卷；國家科委重點課題：青藏高原
環境與發展；中華社會科學基金課題：西藏
農民的生活——以帕拉庄園為中心的調查研
究；青年社會科學基金課題：藏區特殊語言
研究、元代西藏行政體制研究等。

藏研中心目前正進行的重要課題有西藏通
史、西藏新的反貧困戰略研究、藏傳佛教與
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中國共產黨西藏政策
研究等。張云所長提到，文化大學林冠群老
師與藏學研究中心關係密切，擔任吐蕃學研

究的主編，未來更希望擴大合作機會，多多
聯繫，多多交流，讓更多師生了解藏文歷
史、文化及各方面的發展。

文學院林冠群院長提到，自己和中國藏學
研究中心往來二十年了，互動非常久遠，期
間受惠很多，特別是去年底應中國藏研中心
之邀擔任特約研究員，這是非常榮幸的事
情，負責西藏通史吐蕃卷的編輯，為迎接今
年的貴賓，特別趕時間改完了一千兩百多
頁，共計七十幾萬字且從頭一個字一個字看
完，蒙藏文化研究相當深遠，希望中國文化
大學以後有機會和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持續合
作，共同推動幾個大項目，尤其是文大在蒙
藏的研究方面領先台灣各大學院校，包括自
己的指導老師王吉林教授還在文大授課且不
少文大學生對於藏學很有興趣與想法，目前
文學院正積極希望成立西藏研究中心，未來
能與大陸藏學中心一起推動很多科研、學術
方面的藏學研究，引領風潮，帶動台灣人深
入了解藏學之美。

史學系湯瑞弘
助理教授 柯靈烏的歷史詮釋學 史學專書

獲美國紐約 Nova 出版社出版 史學專書英美學術界中發表實屬難得

大陸藏學研究中心貴賓蒞臨 開啟雙方合作機會
張董事長：本校藏學研究學者多 擬於通識課程開設藏文研究

藏學貴賓致贈張董事長哈達張董事長致贈張勻所長禮物 林冠群院長以吐蕃研究聞名全台

新聞系陳慧蓉主任邀請貴賓演講 導演杜沛德與製片馮利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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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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李文瑜】商學院傾全院之力，由任立
中院長率領旗下知名教授前往蒙古地區的各公
私立高中推廣商學院課程，這是首度本校大規
模教授前往外蒙當地招生，獲蒙古教育界及媒
體高度重視，任立中院長並連續接受三家電視
台專訪，介紹本校全英語授課學程，目前本校
外蒙的學生總計20位，預料在本校國際交流中
心與商學院聯手積極推廣全英語碩班課程下，
今年九月份後招生入學人數樂觀預估至少增加
一倍以上。

全英語碩士班是本校積極主打邁向國際化腳
步的重要課程規劃之一，尤以商學院是本校首
批推動試辦的研究所，國企所於99學年度試辦
招生人數有四位，獲得學生高度評價，爾後商
學院旗下國貿所、觀研所、資管所與財金所均
正式推動全英語碩士班招生，彈性多元的入學
與選課機制，吸引許多國際生來台就讀。

任立中院長曾經強調，本校商學院的學生向
來就是台灣財經人才的保證，學院特色強調
「國際化」 ，培養各類企業發展所需的國際經

營管理人才，課程創新規劃，均以全球觀點，
透視世界企業發展趨勢。國企所更是全校首度
推動全英文授課的研究所，是一個典範，更是
一個引領文化大學走向未來國際潮流的商學院
學生之培養搖藍。

任立中院長強調，至今年商學院旗下各所幾
乎設立全英文碩士班，彈性招生來自各國的國

際學生，包括歐美、印度、外蒙及東南亞各地
區的學生，每學年以倍數增加人數的成長率獲
得肯定，這是一個驕傲，代表證明商學院師資
絕對能做到，不但藉由全英語碩士班招收的國
際學生融合系所，提供華岡學生在校與國際學
生互動，增強英文實力，接軌國際腳步。

根據統計，目前商學院的全英語課程已作出
響亮口碑，獲來自各地區的國際生重視，招生
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99學年度國企所試辦4位
外籍生，100學年國貿所、觀研所、資管所及財
金所陸續開辦設立全英語碩專班，人數擴增七
倍達63位，101新學年度入學則再增加至64位
學生，招生成績斐然。

商學院的招生成為全英語碩專班的招生典
範，為再次擴大全英語碩專班的招生人數，今
年國際交流中心特別安排商學院老師前往蒙古
擴大參訪，由任立中院長率領國企所周建亨主
任、國企系楊台寧主任在國際處國合組林永芳
組長以及邱佩君專員安排下，赴外蒙各公私立
高中與大學參訪。

由於這是國內首度有此大規模的教授參訪
團，也獲得當地媒體與教育界重視，商學院任
立中院長還接受當地三家電視台專訪，詳細介
紹本校及商學院各項課程規劃與招生內容提供
外籍學生選讀，不但有助提高全英語碩士班招
生率，更直接提升了文化大學在國際間的能見
度。

學生輔導中心【心理診所】
翁逸馨 輔導老師

畢業畢業 ≠≠ 失業失業

輔導老師您好：
我現在已經大四下了，眼看就快要畢業
了，家人常說現在大學生滿街跑，景氣
也不好，畢業就等於失業，還不如去考
鐵飯碗的公務員，還說我是女生不用當
兵，要我好好把握時間準備考試，可是
在大學已經唸了四年的書了，現在的我
比較想要出社會工作，去體驗在職場的
感覺，但又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樣的
工作，於是也不敢讓家人知道我心裡真
正的想法。之前過年時，很多親戚都會
問我畢業後的打算，也提醒我要好好規
劃屬於自己的一條路，我知道他們都是
好意，可是聽在耳裡的我卻感到壓力好
大！所以想問問老師您有沒有什麼好建
議？可以讓我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樣的
工作？並且也能夠讓爸媽接受呢？謝謝
老師！

by 無助的小妮
親愛的小妮妳好：

老師看到信裡的妳，不僅對於自己畢
業後的出路感到徬徨，還要面對親戚的
關心，以及承受自己心裡的想法和家人
期望的落差，都讓妳備感壓力，然而老
師也看到了小妮已經在提早思考關於自
己畢業後的生涯之路囉！像是妳已經很
清楚自己想要先踏入社會體驗職場生
活，只是對於要從事什麼樣類型的工作
還不明確，也因此不敢和家人討論除了
當公務員之外，還有沒有其他也適合妳
的工作，就讓老師來協助妳不再無助
吧！

1.多認識自己：小妮可以回顧自己在
大學四年來的學習歷程，像是在課內專
業學習上的表現，或是課外的活動表
現，包括社團、服務學習、或是校外的
活動等，去挖掘自己在過往所培養或呈
現出的才能和興趣，並試著去貼近自己
心裡的感覺，同時也可以多和親朋好友
以及師長們討論，關於妳在他們眼中的
個性和所長，來作為檢核所認識的自我
樣貌，正所謂”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
勝”，若凡事皆能以認識自己為立足
點，那麼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時，就
能知道下一步的方向囉！

2.善用校內網頁：中國文化大學官網
裡的 「學生專區」 有 「四合e」 ，點開
後妳將看到 「就業職能診斷平台」 ，那
是學校專為學生設置的UCAN測驗，可
以提供同學們做職涯規劃時之資料參
考，同時老師也建議小妮可以將測驗結
果整合其他相關的資訊，並與輔導老師
或導師作進一步的討論，以釐清最適合
自己的職涯之路囉！

3.參考校際資源：中國文化大學和北
區共15所大專院校可一同使用 「生涯與
就業協助系統」 (CVHS，只要在搜尋引
擎上輸入CVHS關鍵字即可)，此系統包
含CVHS 的特質評量以及職業簡介。特
質評量涵蓋了 「興趣」 與 「工作價值
觀」 兩個向度，小妮可以透過這個管道
來促進自我了解；另外職業簡介的部
分，則是以學群作分類，分別陳列出各
個職業的工作內容、所需學經歷等訊
息，協助提升同學們對於就業環境與期
待的了解程度。

除了以上這些資源管道可參考之外，
小妮也別忘了學校裡有 「職涯發展與校
友服務組」 的資源可善加利用哦！相信
原本徬徨無助的小妮，現在能夠感到有
依可循了吧！另外，可能現在的小妮會
感到爸媽對妳的殷切盼望和期待，但若
能夠試著討論關於妳在生涯路上的興趣
和想法，也才會有機會讓彼此去表達和
澄清想法，也許這能讓妳不再感到落差
和拉扯唷！老師祝福妳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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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文瑜】根據101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最新出爐的師生教學滿意度問卷調查結果，101
學年度的各項指標均優於100學年度指標，其中學
生對於大學教學培養多元語言學習能力滿意度分數
增加。根據調查結果顯示， 「因為學校的課程可以
擴展我的國際視野，增進我對國際事務的了解」 及
「因為學校的服務學習讓我從事不少校外志工服

務」 等項目，學生對學校推動國際志工服務的滿意
度提升，有助學生多元學習國際語言，讓學生從學
校畢業後，憑藉流利的外語能力能夠與人有效溝
通，增強職場競爭力。

101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師生教學滿意度
問卷調查，在學生總受測人數為487人，男生受測
人數為221人，百分比為54.6%，女生受測人數為
266人，百分比為54.6%，其中依年級分受測人數一
年級9.9%、二年級32.4%、三年級32.4%、四年級
22.4%、碩士班為2.9%、博士班為0.2%。單選題目
51題，複選題目27題。

根據101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滿意問卷項
目中， 「我們學校提供許多與海外交流的機會，如
交換修課、海外實習國際志工與交流參訪，以利學
生與國際接軌」 滿意度全體平均值達3.8分，優於
31校平均數之平均值3.7分，顯見本校持續推動海
外交換生與國際志工服務成績日益明顯，讓學生對
此項滿意度分數激升，高於其它私校學生滿意度。

此外，與此相關議題之滿意度，學生答題問卷分
數也提高。包括 「我們學校所提供的領域學習機
會，能有助我建立跨領域的整合與發展能力」 、
「我們學校的跨領域課程與學程規劃良好，能夠幫

助我建立本科系以外的專長」 ，兩項在全體平均值

分數分別達3.6分與3.5分，顯見本校順利連續獲得
第三期獲得教學卓越補助計劃大學後，落實教學卓
越計畫目標，推動國際化腳步日益加快，各項教學
政策實有助提升學生對學校之滿意度。

移地學習獲好評

其中，近幾年在寒暑假推動的移地教學政策更獲
不少師生好評。包含俄文系進行為期四週的 「2012
暑期境外移地教學」 ，俄文系李細梅主任強調，此
次移地教學負責導覽解說的是莫斯科大學語文系三
年級和四年級學生，兩校學生互動，透過文化導
覽，讓台灣移地學習的學生藉由參訪觀光與實地教
學的經驗，讓文大學生們在短短一個月的移地學習
期間，即踏遍俄羅斯的土地，參觀的景點不限於古
代的教堂宮殿，見識了俄國現代最新穎的商業大
樓，感受屬於俄羅斯的步調。

此外，傳播學院廣告學系特別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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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學組成的日本東京移地學習
課程也獲學生好評，前往日本產學合作，了解日本
企業運作，體會甚深。

營造國際村大學氛圍

近兩年來各學院系積極推動的移地學習，除東南
亞國家外，有些也將移地學習陣線拉大至中國大陸
各省高校，一個班級前往大陸移地學習，體驗大陸
課程，而部份系所更藉此擴大姐妹校合作關係，簽
訂系所合作事務條款，拉近姐妹校合作關係，為未
來擴大移地教學政策建立良好互動關係。

除移地學習裡的交換修課，各單位推動的海外實
習、國際志工與交流參訪日益頻繁，讓學生實質感
受學校積極推動擴大教學政策的目的，希望學生在
這樣的學習氛圍裡，加上姐妹校學生交換至本校學
生的國際生日益增加，營造國際村的大學環境，雙
管齊下，激勵學生之外語能力，希望畢業後能以流
利之語言能力與人有效溝通。

學校提供學校提供許多與海外交流的機會許多與海外交流的機會 滿意度分數高
移地學習成效佳 積極營造國際村視野教 學 卓 越

【文 / 李文瑜】被譽稱 「阿伯」
的研評組劉勝墩主任自5月1日退
休，30 日研發處特別舉辦歡送
會，吳萬益校長頒發功在華岡感謝
狀予劉勝墩主任，感謝這幾年劉組
長對校務之貢獻。吳校長說，劉勝
墩主任自民國 91 年八月到校任
職，歷任校方多項要職，包括教務
處研發組組長、董事會秘書、主任
秘書，迄今11載，對校務推行助
益甚大，特頒 「功在華岡」 之感謝
牌匾， 「阿伯」 的好人緣，讓各處
室的同仁擠滿歡送會現場，溫馨感
人。

吳萬益校長說，劉主任在學校擔
任很多工作，對學校很有貢獻，這
次因為身體關係決定提前退休，大
家心裡都很不捨，但是換個方向
想，從一路很忙碌的生活退休下
來，才有時間把身體好好照顧，這
一點對每一個人都很重要，希望劉
主任退休後好好把身體養好，把所
有事情放下，做自己想做的事，保
持快樂與信心面對未來的生活。

吳校長也提到，劉主任在學校的
好人緣，讓這次的歡送會多了許多
溫馨，非常感謝主任對大家照顧與
互動，相信同仁更關心劉主任的健
康，希望劉主任帶著大家的祝福，
從這一刻退休後要迎接的就是健康

更有活力的退休生活。
劉勝墩組長說， 「自己在華岡這

麼多年，對學校是不捨，也必需要
捨，今天還有機會在這個場合講

話，內心有一點感動，尤其是吳校
長在校務這麼繁忙的情況下，仍來
參加歡送會，心裡很感動，加上教
務長、學務長與總務長也都蒞臨，

這是個人的榮寵，收到 「功在華
岡」 ，內心非常感動，也覺得溫
暖。」

一直是 「心在華岡」 ，劉勝墩主
任提到，和華岡淵源很深，民國
70年就在陽明山山莊上班，民國
90年至文化大學專任至今，在文
大已經整整10年9個月，歷經大概
前前後後11項職務，一直在陽明
山出沒超過30載，對文化感情深
厚，張創辦人以華岡人培育華岡
人，造福很多華岡人，張董事長更
能收容許多非文大畢業的知識教育
家，承襲華岡教育精神，蓽路藍縷
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壯志教
育藍圖，這對文化大學影響甚大，
讓更多的華岡精神傳承千年萬年。

劉勝墩主任引用宋朱敦儒的《朝
中措》改寫成詩，不但送給自己，
也送給華岡同仁謹記 「平安」 的重
要。他說， 「碌碌此生挑月擔花，
把住皆憎愛，放行是煙霞。看盡眼
底離合悲歡，問世間何處最歡，唯
有平安。無須計較安排，惜取爾今
現在，凡是本分莫強求，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

他解釋，人生隨緣自在就好，而
工作就如同水牛般努力做到最好，
但在工作之外，平安才是人生歡樂
的根基。

研發處研評組劉勝墩主任退休
吳校長特贈吳校長特贈 功在華岡 牌匾歡送牌匾歡送

商 學 院
任立中院長 率旗下教授前往外蒙招生獲高度重視
接受媒體專訪暢談全英語碩專班現況 提升國際能見度

國際
招生

商學院任立中院長接受外蒙三家電視台專訪

任立中院長率領國企所周建亨主任、國企系楊台寧主
任，在國際處國合組林永芳組長以及邱佩君專員安排
下，赴外蒙各公私立高中與大學參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