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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輔組叮嚀同學留意自身財物保管

～別讓物品變成孤兒了～

小叮嚀！近來同學遺失物品狀況頻仍，同
學上個課掉了皮夾或手機，因此，生輔組特
呼籲同學們在上下課、語實教室、電腦教
室、圖書館、上體育課、上下車及宿舍夜間
睡覺時，能格外留意個人財物，以避免產生
不必要之困擾。

生輔組也提到，為服務同學，於大恩館二
樓生活輔導組內設置 「拾物櫃」 為同學保管
遺失物品；遺失物品之同學可於生輔組網站
查詢 「拾獲物」 之登載記錄。生輔組再次籲
請同學們發揮 「為善最樂，將心比心」 之義
行，將拾獲之物品送至生輔組，公開招領，
讓華岡到處充滿溫馨。

此外，有些同學提到，上體育課將大包包
放在旁邊，遇到小偷，惡意偷走裡面手機與
皮夾，因此，生輔組提醒同學若竊取他人財
物行為者，可能造成觸犯法律刑法之竊盜
罪，恐觸及刑法第二十九章竊盜罪，請同學
千萬不要以身試法。

生輔組希望同學們能發揮高度愛心及同理
心，若有拾獲遺失物請送至大恩館二樓學務
處生輔組公開招領，學校將就其拾金（物）
不昧之優良事蹟給予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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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文瑜】由中山與中國
大陸研究所所長趙建民與國際貿
易學系郭國興教授聯合敦邀貴賓
群蒞臨演講的 「江丙坤兩岸經貿
講堂」 21 日邀請本校張鏡湖董事
長蒞臨主講 「中國的經濟」 ，現
場學生擠滿大恩館講堂。

張董事長從中國的人口分析、
森林覆蓋率、2013年世界主要能
源消耗國能源使用比例、2013年
頁岩天然氣、中國的非能源礦
產、稀土、新疆、三峽大壩橋等
分析近幾年中國經濟成長的大環
境因素，演講相當精采。

趙建民所長擔任引言人。趙建
民所長提到，本校董事長張鏡湖

博士，為浙江大學史地系地理組
學士，美國克拉克大學地理學博
士，曾於 1968 年出版《Climate
and Agriculture》 一 書 ， 〈Sci-
ence〉雜誌書評獲好評。1973 年
出 版 《Atmospheric Circulation
Systems and Climates》一書，據
美國氣象學會期刊報導，美國及
加拿大多所大學研究所採用為教
本；中國改革開放前，多所大學
氣象學系亦用為教材。1972年，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聘為特約講
座；1973年，世界銀行聘請擔任
巴西貝倫研究所顧問，協助該國

政府規劃亞馬遜河開發計畫；
1978年榮獲美國主要地理雜誌 10
年內發表論文篇數第二名殊榮。
1981年，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聘
為 「熱帶水文與氣候委員會」 召
集人，於巴黎召開會議，共同編
撰 出 版 《Hydrology and Water
Management in the Humid Trop-
ics》一書；1983年至1986年擔任
國科會特約講座。張董事長 1999
年當選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為
我國第一位獲此殊榮的學者。
2001 年出版《世界的資源與環
境》一書，為資源開發、管理、

環保人員、政府幹部、及大專院
校相關系所之重要參考讀物。
2002 年獲頒韓國 「金大中大統
領」 獎；2003年獲美國創價大學
「最高榮譽獎」 ；2007 年 5 月起
與日本創價學會池田大作會長進
行對話，於 2010 年出版對話錄
《教育與文化的王道》一書。至
今共獲得美國克拉克大學、俄羅
斯聖彼得堡大學、烏克蘭基輔大
學、韓國慶熙大學、安東大學、
湖南大學、日本創價大學、國士
館大學等八所世界知名大學頒授
名譽博士學位，蜚聲國際。

精闢分析 好評掌聲不斷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
劃學系與展悅建設產學合作及頒發獎學金典禮
於 10月 22日舉行，本校傑出校友，現任展悅
建設董事長許東隆親自出席頒獎典禮，頒發每
位直升研究所之學生每位五萬元獎學金，今年
總計有六位同學獲得獎學金。許東隆董事長
說，與市政系簽訂產學合作後，雙方將共同協
力參與相關市政環境規劃發展議題，期藉由此
共同合作模式建立，達成相互貢獻所長，期盼
市政系的學弟妹們能夠努力，讓大家看到華岡
學生的強項與優勢。
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與展悅建設產學合作簽

約典禮於大賢館 207教室舉行，環設學院林建
元院長出席見證簽約典禮，展悅建設董事長許
東隆則親自出席頒發市政系直升研究所同學，
每位 5 萬元獎學金，共有 6 位，總金額 30 萬
元。獲獎的 6位同學名單，包括仲珮瑜、洪學
民、曾映傑、劉芷妤、蔡宜呈、謝雅婷。
環設學院林建元院長說，很感謝傑出校友許

東隆董事長對母校的奉獻與熱愛，有這一份
心，市政系的學生很幸福，希望未來能爭取直
升研究所，用功努力念書，才能無愧許東隆校
友對華岡學生的期待。當天出席見證簽約典禮

的包括市政系林欽漢教授、徐國城老師、洪禾
秣老師、游政諭老師、李德軒老師。
許東隆董事長強調，為鼓勵學市政系學弟妹

直升中國文化大學市政系研究所，特別設立該
獎學金制度，展悅建設每學年將頒發直升之研
究生，每位五萬元獎學金，無論多少位學生直
升，一律頒發獎學金，就是希望學弟妹把握黃
金學習的機會，能有機會為自己的履歷加分，
就應該勇敢爭取，努力完成，研究所學歷已經
成為進入職場必備的證書，因此，希望學弟妹
能無後顧之憂努力完成學業之路。
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與展悅建設產學合作內

容包括進行城鄉規劃與不動產投資開發之技術
交流合作、舉辦城鄉規劃與不動產投資開發之
學術與專業互訪活動、強化不動產投資開發與
管理之學術理論及市場實務交流。於合作參與
服務實施原則上，將積極整合市政暨環境規劃
學系師生及展悅建設之專業人才，共同進行伙
伴式長期合作，結合教學、研究、實習與服
務，以相互支援回饋方式進行交流，雙方進行
學術及市場實務之交流，並提供學生實務實習
之機會。
許東隆董事長強調，未來將邀請市政暨環境

規劃學系每年推薦優秀學生至展悅建設進行實
習，而展悅建設推派專業人員至市政暨環境規
劃學系演講與指導。
市政系大學部畢業的許東隆學長，獲本校傑

出校友，曾捐出藝術家楊柏林晴空之作品，現
於百花池旁均可見其捐出之作品，許東隆董事
長之經歷豐厚，1999 年接任財務危機之人壽

保險公司擔任董事長，歷經三年餘就讓公司步
向正常化，2002 年接任上市公司宏盛建設之
總經理後身兼董事長，興建台灣豪宅宏盛帝
寶。宏盛帝寶在業界享有盛譽，規模之大，讓
帝寶吸引無數目光。許東隆學長以 「古往今
來，唯有藝術文化得以永恆」 ，創建宏盛帝
寶，該建築物並於 2010 年獲選亞洲十大豪
宅，為臺灣唯一入選之建案。宏盛帝寶之後於
2007 年秋，創業成立展悅建設，專司高級住
宅投資興建，歷三年餘，業績斐然。許東隆在
2005 年曾陸續擔任台北市建築同業公會常務
理事兩任，也在 2008 年同時擔任中華民國建
築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的常務監事，並在
2009年起擔任中國科技大學董事會之董事。

研究實力屢獲科技部肯定
25位教師全數獲科技部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通過

【文／李文瑜】 本校教師近年
來在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的表
現，不斷精進成長。今年提報向
科技部提報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
秀人才措施獎勵教師名單，首次
獲得全數通過，共有 25位教師獲
得科技部彈性薪資獎勵金補助，
而根據 102 年度教師專題研究計
劃執行件數，於百所私立大專院
校中，本校於大氣科學、地球科
學學門計劃執行件數位居第 1
位，藝術及哲學學門居第 2 位，
體育、教育、心理、法律及中國
文學、永續發展研究等學門居第
3 位，表現相當優異，近年來教
師於專題研究計劃之表現呈跨幅
度成長。
根據科技部學術統計資料庫

103年 9月的資料顯示，本校 102
年度教師專題研究計畫執行件
數，含當年核定及執行中之多年
期計畫於全國 100 所私立大專校
院中，在大氣科學、地球科學學
門位居第 1 位，藝術及哲學學門
居第 2 位，體育、教育、心理、
法律及中國文學、永續發展研究
等學門居第 3 位，整體於人文社
會領域居第 4 位。本校當年度獲
科技部核定專題研究計畫件數，
從 98 年 82 件占私立大學全體件
數比例 2%，持續成長至 102 年
113 件占私立大學全體件數比例
2.7%。
今年本校向科技部提報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教
師名單，亦首次獲得全數通過，

共有 25位教師獲得科技部彈性薪
資獎勵金補助。其中化學系蘇平
貴、陳輝龍，光電物理學系程思
誠，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吳
誌明等 4 位教授，每人各獲得科
技部補助 24萬元的獎勵金。化學
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陳景祥教
授、紡織工程學系邢文灝教授、
社會福利學系陳正芬副教授等 3
位教師，每人則獲得科技部補助
14萬元4千元的獎勵金。
大氣科學系余嘉裕、周昆炫、

大眾傳播學系王毓莉、孫慶文、
生命科學系劉銘、地質學系郭欽
慧、黃瑞德、保健營養學系葉秋
莉、政治學系林炫向、唐欣偉、
財務金融學系王譯賢、國際貿易
學系林少龍、經濟學系張瑞雲、

資訊管理學系王福星、機械工程
學系張達元、黃正自、應用數學
系鄭文巧等 17位教師，每人則獲
得科技部補助12萬元的獎勵金。
本校為鼓勵教師申請科技部專

題研究計畫，近日內已公告本校
相關研究經費補助辦法，歡迎教
師踴躍申請；並預定於 11月 6日
及 7 日於大恩館 1 樓國際會議廳
舉辦 「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撰寫交流坊」 ，邀請科技部多年
期專題研究計畫常勝軍光電物理
學系程思誠主任，及本次獲得科
技部獎勵補助最年輕之一獲獎教
師財務金融學系王譯賢教授，分
享他們撰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之經驗，歡迎教師踴躍參加。

張鏡湖董事長主講 中國的經濟發展

直升研究所即獲五萬元獎學金！

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與展悅建設產學合作市政暨環境規劃學系與展悅建設產學合作
許東隆學長設立 直升研直升研究所獎學金究所獎學金 鼓勵學弟妹

【文／李文瑜】選
擇屬於自己的年刊紀
念品，需要你與妳的
一張票！今年學生事
務處課外活動組首度
推出 「103 學年度畢
業 年 刊 紀 念 品 票
選」 ，紀念品包括
底片相機、鋼筆及
水晶印章等，紀念
品 只 會 有 一 種 款
式，歡迎各位碩博
士班及大四畢業生
們，投下屬於自己專屬及喜愛的畢業年
刊紀念品。
各位畢業生注意啦！103學年度畢業年刊紀

念品票選開始囉！紀念品是由第 53屆畢業生
服務委員會與畢業年刊製作廠商協談好贈與
畢業生的紀念品，凡是購買年刊套組，即可
獲得一份紀念品！敬請各位畢業生一同票選

出你們最愛的紀念品喔！課外組將於11
月6日於網路公布最終投票結果。

投票時間，即日起至 103年 11月 5
日（三）23:59 止，凡是全校畢業碩
博士班 及 大四畢業生均有投票資
格，每人限投 1票，敬請以電腦網頁
方式開啟投票頁面，勿使用智慧型手
機點選投票。

如有任何疑問請洽學生社團畢
業生服務委員會， facebook 請搜
尋：中國文化大學畢業生服務委
員會。
連絡電話：
chrome-extension://

lifbcibllhkdhoafpjfnlhfpfgnpldfl/
call_skype_logo.png(02)2861-9443
服務時間：每周一至五 10:00-15:00
投票網址：
https://ap2.pccu.edu.tw/eDocument/form.aspx?

id=6575c190-b864-462d-8702-ec94eeec4959

選擇屬於自己的年刊紀念品

下課多看一
下課多看一眼！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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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其昀博士現代名家書畫特展
華岡博物館展出展期至11月24日

【文／李文瑜】由校友總會參與
規劃統籌設計的 「URS 27M 郊山友
台」 獲得今年 「2014 老屋新生大
獎」 ，URS 27M原只是陽明山上一
處自來水事業處閒置的辦公室與官
邸，屋齡約 50餘年，經過本校師生
巧手規劃，以主題 「新生」 概念，
老屋資源再造，延長建築新生命週
期， 「共生」 ，從人性出發融入自
然，與環境共存共榮，獲得該項大
獎。
環境設計學院參與指導規劃，自

102年開始與臺北市都市更新處與自
來水事業處合作，將空間納入 URS
（都市再生前進基地推動計畫），
並由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進駐經
營，期望透過系列創新行動，拉近
都市人與自然環境間的關係，形塑
郊山生活態度，扮演人與環境交流
之公共平台。
根據規劃設計，該屋於進行空間

改造時，所使用的材料也採用符合
當地的 「最適工法」 ，讓老屋也能
自行新陳代謝，並為與周遭自然環
境融合並連結後方社區，除了將建
物後牆打破、建置許多公共家具，
也藉由引入各式活動形塑出串聯人
與自然的公共空間，這是一個典
範，今年獲獎後，也足以成為未來
老屋重生後的設計新理念。以 「再
生」 為題，運用最低環境負荷，優
化生活無限可能。
校友總會規劃的 URS27M 郊山友

台獲得該項大獎，親自參與指導推
動設計的李天任校長與校友總會秘
書長林柏杉，多次親臨該建築物，
並提供意見與指導方向，並由環境
設計學院提供規劃上的指導，景觀
系師生參與研究與活動人力的後
盾，環設學院林建元院長與郭瓊瑩

主任親自指導，並與東海建研所聯
合推動合作計畫，更重要的是獲得
陽明山周遭鄰居的幫助，讓這棟老
屋擁有了新生命，交織出簡潔洗鍊
及優雅精緻的清新空間。
校友總會規畫的山中的URS位於

臺北市士林區山仔后凱旋路 27號，
命名為 「URS 27M」 ， 「郊山友
台」 ，以指M= mountain，URS27M
郊山友台 ，目標為建立一處山與都
市生活連結之處，希望成為人與
人，人與自然交流的空間平台。

「URS 27M」 歷史淵源其前身為
自來水處陽明山辦公室與水處宿舍
群，興建於民國 50年左右。在時空
變遷之下，這群隸屬水自來水處的
老舊建築群，從辦公室使用轉變為
宿舍，最後多處宿舍成為無人使用
的廢墟，漸漸地，整區自來水宿舍
群開始閒置毀壞。然而，這一片陽
明山上的自來水處宿舍群，擁有絕
佳的自然與地理環境，一直埋藏在
美軍宿舍與花卉試驗中心之間，鮮
少有人知道。其區域環境上，南北
側與生態環境著稱的花卉試驗中心
為鄰；歷史紋理上，緊接著山仔后
美軍宿舍群；也因為 URS27M 鄰近
文化大學與華岡藝校，擁有濃厚的
學校社區之氛圍。因此 「郊山，友
台」 欲結合生態、歷史與學術藝術
資源來營運，同時也試著討論與實
驗屬於臺北的 「郊山學」 ，臺北當
代郊山生活態度。未來 URS27M 空
間操作已經打開公眾使用性，並將
活動舞台深入自然環境與廢棄建物
之中，使 URS27M 郊山友台在空間
使用上可以乘載郊山實驗的各式活
動。在活動設計上，URS27M 以創
意身心靈療癒為宗旨，提供多種慢
活與環境互動的活動 。URS27M並

期許基地成為陽明山環境
地誌學的蒐集研究基地，
藉由串連山上的自然環境
與藝術資源，使郊山學兼
具教育、歷史、藝文等資
源整合，完成陽明山上郊
山都市再生基地之使命。

【文／李嘉恩】為使住宿生在
發生災害時能夠熟悉逃生的路線
及動作要領，避免因為逃生時發
生推擠或不熟悉路線而造成傷
害，中國文化大學軍訓室於 103
年 10 月 22 日晚上 18 時 30 分辦
理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宿舍防災
疏散逃生演練，期透過疏散逃生
演練及自衛消防編組訓練，以強
化住宿師生的災害應變能力。

22 日晚上文大校園氣溫驟
降，天空飄著毛毛雨，強風疾呼
大作，同學們各個仍然毫不馬虎
認真參演。
學務處生輔組楊宜芳組長表

示，本次演練規劃大倫館等五個
宿舍館樓同時舉行，模擬演練狀
況為：當學校宿舍遭逢地震來
襲，並且發生火災時，住宿生如
何應變及逃生？全程區分兩階段
實施，第一階段為人員的疏散逃
生，在安全前提下採 「有預警、
無照明」 的方式演練，當狀況發
布後館內警鈴突然大作且失去供
電，住宿生在緊急照明燈有限光
度下立即進行緊急疏散，宿舍幹
部快速到各重要路口引導同學到
指定位置避難。
接著進入第二階段，於大家到

達疏散區後，演練宿舍幹部進行
人員清點與安全回報，同時館樓
自衛消防編組人員則請山仔后消
防分隊支援實施集訓，使編組各
班熟悉宿舍初期通報、避難疏
散、滅火及安全防護等搶救任務
與執行要領，其中救護班另外增
加練習 CPR 的步驟及 AED 的操
作，熟練緊急救護的處置措施，
以建立宿舍災害應變能力。
軍訓室總教官劉富宣指出，學

務處與軍訓室每學期都會規劃實
施宿舍疏散逃生演練，目的就是
希望透過實際的演練，讓同學一
旦遇到火災、地震等災害時，在
沒有任何照明設備的指引下，都
能熟稔疏散路線及逃生要領，以
建立個人的防災意識，增強災害
應變能力。此外，防災演練無國
界，本次演練無論在公告或廣播
狀況發布，都特別以中英雙語方
式進行，以能達到合國際化與多
元化需求，另外也擇期提供未參
演的同學進行補課，讓演練無間
隙，以期盼未來如果真的發生災
害，大家都能冷靜而不慌張，並
且同心協力、互助合作因應，以
確保校園住宿的安全。
































































































































 

向前走，向上走?
念研究所還是找工作？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一個即將畢業的大學生，對

於自己唸的科系不感興趣，面臨即
將找工作的階段，如果是我現在
的經歷，畢業後很難找到一個薪

水不錯的工作。最近身邊的朋
友開始準備考研究所，他們說
有了研究所的學歷將來找工
作比較容易，薪水也會比較
高，讓我有想念研究所的念

頭，但是我不想念原本科系的研究所，但是
如果要跨科我也不清楚自己比較適合哪一個
領域，站在這一個抉擇路口，我該怎麼選擇
呢? 妮妮

親愛的妮妮，你好：
從你的來信中能夠感覺到你對於未來的緊

張，你希望在日後的工作有不錯的收入，但
是以現在的學經歷想要找到適合的職位並不
容易，身邊的朋友準備研究所的過程與你分
享的資訊，也讓你開始思考繼續就讀研究所
是否也是一條可行之路，在思考的過程中，
研究所就讀的方向也讓你陷入沉思，很難明
確地知道自己的興趣，讓你在繼續唸研究所
與找工作的抉擇上，像一艘飄浮不定的小船
持續擺盪著，也讓你的心情起起伏伏，對於
自己的未來有一些擔心。面為徬徨的自己，
老師提出一些想法提供你思考：
一、研究所對自己的適配性：大學課程屬

於通識教育的性質較高，學習的範圍較為廣
泛與多元；進入研究所後，將轉變為對某一
個領域更深入的學習，且學習的型態也與大
學不同，研究所根據選擇的科系不同，會有
不同的生態，不過能夠確定的是，學習的過
程將會對某些主題會有更深入研究的瞭解，
包含實驗與論文的撰寫，這個過程非一個短
期的歷程，需要對研究主題有興趣與耐心，
目前你尚未找到自己有興趣的方向，貿然地
踏入某個領域可能會讓自己無所適從，也可
以思考自己是否能夠適應研究所的生活方
式。
二、日後工作場域的考量：研究所的學習

對於一個主題有較深入的學習，學習的科系
經常也與日後的工作有所接軌，如果自己就
讀的科系能在未來的工作學以致用，深化自
己專業上的知識，是對自己的投資；如果將
來的工作與研究所的學習相去甚遠，自己可
以思考研究所的學習是否對工作場域中的自
己有幫助。
三、找出自己的興趣：不論是繼續升學與

找工作，找出自己的興趣是重要的。可以藉
由許多方法找出自己的興趣，如：閱讀書
籍、參加營隊、打工、與熟識的親友討論
等，從各種活動去探索自己喜歡的面向，並
且更深入地去瞭解它。找出自己有興趣與喜
歡的方向，不論是研究所或是工作，才能帶
領你在這一條路上走得更長更遠。

不論是繼續念研究所或是進入社會工作，
都是懷抱著新鮮、害怕、擔心等五味雜陳的
心情，因為都是進入一個未知的領域，裡面
充滿了許多自己不確定的事情；當如果進入
社會工作，身分也從學生轉為非學生的身
分，有工作的責任要承擔，也有工作的成就
能獲得；當成為研究生，不像大學生自在地
探索自己未來的方向，需要進行特定專業的
領域研讀。不論是轉換哪一種新的身份，自
己的心理都需要進行調適，準備好進入人生
的下一個階段，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想一
想哪一個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如果在思考的
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想找人討論，歡迎來到
學生諮商中心找老師談談。

~有心理困擾或需求，歡迎前來學生諮商中心~
電話預約初談：(02)2861-0511轉12612至12615

親自預約初談：
直接前往大孝館2樓 學生諮商中心 安排會談時間

網路預約初談：
請至學生諮商中心網頁(http://counseling.pccu.edu.tw)

的 「個別諮商」填寫 「初談預約單」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蕭至賢 輔導老師

【文／李文瑜】華岡博物館即
日起至 11月 24日每週一至週五早
上九時至下午四時將於博物館四
樓展出《創辦人張其昀博士現代
名家書畫》，免費參觀，歡迎全
校師生蒞臨觀賞。

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博
士，字曉峰，清光緒二十七年
(1901年)11月 9日生於浙江省鄞縣
書香世家，畢業於南京高等師範(
南京大學前身)，民國 16年起先後
任教國立中央大學、國立浙江大
學，民國 32 年應美國國務院邀請
任哈佛大學訪問教授。民國 36 年
行憲後，學而優則仕，以一介書
生，終生報效黨國、獻身教育、
發揚中華文化為職志，貢獻非凡
而被譽為台灣 「教育之父 」 和
「文化之父」 。
欣逢中國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

昀博士曉峰先生 114歲誕辰，華岡
博物館 10月 6日起至 11月 24日特
別舉辦 「緬懷創辦人張其昀博士
現代名家書畫特展」 ，精選包括
先總統 蔣公、經國先生和黨政大
老（嚴家淦、何應欽、谷正綱、
張群、倪文亞......），學術耆老
（于右任、錢穆、潘重規......）、
藝術大師（張大千、黃君璧、傅
狷夫、葉醉白、趙少昂、林玉
山、歐豪年......）、華梵大學創辦
者曉雲法師以及校友等 88 幅書畫
名作。11月 8日校友返校節下午 2
時舉辦開幕儀式，邀請各界人士
回顧創辦人張其昀博士事蹟與現
代書畫名家藝術精品，以期與創
辦人張其昀博士曉峰先生之精神
相互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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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防災疏散逃生演練

華岡學子風雨無阻

總統蔣公贈書 「吾黨楨幹」
祝賀創辦人五十壽辰

經國先生贈書 「弘文益壽」
祝賀創辦人八十壽辰

張佛千撰文、張大千手書
「春曉華岡麗 高峰泰岱尊」

賀創辦人八秩嵩慶
王士儀

賀創辦人八秩嵩慶
朱玖瑩

頌創辦人詞 行書條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