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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快訊 APP
拉近學生學習的距離

文／華岡人雜誌提供

當前台灣氣象主播群幾乎都是來自
本校理學院大氣系、所，因此，為
讓即將入主華岡的大學新鮮人了解
華岡的傑出校友們，華夏導報及文
大校訊將陸續刊登台灣知名來自華
岡的氣象主播群專訪。首先，登場
的在電視台播報氣象資歷超過二十
年的任立渝校友。任立渝是台灣第
一位跨足無線電視台與有線電視台
的氣象主播，現在台灣各個電視台
的播報形式，大多依他為範本。
任立渝就讀高中時，曾被問︰
「未來想做什麼？」 當時沒緣由寫
下 「一雷破九颱」 ，沒想到大學考
進文化大學地理學系氣象組（現大
氣科學系前身）。 當兵時被選進海
軍氣象中心擔任預報員，退伍後順
利考進氣象局，一待就是二十五
年，從基層預報員、科長一路升任
至預報中心主任。
由於職務關係，他必須經常以預
報中心主任的身份接受媒體採訪，
這使得當時媒體產業還不發達、只
有無線老三台（台視、中視、華
視）的時代中，當有發生劇烈天氣
時，每個頻道幾乎都是他的版面，
他的氣象專業能力不僅在媒體界眾
所皆知，並且任立渝的外形樣貌具
有清新、穩重的形象，且有一口的
標準國語與磁性嗓音，這給民眾展
現出很高的親和力，幾年的服務下
來，已經是家喻戶曉的 「氣象先
生」 。
1993 年，任立渝從中央氣象局退
休後，隨即被台灣電視公司聘為氣

告，最後是同學可以使用 APP 寫筆記跟其他
同學共享。
課 程 快 訊 APP 現 已 提 供 Android 版 本 於
Google Play 及 IOS 版本於 App Store，供同學
下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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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禮的意義
成年禮
的意義

成年禮 迎新生

向孔子像行一鞠躬禮
向孔子像
行一鞠躬禮
從今日起請去除你的童稚與任性，慎修美好的德行。

向張故創辦人像行二鞠躬禮
從今日起請端正你的容貌威儀，恭敬謹慎修養你的品德。

向現場所有師長行三鞠躬禮

家喻戶曉 氣象先生 來自華岡
播報氣象資歷超過二十年的任立渝校友
︽華岡氣象主播群像︾

【文／李文瑜】開學上課囉！想要知道上課
的課表與上課教室麼？專屬華岡人使用的《課
程快訊 APP》正免費熱烈下載中。該 APP 由
本校學生自行開發設計，提供學生快速查看下
一堂課上課時間與地點，並有課堂公告，還提
供學生 APP 筆記與其他同學分享，嚴謹上課
簡單科技學習，讓同學上課超 e 炫。
資訊中心指出，《課程快訊 APP》是由參與
行動應用創新與設計競賽獲獎的第一名沈朝玄
同學與第二名吳家漢同學，分別負責開發
Android 版本及 IOS 版本，兩位同學透過日常
在校園生活，找尋出眾多同學需求，進而開發
出相關功能。
吳家漢同學說，觀察有很多學生，都會透過
手機登入學校專區，來進行查詢課表的動作，
所以該需求是相當大，且透過該系統同學可以
簡單查詢課程，不用再特定登入學校專區網
站，便利又方便。
兩位同學透過自身觀察，在 APP 中加入觀
察中認為學生需要的部分，而發展出兩種有各
自特色 APP。
課程快訊已完成開發設記的主要功能，第一
個是課表部分，讓學生可以快速找看目前或者
接下來的上課時間與地點，第二個是課堂公

﹁

﹂

象主播，這開啟了台灣電視新聞中
有常態性的專業氣象主播。1997 年
3 月，任立渝成立氣象工作室，他
以工作室的名義與中國電視公司簽
約，主持《中視氣象台》期間長達
近十年，大受觀眾群的歡迎，成了
氣象新聞主播的第一品牌，也將氣
象主播在新聞媒體界中的地位從配
角轉為主角。
此外，在工作室同仁的協助下，
任立渝已經至少出版數本氣象相關
書籍；工作室每年暑假也會邀請文
大大氣系系學會共同合作，合辦氣
象小孔明營隊等的各種地球科學教
育活動。
隨後，2006 年 5 月，中華電視公
司以千萬年薪挖角任立渝，隔年，
參與主持全新型態晨間新聞節目
《早安今天》，更與國家地理頻道
合作開闢生活實用知識的〈任立渝
氣 象 〉 單 元 。 直 到 2009 年 8 月 8
日，他播報完莫拉克颱風的氣象預
報後宣告退休。2010 年 6 月，有線
電 視 台 TVBS 聘 請 任 立 渝 重 操 舊
業，持續用氣象專業服務民眾。

從今日起各位將接受所有師長的祝福，也祝賀各位完成成年禮。
從今日起各位將接受所有師長的祝
福，也祝賀各位完成成年禮。

103 年 8 月 1 日起已
撤除大恩館與大功館間之吸菸區
【文／李文瑜】請各位同學注意，為邁向
理想無菸校園，自今年 8 月 1 日起撤除大恩
館與大功館間之吸菸區，違者處新台幣 2000
元以上，10,000 元以下罰鍰，依校規予以申
誡或記過處分。
根據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畫規定，為加強
執行菸害防制教育宣導，預防教職員工生吸
菸、增加吸菸者戒菸動機及降低校園二手菸
危害，營造健康學習氛圍，維護教職員工生
之健康。大專校院所在之室內外場所，全面
禁止吸菸；除吸菸區外，不得吸菸；未設吸
菸區者，全面禁止吸菸。
本校為邁向理想的無菸校園目標，逐年撤
銷吸菸區設置，自 103 學年 8 月 1 日起，本
校減為 2 個吸菸區，正式撤除大恩館與大功
館間之吸菸區，敬請全校師生注意。
此外，倘有違規情形，請大多數同儕及師
長站出來共同監督勸導，方能有效降低校園
吸菸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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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請端正你的容貌威儀 恭謹修養你的品德
【文／李文瑜】103 學年度 「大學入門」 11
日正式於體育館登場，首度以 「成年禮」 之
門，歡迎 103 年華岡新鮮人。李天任校長指
出， 「從今日起，每一位大學生就要除去童
稚與任性，慎修美好的德行，也從今日請端
正你的容貌威儀，恭敬謹慎修養你的品德，
歡迎大家加入華岡。」
李天任校長強調，請大家即刻起一定要記
得，今日我以華岡為榮，未來華岡一定以你
為榮，大步追夢，謹慎學習，本校推動《新
五育精神》培養 「現代人(德)、專業人(智)、
健康人(體)、國際人(群)、文化人(美)」 的現代
五全人才，透過現代五全人才教育讓大學生
可以在這四年的大學生涯裡多元吸收，盡情
發揮，未來順利無縫接軌職場。
李天任校長指出，此一新五育精神，將全

商學院吳青松院長

方位培養同學道德思辨與循規負責的能力、
專業與實務應用的能力、身心管理與抗壓的
能力、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的能力及文化與
藝術欣賞的能力。
李校長說，每一位新鮮人進入大學之門
後，期許華岡新鮮人面對自己、學校、社會
及國家應有更積極的人生態度與責任感，未
來將秉持本校 「質樸堅毅」 之核心價值，透
過系列多元活動帶領華岡新鮮人建立正確的
人生價值觀及學習態度，培養學生涵詠中華
文化之素養，成為現代社會之中堅人才。
今年大學入門也特別邀請民歌手李建復進
行專題演講，他說，快樂地分享就是出發
點，每一件事快樂的去做沒有商業目的的
事，他運用過去的資源與專業的技術精神與
團隊的力量，做了一件有利於宣傳台灣之美

大學入門

的事，這種經驗很棒，對於新生而言，要追
夢，更要快樂的做想做的事。
教育學院技擊國術學系三年級許鈺祥組成
的撼動特技團，也特別於大學入門表演步步
高升演出精彩，現場驚叫聲與掌聲不斷。許
鈺祥指出， 「進入大學此刻開始，就要知道
夢想在哪裡，我和我的夥伴們從國小練特技
到現在，團員的默契讓大家知道有夢就要去
追，從即刻開始，撼動特技團以參加公益活
動，巡迴全臺 103 年所國高中學校宣導 「友善
校園」 ，並協助推廣青少年反毒，校園反霸
凌等活動，他請每一個同學一定要記得，要
有健康良善的身體才有機會追求夢想。」
許鈺祥說，練功練特技這麼辛苦的磨練與
努力堅持撐過來，相信反毒反菸的決心大家
一定也都可以做到。

藝術學院陳藍谷院長

院長勉詞鼓勵
外語學院李細梅院長

法學院何曜琛院長

【文／李文瑜】商學院吳青松院長與環設學院林建元院
長都提到，自己與現場每一位新生都一樣，都是此時此刻
正式成為華岡新鮮人，因此，與現場同學共勉，以質樸堅
毅的校訓精神，開創大學的新里程碑。
未來每位新生同學將步出成人之門，願同學步出成人之
門後，為人子能孝，為人弟能悌，為人臣能忠，為人後輩
能孝順，凡事依正道而行，無憂無懼，走出人生的康莊大
道。

農學院黃鵬林院長

理學院盧光輝院長 環設學院林建元院長

文學院林冠群院長

工學院陳景祥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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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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 課程選課別錯過
把握黃金四年就能贏在職場起跑點
法律系財經組方元沂主任 跨領域學習 最佳代言人
【文／李文瑜】開學選課大世紀！跨領域多
元選課學習，打造專屬自己的大學學習新生
活，千萬別錯過本校今年開設近百門跨領域及
專業 「學分學程」 ，修習學程相關學分可以獲
得完整的跨領域知識，並取得學分學程證書。
今年大學入門開學典禮會場上，法學院何曜琛
院長致詞時即以現任法學院法律系財經組方元
沂主任為 「最佳代言人」 ，強調跨領域學習的
重要性。
每一位學院院長鼓勵同學掌握每一刻學習的
機會， 「大學不是給大家玩四年，是要大家把

四年學習當作倍數成長，這四年是黃金四年，
不浪費累積人脈與學習的機會，就能贏在職場
的起跑點。」
外語學院李細梅院長說，語文非常重要，外
語學院開設許多跨領域學習的套裝課程，歡迎
全校同學來學習，增強第二語文實力，才能讓
自己贏在畢業起跑點。
法學院何曜琛院長則強調，年輕絕對是本
錢，今年剛進來的法學院新生們，你們的時代
才要開始，把握學習的機會，多元利用校園資
源，不要怕問事，要懂得找管道學習。學校開

認識華岡

20 歲 好追夢
教育學院體育系四年級許哲豪

許哲豪同學當選本屆華岡青年，同時也是長洪
盃武術比賽青年組第一名，長期擔任體育活動
與國小學生陪讀志工，許哲豪分享他與別人不
一樣的人生經驗與歷練。

設許多跨領域學程科目、雙主修或輔修，就是
要大家不要只鎖定自己的學院科系，應該跨出
去學習另一個新視野。如本校最年輕的法律系
財經組方元沂主任就是最好的代言人。
何曜琛院長說，方元沂主任在文化大學就是
採用雙主修，主修法律與大傳，更充實語文實
力，畢業後出國留學，取得美國波士頓大學法
學碩士（LL.M.）、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校
區 法 學 博 士 (Juris Doctor with Magna Cum
Laude)，成為 Attorney at Law, New York （美
國紐約州執業律師），非常清楚自己的每一步
該怎麼走！在大學時代就佈好專屬自己的學習
之局，一步一步完成自己夢想，這才是 「大學
生」 。
李天任校長也提到，學習千萬不要故步自
封，只鎖定自己科系， 「跨領域」 已經是現今
高等教育最時髦的關鍵字，文化大學具有全國
學院最大，科系最多元的強大優勢，提供大學
與研究所、博士班學生跨領域修習課程，鼓勵
在華岡的學生積極修習學程相關學分，不但可
獲得完整的跨領域知識，最重要的是 「免
費」 ，只要願意選課修習學分，努力把握黃金
四年，接軌職場沒問題，更是未來學弟妹學習
榜樣的最佳代言人。

交通安全
交通
安全

文學院哲學系傅皓政老師

傅老師為本校通識課程人氣教師，生動精采的
教學方式，深獲同學好評。傅老師帶領大家一
同認識華岡。

法律系財經組方元沂主任

你我一定要知道
你我一定
要知道

免費跨領域課程特精采 修課後核發證書
文學院開出文史哲三門免費跨領域學程 悠遊古籍之美
中國文學經典學分學程
選讀〈風〉、〈雅〉、〈頌〉作品
挖掘書中蘊藏豐富文學之美

「中國文學經典學分學程」 之設立，希望厚
植同學對傳統文學的理解基礎與應用能力。基
礎課程為 「文學概論」 ，授課內容結合理論介
紹與作品分析，期建立同學對 「文學」 概念的
系統認識與文本賞析的基本能力。進階課程有
二門， 「專書選讀─《詩經》」 透過選讀
〈風〉、〈雅〉、〈頌〉作品，挖掘書中所蘊
藏豐富的語言學、各地風俗的社會史資料，從
中吸收養分並轉化成創作能量，落實傳統經典
當代化，彰顯古可以為今用。 「古典小說選
讀」 則以唐代傳奇、宋元話本、明代擬話本，
以及明、清章回小說為選讀對象。藉由情節分
析、人物塑造、對話神韻等面相觀察，進一步
了解完整故事的建構、人物形象的描摹、生動
語言的運用，並從中覓得亙古不變的應世哲理
和情愛真諦。

博古通今學分學程

中國文化精神學分學程

連貫性的中國斷代史課程
博古通今的創作能量 涵養知識素材

學習中華文化精神的同時
涵養同學多元思維、批判反思

「博古通今學分學程」 是史學專業的學分學
程，供主科系以外的學生做為第二專長修讀。
本學程提供四個連貫性的中國斷代史課程，上
溯秦漢、隋唐與五代，近述清代暨現代史事，
俾使修本學分學程的同學，能夠對於中國的歷
史進程與動能有一個完整且深入的理解，以達
到在知識上能博古通今的理想；修畢四門課
（總計十六學分）者，於取得主修系所組畢業
資格後，由本校發給本學程修業證明書。
史學是實用的學科，既能提升個人涵養，也
能擴大見識。修畢本學分學程，將有助於就讀
人文與社會學科者進階的背景知識，做為進修
的基礎，也有助於有志於從事文化與創意事業
或活動者，汲取更多知識素材。

本學程之設立，旨在促進同學對於自身中華
文化智慧的理解與應用能力。基礎課程為 「中
國哲學史（一）、（二）」 ，系統介紹中國文
化精神的發展與流變，使同學瞭解中華文化從
古至今持續關注的核心問題，及不同哲學家提
出的解決之道。進階課程有二組，其一為 「老
子哲學」 、 「莊子哲學」 ，老子、莊子對於相
對價值觀的批判精神，及自由逍遙的本真追
求，總是能打開人們的視域，開啟人們探索人
生智慧和生命藝術的一扇窗；其二為 「中國美
學導讀」 ，將紹述中國傳統藝術與美感的主要
作品及辨析其審美品味，並對中國美學的基本
原理，逐步地予以理解、詮釋和批判。透過學
程的系列課程，期能在引導同學學習中華文化
精神的同時，也涵養同學多元思維、批判反
思、自我成長、藝術鑑賞的能力，更期望能讓
古人的哲思進入你的生命，創造新的現代意
義。

「
交通安全宣導，關懷他人尊重生命」！由
軍訓室教官騎乘機車進入大學入門會場，劉
富宣總教官說，鼓勵大家能以大眾運輸交通
工具往返學校是最安全的方式，而騎乘機車
一定要謹記，不耍帥，穩穩行，一定要戴合
格安全帽確保自身安全。

深化紫錐花運動
營造健康友善

無毒校園 安全校園

營造健康友善之 「
無毒校園」
及 「
安全校園」的觀念。今年
大學入門開學典禮上，特別由
社團與師生宣誓方式，要同學
培養好習慣，成為適合社會上
需求的好公民，邀請每一位同
學加入友善校園的行列，藉由
深化紫錐花運動，營造健康友
善之 「
無毒校園」及 「
安全校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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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櫃檯或大雅館、大慈館櫃檯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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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