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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校長頒發榮譽博士證書

李天任校長頒獎予獲獎同學

私立大同高中三百位師生蒞校參觀文大
本校李天任校長：大學培育五育人才 學生把握黃金學習時刻

【文 / 李嘉恩】私立大同高
中近三百位師生12月06日蒞臨
本校參訪，李天任校長與靳宗玫
教務長親自接待該校師生。李天
任校長說，本校與大同高中才在
今年10月14日與貴校陳火炎校
長正式簽訂策略聯盟簽約，兩校
淵源甚深，很高興貴校師生能參
訪本校，李校長並分享文大培育
五育均衡人才的決心與實力，並
鼓勵高中生們能在步入社會職場
前加強英文與人際溝通的好實
力。

李校長致詞時提到，文大是一
所重視五育的學校，學生可以學
習現代人基本素養，關心別人、
關心團體，懂得和別人合作，展
現群育和現代化，將資訊觀念落
實，瞭解國際化展現國際化與現
代化，同時本校更擁有優質體育
館環境，培養學生樂活運動、身
心都健康的五育青年，未來歡迎

學生加入文化大學，成為文大一
份子。

李天任校長指出，與大同高中
簽訂協議後，期盼高二的學生就
能先瞭解大學的生活，把能力充
分發揮，不要浪費枉費剩下幾個
月的時間，因為這個考試可能決
定未來四年在那裡讀書。換句話
說，如果高中時期沒有完全準備
好、成績不是很理想，可是你沒
有放棄你的人生，還是想趁大學
的時間充分準備加強自己的技
能，步入社會之前，文化大學將
誠懇地邀請每一位學生加入團
隊。

李校長強調，文大有61個系
所和學位學程還有雙主修、修輔
系，可以訓練專長甚至跨領域認
識另一方面的專長，此外，本校
也是全國學校社團表現最好的之
一，鼓勵同學不要只會課堂上的
念書，更希望藉由參與社團認識

別的學系，透過社團學習服務別
人、領導同儕，成為知道當一個
有用人才，同時擁有良好的體育
館環境，希望養成樂活運動、身
心都健康的現代青年。

李校長說，文大是私立大學中
唯一擁有藝術學院的學校，學生
們可以從眾多的學系裡面發揮喜
歡的藝術專長，也是第一個有博
物館的學校，圖書館的藏書是大
學裡排名第一、全國排名第五
名，學校建築的環境更是涵養一
個好的現代青年。

發現華岡 徵文比賽得獎名單出爐
中文系
文學組黃慶海《華岡走進了我眼中》奪下首獎寶座

【文 / 李文瑜】由研發處主辦《發現華
岡》成績出爐！總計參賽作品近百篇，經過
專家初評與複評成績後，第一名由中文系文
學組黃慶海同學以《華岡走進了我眼中》拿
下冠軍，獲得獎學金五千元。

研發處是根據教學卓越計劃裡的經典導讀
課程，由於本校最大的特色在於處處中國文
化之美，每一棟建築物均具有中國特色風
格，今年特別融合文學經典導讀，讓更多的
人發現華岡，特別舉辦《發現華岡》徵文活

動，邀請全校師生一起閱覽中國文化之美，
延伸發現華岡之美。

研發處感謝各位同學們的熱情投稿參與，
本次 「發現華岡」 徵文比賽，參賽稿件共有
98 篇，經初評與複評後選出精彩的四篇文
章。

首獎 1 名，由中文系文學組黃慶海同學
《華岡走進了我眼中》獲獎狀乙紙及獎金5,000
元、二獎1名由戲劇學系徐雨霽同學《半個
世紀的月亮》獲獎狀乙紙及獎金3,000元、三

獎有 2 名分別為音樂學系陳忻彤同學《驚
豔，華岡之美》、廣告學系孟繁恩同學《華
岡，迷霧中的世外桃源》，分別可獲得獎狀
乙紙及獎金2,000元。

佳作則有3名，獲獎同學包括中文系文學
組-陳萌萌同學《欽敬華岡》、英國語文學系
徐玲琳同學《氣象萬千》、中文系文藝組李
佳蓉同學《痕跡-這年在華岡》，三位同學分
別可獲得獎狀乙紙及獎金1,000元。

霧裡看花，恍似層層薄紗繡上了花，縱使

看不真切，獨秀枝頭的那份嬌與媚，依舊在

迷濛之中，偷把巧兮倩兮的花樣與暗香，幽

幽地放送了出來，直教人目追心隨久久，也

不膩眼，而我印象中的華岡，便有這般天生

的麗質。

得天獨厚的地利之便，致使華岡視野大無

限地開，每每俯瞰大台北盆地，總有鼎鼎大

名的水路─淡水河，從向天爭地的寸土寸金

中，撥出一條更寬更廣的蜿蜒大道來，且率

溪川澗水之匯，浩浩蕩蕩地去追一個不吐不

快的出海口，曳為粼光閃閃的柔波，則化作

陣陣清涼，逆向山上流，流入每一雙雙登高

眺望的無盡遐想裡，而放眼肇造於精耕細作

的現代化陸地，除了棟棟拔地直起的集約式

大廈，更有那聚焦的101高樓，傲立於萬家

燈海，層層疊疊如堆千萬集體的仰望與讚

嘆，起而上穿雲霄，直達於天聽，任這城市

的精彩，令人目不暇給，也不免遭其獨領風

騷的姿態，強行奪去了風采。

與遙相呼應的101比海拔之高， 「美哉中

華，鳳鳴高岡」 的華岡，一點也不遑多讓，

盡攬盆底好風光，卻不取囂鬧，如此離塵不

離城的距離感，恰如其份地拉出了它，遺世

而獨立的美，但其引人入勝之處，可不單單

僅止於遠觀，近在眼前的華岡，可見坡脊相

間的各式中國風瓦頂，亮相於輝煌天光之

中，更顯神采奕奕，沿壁階階挑高的斗拱，

則象徵性地頂住出坡起翹的簷尾，如隸書之

波磔，把向天飛揚的曲線，勾勒得極有靈

性，繼而再以 「器」 之大成般的主體形象，

終於轟地落定為沉穩莊重的樓館，且拜林間

濕氣之重，常有不期而至的山嵐，時而浪過

比鄰而居的紗帽山，雲繚為一座浮島，偶爾

淹過巍峨校舍，霧繞為重重加密的白茫茫一

片，不時出沒的七彩虹橋，也常錦上添花，

緩住幾張匆促擦過的表情，而在煙雲裊裊，

半昧不明之際，層層漸出的屋宇，總讓我感

其內涵之深，彷彿身染千年經典的大哲人，

栩栩如臨於眼前，別有一番耐人尋味的神

韻，想必當初那策動復古的先人，萬萬也沒

料到年淹代遠以後，水氣氤氳的山城，仍藉

著這昂藏傳統精神的魁梧之軀，無聲地渲染

後來之人。

華岡景色之濃妝淡抹總相宜，夙負

盛名已久，而它的人文，作育英才之

用心，從自身國、高中時

期，受教於為數不少的華岡

人師長，即可略窺一二，亦

也循著師長口述華岡生活的

種種，在腦海裡描摹了揣想中的它，還有那

麼一些些的嚮往，但怎知這不經意的一念嚮

往，後來竟成讖了，初來乍到的新鮮人，懷

著一探究竟的心，首先親近了它的美，果真

名不虛傳，尤其在夜幕低垂時，猶如一盞高

懸的明燈，不與熠熠的星光爭那一點輝，不

盼那燒成火海的不夜城，起怎樣的施捨之

心，也不隨暗滅的森黑峰巒，鎖進天機之

中，它總是醒著，內斂曖曖光芒，靜定地佇

在天地之間，似乎只教懂得的人，見真章，

如此光景，隱隱將我牽進余光中的〈守夜

人〉之中，他這麼說: 「五千年的這一頭還

亮著一盞燈，……，一盞燈，推得開幾尺的

渾沌，……，守夜人守最後一盞燈，只為撐

一幢傾斜的巨影」 ，挺著一枝 「男得陽剛的

筆」 為劍為矛的詩人，至今仍在燈下，將回

春的謬思，付予巧腕去敲開那四圍方正的空

城，下放一字一句，去疊磚砌壁為一紙牆，

來守他的理想──濃縮於筆尖的五千年，而

看在我眼中的華岡形象，亦如那一盞

燈，那一幢巨影，與燈相對的，是日夜

薰習其中的我，是守著夜色

的華岡人，是否也正秉持華

岡心傳，護衛著博大精深的

大中華文化。

發現華岡 首獎發現華岡 首獎作品作品
華岡走華岡走進了我眼中進了我眼中

黃慶海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文 / 李文瑜】與社科學院
邵宗海院長交誼甚深，澳門經濟
文化辦事處主任梁潔芝12月3日
拜訪中國文化大學，張鏡湖董事
長與李天任校長親自出席接待。
梁潔芝主任說，允諾半年內將推
動舉辦高校校長參訪澳門團，邀
請本校張鏡湖董事長與李天任校
長出席參加，期許澳門經濟文化
辦事處未來將擔任平台推動台澳
高校合作交流。

張董事長說，58年前曾經到過
香港，當時香港新亞書院成立的
起草書是由先父，也是本校張其
昀創辦人撰寫，該校由錢穆先生
創辦成立，目前為香港中文大
學，自己曾去過香港中文大學一
次，也曾到過香港過兩次，對香
港印象很深。

邵宗海院長說，張董事長對中
國大陸、澳門、香港都非常關
心，今年新生就有120位港、澳

學生來台就讀，合計在文大超過
五百位以上港澳學生，學生還自
組學生會，聯絡學生感情。

李天任校長說，澳門已成立文
大校友會，澳門分會是亞洲第七
個校友分會，於今年7月13日成
立，首屆澳門校友會會長是由畢
業於廣告系的呂沛擔任，歡迎未
來華岡人可以加入澳門校友會。

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梁潔芝主
任曾來台就讀政大新聞系，多年

來與台、澳產業界、學術界往來
頻繁，與本校邵宗海院長相熟。
梁潔芝主任說，目前在台灣的澳
門學生約有4500人，澳門辦事處
透過各學校的澳門學生組織，輪
流分區與各地澳門學生舉行聯誼
或座談，瞭解學生需要，也向學
生傳達辦事處的關心。未來辦事
處也會在台北以外的縣市多舉辦
活動，讓澳門學生認識辦事處，
加強彼此的緊密聯繫。

澳門經濟文化辦事處主任梁潔芝拜訪文大
張董事長親自接待話家常 肯定本校港澳學生表現

張鏡湖董事長（左二）、李天任校長（左一）、社科學院邵宗海院長（右）澳門
經濟文化辦事處梁潔芝主任（右二）合影。

李天任校長頒發感謝狀予大同高中帶團老師

靳宗玫教務長與大同高中家長會會長

李校長贈送華柑隨身硬碟給大同高中學生

張董事長等與文大港澳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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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中心【心理診所】
杜芝韻 輔導老師

認識你我他認識你我他
我是剛從南部轉學來大二的學生，我

自己比較屬於安靜、被動，之前進到新
班級通常都是同學主動找我聊天。現在
進到新的班級，班上已經有許多的小圈
圈，他們有著特定的話題與默契。現在
無論在宿舍或是班上，我好像是位獨行
俠，我很渴望可以打入他們的圈圈內，
但是我不敢主動的找他們說話，我擔心
他們不想要跟我交朋友，但我很不想要
大學三年自己獨自的度過，到底我該怎
麼做，可以交到朋友呢？

By很想有好朋友的阿南

親愛的阿南你好：
進入到新環境，是需要一些適應的時

間，可以感受到你在新環境中的焦慮與
不安，並且期待在新的人際關係中有所
開展。在新環境中想要交朋友是人之常
情，但是人際相處技巧也非天生，可以
透過一些人際互動技巧來增加互動機
會。以下提供你一些方式，或許你可以
試試看囉！
一、主動打招呼

在新的環境中，我們時常會不知道該
如何開始和他人談話，所以容易只做自
己的事，很少與人有眼神交集，擔心尷
尬情形的發生。事實上，我們可以主動
打招呼，可以從較容易的非語言互動開
始，像是微笑、點頭、注視對方、禮貌
性的問候等，這樣可以先讓他人注意到
你的存在，並感受到你誠摯的溫暖，讓
彼此有舒服的感受是互動開始的第一
步。
二、認識彼此相似或相異的興趣

要與他人有更多的互動，可以先從對
方感興趣的地方開始，而興趣的討論可
以從彼此相同或相異處開始，像是：
「 哇 ！ 你 跟 我 一 樣 都 喜 歡 看 電 影

喔！」 、 「我不太了解籃球規則耶，我
發現你好像是籃球規則達人！」 若有機
會多聊一些他人的喜好，之後也就更有
機會與對方開啟談話。
三、互動時帶著正向態度，專注互動

開始了一個談話時，就需要專注對方
說話的內容，並帶著正向態度與對方互
動，而不要在自己內心循環著自我挫敗
的對話、或擔心對方是否會在意自己的
打扮，透過專注 「傾聽」 的過程中，能
讓對方感受到你真摯用心的關懷。如
此，相信你能在比較自在的狀況下做出
適當的回應。
四、適度的開放自我，讓別人更有機會

認識你
大學的豐富生活，除了班級互動外還

有社團的精彩生活，讓自己進入不同的
新環境，參與自己感興趣的團體，想要
尋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不能只坐在自
己的小天地中想像，而是需要行動力，
參與一些團體活動，在當中可以增加認
識朋友的機會，互動過程中適當地分享
有關於自己的事物，可以先從自己認為
最安全的內容開始聊起，讓他人更容易
地接近你，也就更有機會成為交心的好
朋友囉！
五、主動給予服務

在生活中很難自己獨自完成所有的事
物，與人互相幫助是必然的，在認識的
過程中，當他人有需要幫忙時，主動詢
問可以協助的部分，並適時地伸出雙手
幫助他人，相信會讓對方感動在心頭。

在看完以上五個步驟後，不知道有沒
有讓你對於跨出交新朋友的第一步更有
了些方向呢？若你還有些遲疑或疑問，
歡迎你到草山心窩一起與專業老師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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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董事長頒獎予舞蹈學系伍曼麗主任

累積22年舉辦遊學的專業經驗，今年寒假文
化大學再度推出多元化的遊學行程。文化大學
不但為遊學第一品牌，且能提供團員最有品質
保障及安全的服務，本次美西柏克萊英語營、
英國倫敦遊學營以及東京精緻遊學物語，讓你
EASY圓夢。專人接機服務及老師全程陪同，讓
你玩得盡興，並玩得安心！

全台唯一正規大學遊學團，深受老師、家長
推崇。豐富遊學行程，為日後留學暖身。此

外，其語文課程老師皆是大學內之專業語文教
授，採用活潑的國際語文教學方式，使學員在
無中文的環境下，自然而然聽力大幅進步，日
常用語及發音也會越來越道地。遊學是你未來
留學進修的最佳前哨站，也是你深入認識一個
城市的最佳方式。歡迎和我們一起出發！

2014年寒假文化大學特別精心安排：
柏克萊大學美西團+探索美西旅行（1/19~2/12）共25日

英國倫敦學記+週末牛津劍橋走透透 + 巴黎四日旅行

(1/19~2/12) 共25日

東京遊學物語+京都大阪3日遊（1/19~2/11）共24日

★歡迎同學至推廣攤位索取相關遊學的資料
攤位地點：外語學院前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建國南路二段231號
預約講座請洽：
網址：http://studyabroad.sce.pccu.edu.tw/
電話：(02) 27005858 轉8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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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系獲九成五以上註冊率優異成績
舞蹈學系100％註冊率奪冠 獲20萬元系務發展獎金

【文 / 李文瑜】今年102學年度
報到率總計有17系拿下九成五以
上註冊率的優異好成績，獲本校張
鏡湖董事長於教務會議親自頒獎學
系主任，表達對學系招生實力給予
高度的肯定，今年總計發送獎金達
2260,000元。其中，舞蹈學系註冊
率達百分之一百，獲得102學年度
系務發展獎金二十萬元，排名各系
所之冠。

面對少子化與大學多的雙重壓力
下，本校的招生率持續維持九成五
以上的高報到率與註冊率，張董事
長出席教務會議時，除表達感謝各
系、所主任對教學認真之肯定，也
對各系所維持高優質註冊率好成績
給予頒發獎學金之肯定。

根據系務發展基金頒發標準規
定，凡是註冊率達百分之百的系所
可獲二十萬元獎金、依序 99%至
95%分別可獲18萬元、16萬元、
14萬元、12萬元、10萬元，而班
級級每增加一班則另加發系務發展
基金兩萬元。

今年總計有17系所拿下九成五
以上註冊率。第一名冠軍為藝術學
院舞蹈學系，百分之百的優質註冊
率，獲得 20 萬元的系務發展獎
金。其次分別為文學院史學系註冊
率98.21%、外語學院俄文系註冊
率98.08%、教育學院國術學系註
冊率98%，這三系均可獲得16萬
元系務發展基金。而商學院國貿系

因有三個班級，報到率達96.43%
也可獲16萬元系務發展基金。

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招生班級數
為二班，總計有113位招生名額，
註冊人數為 109 位，註冊率達
96.46%，可獲系務發展基金14萬
元。

可獲12萬元系務發展基金的系
所包括教育學院心理輔導學系註冊
率為96.61%、教育學院教育學系
註冊率達 96.55%、理學院化學
系、理學院大氣科學系及農學院生
活應用科學系同樣獲得96.49%的
註冊率。

文學院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招
生班級兩班，招生名額為113位，
註冊人數為 108 位，註冊率達
95.58%，可獲12萬元系務發展基
金。

新傳學院新聞學系招生班級兩
班，招生名額為120位，註冊率為
95.83%、而新聞學系廣告系招生
班級兩班，招生名為118位，註冊
率為95.83%，工學院機械工程學
系兩班招生班級，招生名額為111
位，註冊人數為106位，註冊率為
95.50%，這三系均可獲12萬元的
系務發展基金。

藝術學院中國戲劇學系及音樂學
系招生班級數一班，中國戲劇學系
註冊率為95.92%、藝術學院音樂
學系95.83%，兩系可獲10萬元系
務發展基金。

張董事長頒獎予生應系林素一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俄文系李細梅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史學系桂齊遜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教育系陳寶山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音樂系呂文慈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文學院文學組王俊彥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心輔系何英奇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化學系林立錦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中國戲劇系劉慧芬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大氣系曾鴻陽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國術系魏香明主任

李天任校長出席教務會議肯定表現優異的系所

張董事長頒獎予廣告系羅文坤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新聞系陳慧蓉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化學系洪敏雄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國貿系柯勝揮主任 張董事長頒獎予機械工程學系張達元主任

【文 / 李文瑜】2013年典範院系所選拔名單
出爐！農學院與保健營養學系獲 「學生滿意度」
冠軍、商學院與財務金融學系獲 「註冊及畢業情
形」 冠軍、農學院與動物科學系獲 「大專學生國
科會計劃」 冠軍， 「就業率」 則由環境設計學院
與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獲冠軍，均成為典範教學
卓越學系與學院。

今年首度獲得 「推動教學卓越計劃暨標竿學習
優良獎」 學院包括商學院、環境設計學院、社會
科學院；學系入選的有法律學系、建築及都市設
計學系、保健營養學系、觀光學系及國際貿易學
系。

配合教學卓越推動計畫，建立學習型組織，促
進組織觀念分享，首度推動遴選學院學系典範，
獲遴選優質的學院與系所將在教學卓越推動過程
中，扮演經驗分享與典範學習之重要角色。由於
是擴大舉行，分成， 「學生滿意度」 、 「註冊及
畢業情形」 、 「大專學生國科會計劃」 、 「就業

率」 及 「推動教學卓越計劃暨標竿學習優良獎」
五大類，各選出三個學院與三個學系，並頒發獎
學勵金，鼓勵推動教學卓越之傑出表現。但 「推
動教學卓越計劃暨標竿學習優良獎」 中僅限繳交
申請資料的院系列入評比。

未來這些獲選的學院與系所將成為全校推動教
學卓越之典範，在各項重要會議中參與經驗分享
與交流，期盼以此典範，推升全校邁向教學卓越
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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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參與經驗分享與交流
推升全校院系所邁向精彩卓越教學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