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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105 學年度畢業典禮由曉園
致敬揭開序幕，李天任校長與 12 學院院長及
各單位一級首長在曉園裡，莊嚴感念張其昀創
辦人初時篳路藍縷在華岡興學，育英無數付出
的心力，造就今日華岡的宏偉規模。
　李天任校長則致詞時鼓勵畢業生說，只有謙
卑地審度自己，才會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以開放的態度，走出自我，吸收新知，持續學
習，提昇視野，方能跳脫窠臼，向寬廣的人生
道路不斷前進。
　本校 12 學院各學系畢業生，今年總計 5723
名畢業生順利畢業，博士班 33 名，碩士班
378名，學士班4610名，推廣教育部702名。
李校長提到，有時候我們會忍不住羨慕別人的
成就，認為他們比自己幸運，稱呼高學歷、高
薪資、高成就的人是「winner 溫拿」，反之
則被劃為「loser 魯蛇」的行列。但是人生的
面向非常多，所謂高成就的人也有馬失前蹄的
一面，低成就的人不見得全盤皆墨，反而更能
享受人生。
　他鼓勵同學說，「溫拿」不一定永遠穩拿，
「魯蛇」也不會一直在地上爬。你是「溫拿」
還是「魯蛇」，方向盤握在自己手上，百分之
九十九盡之在我，剩下的百分之一才是成之在
天。只要能把持「質樸堅毅」的校訓精神，勇
敢地走出去追求理想，你將有不一樣的發現。
　李校長說，面對全球化的大勢所趨，許多產
業外移、大陸崛起及薪資負成長，越來越多年
輕人選擇到異地謀發展。你們之中也許有人要

出國留學、有人將赴大陸或國外工作，有的為
了理想，有的為了生存而出發到遠方。如果現
狀無法滿足你，如果出走是必要的選項，那就
勇敢走出去吧！只要跨出第一步，就有改變的
機會，人生也必有不一樣的風景。環境千變萬
化，世界不會為你停留，走出去，世界就是你
的。哪怕是一小步，都是超越自己。
　《敞開胸懷，用愛調味人生》。李天任校長
致詞時，敞開胸懷，誠懇釋放內心的聲音，對
人多一點關愛與尊重，你會發現原來身邊一直
有許多愛你的人，準備張開雙手擁抱你。愛可
以帶給人信心和力量，走出封閉的心靈，和身
邊的人拉近距離，用愛調味你的人生。本校有
10 位身體障礙的學生，順利於今年畢業，包
括甫獲 2016 總統教育獎的體育系四年級畢業
生邱奕晧及多次拿下音樂大獎的音樂系張雅恩
等畢業生，即便面對先天的聾啞與視覺障礙，
他們不服輸的個性性，勇敢面對，這就是有愛
的人生，希望每一位畢業生，要記得只要願意
敞開胸懷，獨立自主，就是成功踏出第一步，
就是超越自己。
　李校長更鼓勵同學應該《把握機會，勇敢超
越自己》。他舉例提到，凡是擅於尋找機會，
和創造機會的人，總是勇於面對生存的挑戰。
非洲賣鞋的故事，兩個人觀察同一市場，得到
卻是完全相反的結論。究竟非洲人不穿鞋讓你
看到了機會，還是放棄了機會？機會和命運雖
是兩張不同的牌，但是喪失機會，命運也將陷
入膠著。誰能說你命中注定是「魯蛇」或是「溫

拿」，只要你不放棄機會，就是掌握自己方向
的舵手。
　李校長說，只要跨出第一步，就有改變的機
會，人生也必有不一樣的風景。環境千變萬
化，世界不會為你停留，走出去，世界就是你
的。哪怕是一小步，都是超越自己。

曉園致敬莊嚴揭開畢典序幕

　【文／李文瑜】號稱史上最特
別謝師宴 --- 廣告系推出的師 Fun
正能量 6 月 1 日在士林海鮮會
館登場！擠爆會場，而最具震撼
的將由廣告系大叔舞團 WASA-
MI48 組團首演，載歌載舞的熱
力演出，WASAMI48 團長鈕則
勳老師強調，可以當復建，這種
有掌聲的舞群，是真得挺好的。
　『WASAMI 48』創團成員包
括號稱廣告大和田--鈕則勳教授、
文化賈伯斯 -- 楊勝雄副教授、華
岡沈文程 -- 楊錫彬助理教授、草
山目暮警官 --Joseph Pan 助理教
授潘家鑫，大叔團名「WASAMI 
48」，希望像哇沙米嗆辣帶勁，
由四位老師和一位學生組成，48
則是四位大叔的平均年齡。以廣
告系之專業，自製電影海報劇照，

依其教授們的特色各自發揮巧思，
包括媒體寵兒鈕則勳教授劇照則
神似日劇半澤直樹的反派大和田。
　每年的謝師宴都是學生謝謝老
師，今年文化大學廣告系將走另
類路線，以老師回饋學生的觀念，
由教授KUSO巧扮「大叔天團」，
感謝學生畢業出社會後落實所學
理念，未來成為廣告界尖兵。
　「WASAMI 48」 一 劇 要 模
仿日本偶像團體「嵐」的日劇
新曲 daylight。鈕則勳說，這齣
日劇「99.9 刑事律師」述說，
99.9% 的刑事案件都會被法官
判有罪，哪怕只有 0.1% 平反的
可能，仍要盡全力達成目標。鈕
則勳自嘲說，雖然有人笑老師們
彩衣娛親、跳舞像復健，但年近
半百的他們仍盡力練舞，就算只

有 0.1% 的掌聲，也要努力達成
目標，這是老師們想教學生的畢
業前最精彩的一堂課，老師們熱
力的演出，換來尖叫聲連連，也
讓這場謝師宴少了濃濃的感傷，
多了許多值得記憶的笑聲回憶。

廣告系大叔舞團 WASAMI48 首演
老師們最 KUSO 的畢業謝師宴　實況轉播 擠爆嗨翻現場

　【文／李文瑜】健康的生活，
才有良好的工作品質，提升校園
教學行政品質，邁向華岡卓越。
衛保組與環安衛中心合力推出
《PCCU 樂活自主健康管理行
動方案》，免費提供運動手環使
用，名額僅只有 150 名，歡迎
教職員工積極申請，請大家跟著
流行，走出健康。有意者可直接
上網專區報名系統報名，即日起
至 6 月 12 日 為
止。有意者網路
報名後，務必參
加 6 月 14 日 早
上八點半到十一
點半間，在大恩
館二樓入口右測
進行檢測，啟新
診所會來抽血、
運健系張瀞文老師
會 帶 學 生 來 幫
忙 做 聽 說 能 測
等 各 項 測 驗。
　 衛 保 組 唐 慧
媛 組 長 說， 該
活 動 就 是 希 望
透過科技化的自
主 健 康 管 理，
提 供 教 職 員

工建康的生活調整，是衛保組
與環安衛中心共同合辦，凡是
本校教職員工均可報名參加。
　該活動是利用現代化穿戴式裝
置＋ APP 進行自主健康管理，活
動並將免費提供運動手環使用，
只要通過前測後，就可以利用穿
戴式裝置掌控個人生活之健康。
其方法是利用行動藍芽輸入健走
步數，並輸入飲食記錄，也有專

人線上指導，
機會相當難得，
歡迎報名參與。
　6 月 14 日 的
檢測可方便追
蹤管理，第一
次檢測內容包
括可能引發健
康之危險因子
如腰圍、血壓、
血糖、三酸甘
油酯及高密度
脂蛋白，此外
也將進行身體
適能檢測，包
括身體組成、
一分仰臥起坐、
坐姿體前彎及
三分鐘登階等。

　【文／李文瑜】今年獲總統
教育獎，體育系四年級畢業生
邱奕晧，因為遺傳，哥哥弟弟
與父母皆為聾啞人士，包括自
己，雖從小在沒有聲音的環境
裡長大，以「聽見內心的聲音
自許，憑著堅持的信念」，在
體壇上屢屢拿下各項國際金牌
大獎。他說，「此時，聽見的
掌聲已勝過自己的缺陷，而只要肯努力、相信自己，
機會永遠是給準備好的人。這些人，包含他自己。」
　邱奕晧曾拿下國際體壇大獎，並曾獲總統賀電祝賀，
包括 2015 桃園亞太聽障運動會男子組標槍金牌及
2013 索菲亞夏季達福林匹克運動會第三量級空手道男
子對打銅牌，在國內賽裡，曾獲 2015臺北市身心障礙
市民運動會聽障田賽標槍男子組第一名等各項大獎。
　邱奕晧說，家中雖貧困但家人相親相愛，排行
老二，哥哥、弟弟和父母皆為聾啞人士，因為遺
傳，我們三兄弟皆為先天性聽力障礙。從小由爺
爺奶奶帶大，阿伯、叔叔和姑姑負責照顧我們，
小時候聽不見也不太會比手語，很難與父母親和
家人們清楚溝通，卻也養成獨立自主的個性。
　心裡有苦，但從不抱怨。邱奕晧說，從小就看著父

母親為了家中生計辛苦努力
的工作，再苦的工作也從
不抱怨，在某一夜晚裡我看
見爸爸的背影已不似從前的
挺直與硬朗，心中泛起一抹
不捨與感恩，當下不斷告
訴自己，雖然家庭跟別人
比起來看來格外清貧與艱
苦，但因為聽不見，學習
路途要比別人付出更多，
更辛苦，未來也會面臨更
多的困難與挑戰，只要永
遠相信自己，堅持努力下
去，我一定可以超越自己
的先天限制，闖出一片清
藍的天空和燦爛的未來。

PCCU 樂活自主健康管理 免費提供運動手環 

跟著流行走出健康 歡迎教職員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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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拍機與 youtube 網路現場直播畢業典禮  畢典嗨翻天
畢業生遊園憶華岡路　揮別青春甜蜜與甘苦的華岡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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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今年 104 年畢業典禮適逢晴

朗好天氣，陽明山校園裡充滿畢業濃濃氣氛，

因應時代趨勢，今年文大畢業典禮空拍機直播

典禮與 youtube 網路直播方式，吸引未到場的

華岡畢業學生現場觀看，國樂系與引旗手從大

恩館前出發遊園，與畢業生一同巡禮校園，從

大恩館百花池廣場前出發，繞過仇人坡與菲華

樓，再至體育館見證正冠禮，為燦爛的四年大

學生活畫下完美的句點。

　藝術學院國劇系學生在曉峰紀念館前，舞出

青春與活力，為畢業生們加油打氣，遊園的沿

路兩旁在校生不斷地揮舞手中的加油棒、歡

呼、擁抱及送花等方式，以最熱情的方式歡送

即將離開校園的學長姐。

　畢業典禮現場由段富軒老師與華岡交響樂伴

奏及音樂系教授王典的現場高歌，氣氛一度邁

向最高點，畢業生熱情揮舞，含著淚水與歡

笑，揮別青春甜蜜與甘苦的華岡校園。

　畢業生的家長擠滿校園各角落，體會學生求

學的生活。點點滴滴用自拍棒與手機，一一記

錄在華岡最後一堂課的精彩。

　【文／李文瑜】6 月 4 日畢業
典禮囉！四年的精彩，最不會忘
的就是彼此的友誼與師長的諄諄
教誨，聽在耳裡，記在心裡，期
盼每一個華岡人走出校園，成為
對社會最有助益的華岡人。

李天任校長：

質樸堅毅　發揚精神

　李天任校長說，恭喜大家順利
完成學業，邁入你人生的另外一
個階段，另一方面，勉勵大家，
在人生的旅途上，你的就業或者
是再深造，不見得完全能夠順遂，
但是要記得我們的校訓，質樸堅
毅，發揚精神，克服一切的堅難
跟困苦，更別忘了校歌最後提示
的，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
永遠要有一個遠大的報負，有一
個追尋美夢的理想，希望大家都
能夠順利、成功，祝大家畢業愉
快，前程無限。

靳宗玫教務長：華岡人成為

推動社會正向的力量

　靳宗玫教務長指出，面對工業
革命 4.0 的時代，產業、社會經
濟結構都在改變，牽動了你我的
生活樣貌，在這個充滿變局與試
煉的時代，您準備好了嗎？希望
每一個華岡人，都能成為推動社
會正向、改進的力量，祝福每一
位畢業同學，鵬程萬里，展翅高

飛。

魏裕昌學務長：

原力覺醒朝向夢想邁進

　魏裕昌學務長則說，過去四年
大家一定有滿滿的收穫，希望各
位步出校園之後用你自己過去所
學，對於你自己所營造的理想，
能夠如原力覺醒般地，朝向你夢
想持續地邁進。

施登山總務長：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遠

　施登山總務長則以曾子說的一
個名言與華岡人分享。曾子說：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
遠」，我期待我們的畢業生，華
岡明日以你為榮！

畢業致詞生

資傳系四年級   張聯泓　

　在這山頭我們學到的不僅是課
本上的知識，總是擠滿人的紅 5
鍛鍊了我們的耐心；總是下不停
的雨水淬鍊了我們的堅強；總是
刮不停的強風助長了我們熱情，
使我們成為質樸堅毅的華岡人，
期待未來的我們也能秉持這樣的
精神，闖出自己的片天空。

畢業生致詞

心輔四  陳彥宏

中國文化大學，台灣最高學府，
不僅高度高，心志更是高！除了
高度外，人美心也美，看看一旁
的親善團的夥伴，不必多說！根
本文大最美風景！再看看華岡帶
給我們的回憶與情感。再次感謝
華岡，You raise me up ！

在校生致詞

國企系  洪書雅

　希望在這一個大家庭裡，有某
一個部分能成為你永遠最愛的角
落，可能學長姐畢業後繼續升學
研讀研究所，或者成為職場新鮮
人，可能要為自己的夢想打拼，
為自己的路向前。當你覺得累了，
別忘了文化這個大家庭永遠給妳
加油打氣。

在校生致詞

新聞三 A  蘇冠瑀 

　期許你們無論在逆境或順境中
都能有所成長，並堅定自我的信
念，在各自的領域中發光發熱，
也歡迎你們回來，將多此多姿的
經歷與我們分享。畢業，不是結
束而是開始，請你們帶著我們的
祝福，昂首向前！

　【文／李文瑜】6 月 4 日畢業
典禮，企業貼心好禮相贈！以代
理日本藥品，如日本龍角散等聞
名懷得企業公司董事長親自來文
大，贈送同學 5000 瓶去日本必買
的聖品－金冠鎮止癢液。范育俊
董事長說，多次來陽明山爬山，
每次都被叮得滿身癢，深知在山
裡上課的師生尤其是夏天，蚊蟲
叮咬對身體造成傷害，唸起書來
也不專心，基於回饋社會教育的
精神，特別於今年開始免費贈送
文大學生索取，更天心的在畢業
典禮當天與衛保組合作於百花池
擺攤免費提供學生，歡迎學生索
取。
　懷得國際有限公司是知名藥品
代理商，包括日本龍角散、日本
金冠堂，素以專業與服務，為消
費者提供優良的商品。這次提供
的是金冠止癢液，幾乎是遊日必
買的伴手禮，這次提供給學生就
是希望學生能在陽明山上安心唸
書，學得一技之長，貢獻社會。
　范育俊董事長也提到，每月都

會到山上這邊爬山健身，尤其一
些陽明山的步道相當具有詩意，
空氣又好，不過步道上有許多蚊
蟲，一兩次下來叮得滿身癢，回
家後用了金冠鎮癢消炎液，真得
消退很多，也能有效止癢，這是
從日本代理的商品，基於回饋社
會的心態，才希望華岡的學生在
這麼美麗的校園裡安心就讀。
　

范育俊董事長更阿沙力的宣誓，
如果學生有任何需要，一句話，
會給學生們最好的服務，歡迎有
一技之長的學生們畢業後可以到
本公司服務，貢獻己長回饋社會。
　衛保組唐慧媛組長強調，根據
發送領取的志工觀察，發送的止
癢液深獲家長親友喜愛，尤其認
識這品牌的家長親友們，幾乎人

手拿一瓶，也相當謝謝文大的貼
心服務，在畢業典禮這一天送給
學生這麼特別的畢業小禮物。
　懷得國際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9
年，為專業代理公司。主要為整
合發展通路市場的資源，開發一
套符合通路運作機制的管理系
統。 主要的業務在於經銷商品，
擁有完整、專業的經營行銷團隊，
健全而有效率的管理制度，經營
與代理品牌超過 40 年經驗，成就
了製造生產商與消費性通路之間
的最佳平台。可以針對不同的產
品特性，運用不同的通路特性，
快速順利的讓產品上市，並有效
掌控其銷售狀況。掌握了有效的
管理制度，對客戶承諾最有效的
行銷。 未來，將以更專業的行銷
理念為宗旨，結合長期耕耘的通
路系統，為提供客戶完善的服務，
不斷地開發創新，並將以更多元
化的發展，滿足各種客戶的需求，
塑造專業行銷、物流、資訊流的
全方位通路行銷公司。

企業主董事長送 5000 瓶日本進口金冠鎮止癢液
盼永遠記得華岡那些年點點滴滴  一起求學的生活

謹記四年的精彩   未來華岡以您為榮

畢業貼心小禮！

送給畢業生的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