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憲指部首與文大簽訂官兵在職進修合作意向書
指揮官許昌中將 : 是重要里程碑  校長李天任 : 彼此激盪交流發展優勢

　【文／李文瑜】文大與國防部
憲兵指揮部 11 月 1 日簽訂進修計
畫策略聯盟，由憲兵指揮部指揮
官許昌中將與本校李天任校長共
同簽署策略聯盟合作意向書。未
來，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將開出
37 學門科，提供憲指部同仁優惠
多元的進修學習方案。若達開班
課堂人數，更將進入營區開設專
班，以便於官兵弟兄延續學涯，
儲備專才。這也是憲兵指揮部首

次與大專院校簽訂官兵在職進修
策略聯盟。
　憲指部指揮官許昌中將表示，
文大創辦人張其昀教授曾擔任國
防研究院主任，與國防部淵緣甚
深，今憲指部再與文大簽定策略
聯盟意向書，透過在職進修提供
袍襗們最新知識力，是重要的起
步與里程碑，從此也將多方拓展
與各大學院校合作的機會。
　李天任校長強調，文化大學向

來以努力、誠懇的態度經營大學，
此次簽定合作意向書，也是讓軍
方朋友們深入瞭解文大各項教學
特色的好機會。未來定能透過聯
盟合作，彼此激盪並交流資源，
發展更多優勢。
　憲兵指揮部警務處長文念宗上
校說，很高興文化大學願意開設
各項進修課程，提供軍職朋友們
與時俱進的進修內容與管道，以
面對科技時代的高速知識需求。

　對此次策略聯盟的進修內容，
文大推廣教育部系所發展處處長
王舒民表示，課程主要目標為輔
導考取專業證照，如人資證照、
職涯輔導證照、PMP 專案管理類
證照，及各類數位時代搶手的資
訊證照等。憲指部同仁在策略聯
盟合作範圍內，報考就讀不僅享
學費優惠，更能獲得協助考取專
業證照，有利未來職涯規畫與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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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為發揚國粹體
現華岡精神，學務處今年續舉辦
華岡意象書法比賽，經專業書法
評審團隊評選後，由法律系 1 年
級 B 班李彥璋奪冠，獲獎學金
5000 元；美術系 3 年級戴廷丞
及 4 年級楊巽丞列第二名及第三
名，分獲獎學金 3000 元與 2000
元。佳作有美術系 2 年級陳志
岩、景觀系 1 年級朱俊濤、美術
系 1 年級呂香蓉及應數系 1 年級
A胡崴涵，均可獲 1000 元，
　今年總計有 42 位同學參與比
賽，包括陸生、美術系學生及不
少大一新生；邀請中華民國書法
教育學會現任理事長陳國福老
師、副理事長楊旭堂老師及史學
系黃緯中老師擔任評審。
　學務處指出，書法比賽邁入第

二年，參賽學生展現大將之風，
穩穩書寫出符合參賽者對華岡情
感之字句，獲得評審肯定，現場
並邀請三位老師揮毫指導，展現
本校重視中華傳統文化之風，使
校園充滿藝術氣息。
　學務處指出，華岡意象書法參
賽規定需用書法寫出「振衣千仞
岡，濯足萬里流」、「質樸堅
毅」、「美哉中華，鳳鳴高岡」、
「承東西之道統，集中外之精
華」及「華岡講學，承中原之道
統」等五句有關華岡意象的文
字，今年參賽者表現優異，充分
宣揚校歌「振衣千仞岡，濯足萬
里流」的理念，讓華岡人對於校
訓「質、樸、堅、毅」的精神有
更深刻的體悟。

　我希望將古代的文學、文化活
潑化，方法包括將古代詩詞現代

化、分析小說如何改編成電影、

借重「字形筆畫色彩分析法」以

利於現代漢字學習，或介紹敬字

亭來宣揚台灣的敬字惜紙文化。

　例如介紹古代詩詞時，除了文

字的說「文」解「字」，時代背

景、典章制度或典故的介紹外，

還會尋找這首詩詞的古調唱法，

和現代人重新譜曲的唱法，讓學

生可以同時聽到古代和現代的唱

法。

　雖然同學會覺得古代的曲調不

符合現代人的口味，但經過現代

人重新譜曲後，更能感受古代詩

詞的美感。

　或是，將古代詩詞的文句稍做

改編，改編成現代的文句，然後

再重新譜曲，也別具一番風味；

甚至，連不能唱的現代新詩，經

過譜曲後也能輕易地朗朗上口。

　如此，可以讓古代的文學活潑

化和現代化，這樣的轉化可以讓

古代的文學變得更有價值。

　將古代詩詞曲和現代流行歌曲

融合，可使教學活潑，觀念創

新，讓同學覺得讀古代的詩詞文

學非常有意思，增進生活情趣和

文學品味。

　國文課本最難的〈說文解字

序〉，我習慣借重利於現代漢

字學習的「字形筆畫色彩分析

法」，將文字電腦化、科技化。

因為，要完整的認識一個文字，

就必須從文字的甲骨文、金文、

小篆、隸書、楷書的字形演變去

做介紹，把字形上不同的部位所

代表的是什麼，用不同的顏色表

現出來，而且還可以用 Photo-

shop 或是 PPT 把它變成動畫，

那就更能吸引學生了。

　例如「馬」這個字，從甲、

金、篆、隸、楷，透過彩色字形

的逐步展示和說解，就能清楚了

解現在的楷書形體是怎麼變化而

來的。用科技化的方式讓上課活

潑化，就不會那麼枯燥乏味了。

讓學生知道古代的文字是如何演

變到現代，除能了解古人的創

意，更能知道古人創造文字時的

想法，也是和我們很貼近的。

　文化學生每個人的可塑性非常

大，想法創新又新奇，跟我們這

個年紀的老師想法有很多的不

同。當然，現在的同學上課容易

分心，喜歡滑手機，這是老師上

課時遇到最麻煩的困擾。但身為

老師就要把上課的內容更加的活

潑化、現代化、電腦化，讓學生

知道上課也可以學到新的東西，

不是照本宣科而已。老師則要更

加精進，除了課本裡面的知識，

還要增加其他技能，把它融入教

學的過程中，這樣學生會更能接

受課程內容，吸收老師傳達的知

識跟學問。

施順生教授 : 古詩譜唱新調　引起學生學習興趣

教學特優通識教師專訪

　【文／李文瑜】文化大學李天任校長 8 月
31日率員參訪逢甲大學，逢大高承恕董事長、
李秉乾校長暨一行主管10月 28日回訪本校，
由李校長、商學院吳青松院長與相關行政主
管接待。高承恕董事長除細數兩校創校過程，
更率同仁向本校張其昀創辦人銅像行三鞠躬
禮並獻花致意。
　高承恕董事長說，張其昀先生是他父親高
信的老長官；張任教育部長時，他父親高信
是教育部次長，兩人共事情誼達四年之久，
小時候他還曾去過張創辦人台北市的家，當

時喊著張伯伯，感情很深，重逢故地，心裡
特別有感情，至今已有三代交情；也因此，
兩校是比姊妹校因緣更深厚的關係。
　李天任校長則希望兩校可以更深入的進行
單位對單位的業務交流互訪，增進情誼。
　高承恕董事長說，來參觀文化大學有兩個
「難得」。第一個難得是重回他小時候的記
憶地方，中國文化大學還沒蓋好時，他就來
過；之後，唸小學時又與父親一同見證大成
館剛剛落成的盛況。第二個難得是，逢甲大
學與中國文化大學均是極少數沒有財團與宗

教團體作後盾的私校，一磚一瓦開創現今格
局，創校歷史甚為相近；文化大學創校半世
紀，一路走來開創現今規模，非常難得，逢
甲大學可以多學習。
　李校長也提到，逢甲大學與本校創建歷史
相近，均是台灣建校超過半世紀學校，近幾
年推動建構綠色大學為藍圖，透過環境永續
發展計畫，積極將「綠色」與「永續」兩大
理念，融入水湳新校園規劃，搭配中台灣水
湳經貿生態園區與大學城的發展，成為中台
灣低碳示範校園。

【文/李文瑜專訪】
文學院中文系文學
組施順生教授榮
獲 104 學年教學特
優通識教師，他接
受本刊專訪強調：
「好的文學指導方
式，就是結合舊時
代，融合新味道，
活化古典文學，提
供學生不同角度的
文學視野。」以下
為施順生老師專訪
內容 :

中文系首推華岡文藝創作工作坊   與作家近距離接觸
邀集知名散文、劇作家及主編群  與文大學生分享文學意義
　【文／曾小禎】為增進學生閱
讀興趣，拓展生活視野，提升寫
作技術與創意發想能力，文學院
中文系文藝創作組舉辦「華岡文
藝創作工作坊」，從 10 月至 12
月間，分小說、現代詩、散文、
劇本與編輯五大類，由各領域優
秀作家與專家授課，近距離接觸
作家，至今已舉辦兩場，好評不
斷，未來還有三場散文及影視編
輯課，免費入場，歡迎聆聽。
　文學院中文系黃水雲老師
說，本系列活動以「工作坊」
（Workshop）的概念進行課程
設計，針對文學與文化創意產業，

邀請到的各領域專家黃麗群（小
說家）、胡金倫（聯經出版公司
總編輯）、宇文正（名作家，聯
合報副刊組主任）、高翊峰（小
說家、客家電視台《暗香風華》
節目主持人）、孫梓評（名作家，
自由時報副刊編輯）主講，分享
他們與文學間的愛恨情愁，讓同
學們有機會與作家們面對面。
　黃水雲老師強調，透過近距離
互動，建立學生與作家及業界人
士之間的橋樑，更藉由實務工作
的經驗分享參與，讓學生把對文
藝的想像化為具體的實踐。除了
中文系同學外，也歡迎其他系所

同學一起參與。
　黃老師說，為確保工作坊的意
義，凡是報名參與學員需事前閱
讀授課老師指定之文本或作家作
品，並於課堂中討論，提出自己
在創作上的問題，希望藉由不同

主題的講演與實作，以及學生和
演講者間的充分討論，達到最大
的學習效果。

　文藝創作工作坊課程與活動時

間如下：

華岡意象書法賽法律系李彥璋奪冠

11 月 30 日 散文創作 宇文正
生活到哪裡，散

文就到哪裡
大典 214

12 月 14 日 影視編劇 高翊峯

在 編 劇 的 對 話

裡，發現小說角

色的輪廓

大典 310

12 月 28 日 新詩創作 孫梓評 小詩的趣味 大典 310



　【文／李文瑜】「都市農業」課題，引起海
峽兩岸農產部門關注。本校動物科學系與中國
長春市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連續三年舉辦國
際型都市農業發展論壇，每場均吸引上百位專
家參與發表論文，同時也列為兩岸農業博覽會
重點展示項目，獲得大陸當地媒體採訪關注。
動科系並以學術先行，產業並鏈的精神，首度
於東北亞重鎮建立灘頭堡，未來動科系學生將
有機會前往大陸企業產學實習。
　動科系主任羅玲玲指出，動物科學系推動兩
岸學術交流有成，近年來分別有來自山東農業
大學、東北林業大學、福建農林大學的交換
生，下學期則新增延邊大學學生，這些學生於
文大畢業後回到中國大陸就業，仍與學校保持
聯絡，積極正面拓展文大知名度。
　她也提到，為持續擴展學術交流，已於今年
為動物科學系同學爭取兩個名額，將於明年暑
假至中國正邦集團所屬的養雞場與豬場實習兩
個月，學習大型牧場的飼養與生產管理實務。
　羅玲玲指出，近幾年大陸重視農業科技發
展，本校已連續三年接受長春市雙陽區區政府
的委託，辦理海峽兩岸都市農業發展論壇。今
年她並擔任會議的主題演講人，分別以台灣精
緻農業現況與發展 (2014)、都市農業：農業與
農村資源的應用 (2015) 及都市農業與在地糧
食供應 (2016) 為主題進行演講。
　羅玲玲指出，每屆論壇均獲大陸官方高度重
視，三年來超過 1,500 人次參與，受到當地都

市農業相關單位與民眾的關注。
　她解釋，都市農業泛指都市與其周圍的鄉、
鎮及農村，緊密依託並服務於都市的農業，包
括畜牧、養殖、園藝、養蜂及農林等產業的活
動。例如目前長春市雙陽區面積 1,677 平方公
里，又稱鹿鄉，梅花鹿為其特色產業，一望無
際的玉米田是中國糧倉之一；當地也有大型肉
牛牧場、溫室大棚種植蔬菜、水果的生態農業
園區、以及小農種植的葡萄等作物，擁有相當
豐富的農業資源，各種不同的農業元素匯集，

是發展都市農業的好地方。
　長春市每年在八月辦理的國際農業博覽會，
吸引許多人參觀。今年八月的論壇地點即選在
雙陽區剛興建完成的國信南山溫泉酒店舉行。
羅主任分享說，大陸年輕人對故鄉能否進步感
到迫切與焦慮，期望政府的發展能快一些；但
當地都市農業發展資源豐厚，卻欠缺精緻化
與完善化，透過專業科技工法的引進，加上當
地消費者的參與，除可縮短政府與農民間的距
離，更是學術先行、產業連動的必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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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農業」學術先行   動科系大陸長春建立灘頭堡
與長春市城鄉規劃設計研究院連三年合辦兩岸發展論壇 

　【文／李文瑜】農學院動科系林詠凱教
授，以在農業與環保的傑出表現，榮膺第
五十四屆十大傑出青年農漁環保類得主。林
詠凱教授長期關注弱勢族群，參與社會服務
工作與偏遠地區兒童的教育，是獲獎主因。
　林詠凱老師說，過去十幾年一直努力將台
灣農副產物做更高階的應用，減少污染，透
過開發環保產品，改變大家的消費習慣，初
衷就是希望大家能更重視海洋污染等問題。
　林詠凱說，感謝父母栽培，特別是媽媽對
他的包容與關心，感謝黃鵬林院長的推薦，
讓他有機會參選。
　他說，人生的後照鏡，往往比擋風玻璃更
清晰，往前看會迷惘，覺得自己到底為什麼
要奮鬥、會懷疑；但往後看就會發現所有不

相關的事物都會串連在一起，就會開始有意
義。他鼓勵年輕的朋友要常常傾聽內心的聲
音，勇往直前，一個知識分子不要去做白晝
裡的光，要立誓做黑夜裡的螢火蟲，更不要
從眾，不要趨炎附勢，應該去最需要的地方
付出。
　今年其他十大傑出青年包括：獲獎者周大
鑫及簡韶逸（科學及技術研究發展類）、江
振誠（基層勞教類）、楊博宇（企業、創業
及經濟發展類）、李美璇（醫學研究類）、
廖文華（社會服務類）、詹皓晴（體育技藝
類）、林子堯（文化及藝術類）、洪松銘（公
共行政類）、林詠凱（農漁環保類）、何景
榮（兒童、性別及人權關懷類）、蔡昇倫（華
裔青年特別獎）。

林詠凱教授獲選第 54 屆十大傑出青年   
感謝農學院長黃鵬林推薦 感恩文大支持學術研究路

這個人好像怪怪的？！ 
　　－淺談思覺失調症
輔導老師，您好：

　近來我作業遲交的情況愈來愈嚴重，連課都不

想去上了。原因是這樣的：每次老師交代的作業，

我總是想上網查得愈詳細愈好。剛開始時，我覺

得這樣做很好，因為作業的內容變得豐富且詳細。

但是，漸漸地，我發現作業常做不到一半就到了

深夜，想著隔天要上學又有新的作業而感到身心

俱疲，甚至想請假不去上學了。請問老師，這樣

的我該怎麼辦？

感覺很累的有志

親愛的有志，你好：
　聽到你因為想要繳出完美的作業而延誤期
限，甚至影響作息，導致連課都不想去上了，
老師可以體會你心中的挫折與無力，這一定讓
你很不好受。而從你的來信中，老師發現你已
經覺察到自己過度使用網路的情況。所謂覺察
是改變的開始，也就是說你已經邁向改善的重
要關鍵。根據你所描述的狀況，老師認為類似
網路成癮五大類之中的其中一類「資訊超載之
網路成癮」：即總是擔心自己所擁有的資料不
齊全，或者是一直懷疑自己所知道的內容好像
不正確，凡事總想要上網查了之後才安心。在
這裏老師建議有志，不妨停下腳步來，從以下
三方面思考一下自己目前的狀況：
　1. 追求完美：是否想著要繳出完美的作業，
不容許出任何差錯？其實想把事情做好並不是
壞事，但是當我們過度要求完美時，很可能會
有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人生也變得痛苦不堪
了？不知有沒有思考過，失敗無價的道理，有
時候失敗可能比成功帶給我們更多的學習。
　2. 自信心不足：是否總是不確定自己所知
道的是不是對的？在自信心較低的情況下，我
們很可能想依賴網路來帶給我們自信心與安全
感。
　3. 人際之間的疏離：是否最近和好朋友比較
疏遠了呢？為什麼當我們心中有疑問時不是找
好朋友或老師討論？卻只想到要上網查資料？
你有多久没沒有和好朋友吃吃飯，聊聊天了呢？
　透過以上三點，有志可以試著先把焦點從網
路移到自己身上。另外，老師也與你分享一些
自我管理的方式，希望對你有幫助。自我管理
可分為目標管理與時間管理兩部分：
　1. 目標管理而言，通常漫無目地使用網路
查詢資料可能是自覺還有足夠的時間，而這往
往是目標太大或目標不明確所導致。有志可以
嘗試看看清楚條列預計完成的目標項目，而在
這個大目標的架構下擬定數個較易没成的短期目
標，爾後藉由逐步完成的小目標慢慢地朝向大
目標的完成邁進。這麼做可以比較容易掌握進
度，而且也會因為有明確完成的工作項目感到
比較有成就感。
　2. 時間管理的部分，有志可以嘗試看看安排
一份日程表，幫自己規劃一下在一天之中要休
息與使用電腦的時間。最好能夠使用電腦一個
小時即休息五至十分鐘，在休息的時候做做轉
動眼球等肌肉放鬆運動，這樣不但可以讓身體
感覺不會那麼疲累，也可以讓自己心境轉換一
下而使頭腦更清晰。
　和網路保持有點黏又不會太黏的關係是一門
重要的學問。若有志想要對自己有更多更深層
的了解，老師非常歡迎你來學生諮商中心做更
進一步的討論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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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林揚

文化事業管理處長周強：文大最具中華文化特色

　【文／陳秀禾】上海市文化事業管理處周
強處長率上海新聞主管一行參觀文化大學，
新傳學院葉明德院長與新傳學院大傳系王毓
莉教授、新聞系羅彥傑老師等接待。文大國
際處林柏杉國際長說，目前在文大約有近
2000 位大陸學生，他們眼中的文化大學圖書
館藏書豐富、讀書與學習環境氛圍美，加上
校區所處位於台北，食衣住行交通便利，因
此成為大陸學生最喜愛短期研修或就讀大學
的大學之一。

　參訪貴賓有上海市文化事業管理處周強副
處長、上海報業集團對外事務部副主任梁勇、
新民晚報總編辦公室副主任秦亞萍、上海戲
曲藝術中心文化工程副組長夏天、上海市社
會科學界聯合會科普工作處處長應毓超及上
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辦公室主任楊琳。
　周強指出，文化大學裡設立大學博物館，
館藏豐富是名符其實發揚中國文化之美的大
學，更是他參觀的大學裡非常特別的一所學
校，希望未來雙方可以多多合作。

　葉明德院長則提到，文大新傳學院培育的
人才已多為台灣電視台新聞圈的菁英，是台
灣私立大學第一個成立的新聞系，包括各大
電視台主管，如 TVBS 李濤、民視總經理陳
剛信、中視總經理趙善意等，培育的新聞記
者認真努力，每每獲台灣新聞大獎，表現傑
出，像今年新聞卓越獎就有近11位記者獲獎，
包括平面類即時新聞獎、廣播類即時新聞暨
新聞節目獎、電視類即時新聞獎、國際新聞
報導獎，及電視類調查報導獎等。

上海市新聞主管訪華岡

青春共享、文化相融

　【文／李文瑜】本校藝術學院與華東師範
大學，於 11 月 22 日在曉峰紀念館十樓音樂
廳，以「青春共享，文化相融」交流演出，
文大藝術學院由舞蹈系芭蕾舞獨秀領軍，緊
接著華東師範大學臉譜說唱藝術，精彩不間
斷的舞曲與演奏，讓現場掌聲不斷。
　藝術學院推出的表演節目包括：何郁玟老
師指導舞蹈系學生王思涵及涂意雯演出吉賽
兒獨舞、音樂學系的輕舞飛揚、由國樂系老
師鄭曉玫指導林渼珮及謝蕙如的二胡，與徐
偉廷的鋼琴共同演出，以音樂衝撞出中西不
同底蘊之美。
　華東師範大學帶來阿卡貝拉的人聲演唱，
加上熱情的舞曲，還有民樂的小合奏，戰馬
奔騰的曲風，讓現場的音樂會，充滿熱情高
昂的音樂風。
　華東師範大學港澳台辦公室主任章平指

出，以音樂、舞蹈藝術間深度交流，這種截
然不同的姊妹校交流方式，為兩校師生帶來
不同的學習管道，很開心有機會率團來台灣
參加演出，未來將邀請文大藝術學院的師生
前往大陸演出。

藝術學院與華東師範以音樂與舞蹈會友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