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習達人競賽  國貿系王楠榛奪冠  全商所張紫誼摘銀
張琦雅老師：活出年輕生命中最高度最盛開的那一刻

　【文 / 李文瑜】2016 年校園文
創設計比賽得獎名單揭曉，廣告
學系吳欣頤設計的「古書籍造型
行動電源」及大眾傳播學系劉惠
瑀「夢想鬧鐘」奪冠，分別獲得
五千元獎學金，充分發揮巧思，
運用所學，展現創意設計作品。
 第二名由大眾傳播學系林美靜
「環寶之聚」獲 3,000 元獎學
金。第三名分別由廣告學系楊皓
媛「勇敢的文化人」、廣告學系
吳春瑩「收納式手帕」、大眾傳
播學系陳思橋及廣告學系武蓉慧
「扭轉乾坤」獲得，可獲 2,000
元獎學金。
　今年校園文創參與同學表現優

良，佳作錄取共計 9 名，分別為
廣告學系鄭敏秀「文大校徽掃具
組」、大眾傳播學系駱盈蓁「華
柑桌邊掛勾」、大眾傳播學系蔡
幸美、孔淑汝「三合一材質背
包」、廣告學系陳恩琦「文化印
象伸縮名片 ( 便條紙 ) 架」、中國
文學系文藝創作組黃禹維及張瑋
哲「億．華岡」、大眾傳播學系
呂欣晏及高詩芸「文大之夜」( 夏
之星空，冬之雨空 )、廣告學系林
家伃「文化大學校狗文具組」、
大眾傳播學系楊寶儀「Four」及
大眾傳播學系陳守溱、謝昀庭「文
大天際線壁掛勾」。
　大眾傳播學系劉惠瑀「夢想鬧

鐘」，是以文大建築物、校徽、
藍鵲等元素，設計出一個具有小
夜燈及存錢筒加鬧鐘的功能的多
功能性特色商品，名為夢想鬧鐘，
期盼每天早上呼喊自己起床的是
夢想而不是鬧鈴、追求夢想不該
只是停留，讓每天早晨都充滿動
力。廣告學系吳欣頤設計的「古
書籍造型行動電源」則結合中華
文化之美，設計出具有古樸味的
書籍造型行動電源，創意巧思獲
評審高度肯定。計的「古書籍造
型行動電源」則結合中華文化之
美，設計出具有古樸味的書籍造
型行動電源，創意巧思獲評審高
度肯定。

李校長陪同莊長江 緬懷莊萬里先生捐款建校精神
【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創校推手菲律

賓僑領莊萬里之子莊長江伉儷，繼十二年前為
本校體育館剪綵後，13 日再訪本校，校長李
天任除親自接待，並陪同他們參觀本校與莊萬
里先生相關的幾棟建築物，與師生共同緬懷近
一甲子前，這段故人資助張其昀創辦人於華岡
辦學的溫馨深厚情誼。
　2005 年，時任僑務諮詢委員的莊長江先生
伉儷，曾與其妹莊良有女士蒞校見證本校體育
館落成。昨天他再訪文大，參訪菲華樓、萬里
樓 ( 大成館 )、莊萬里紀念館 ( 大莊館 ) 等與莊
萬里先生相關的建物，每到一處均駐足許久。
他表示：「文大從五十五年前發展到現在，可
說是平地起高樓，並且一代一代承繼著張創辦
人的辦學志業，不容易。」
　莊長江先生在菲華樓參訪時除跟張鏡湖董事
長通電話互相問候，恰在菲華樓授課的張海燕
董事也親自向莊長江先生致意，指「沒有莊萬
里先生就沒有文化大學」，會持續以莊萬里先
生的精神與理念辦校，不辜負其當年的心意。
 莊長江先生並一再向李校長謙稱不希望學校
勞師動眾接待他，李校長則幽默回應「你希望
悄悄來，文大卻不能讓你悄悄來」，畢竟文大
第一座校舍大成館是因莊萬里先生而起、對文
大有特別意義；李校長也指出，將製作紀念牌
匾述敘明莊萬里先生助文大建校事蹟，也盼莊
長江先生能提供一些其父相關文物，供文大
師生緬懷故人鼎力相助事蹟。莊長江先生則允
諾，會與其妹好好討論此事。
　文大創校之初，莊萬里先生曾捐款兩百萬元

( 五萬美元 ) 作為建校基金，當時公務員月薪
不過才數百元。張創辦人後於其「萬里樓記」
一文提到，「華岡興學之理想，華僑大學乃其
一端，雖無此名，而求其實。誠以斯校之建，
華僑出力特多，本校常思有以報之。」並親書
「萬里樓」匾高懸於大成館之上；張董事長也
曾說，本校創校基礎根基於莊萬里先生首捐鉅
款，「開啟中國文化大學的歷史」。
　莊良有女士後來在她所寫的「紅塵中的美
絕」書中回憶，文大創校廿年她隻身飛台參加
校慶，聚會時張創辦人告訴她：「中國文化大
學的第一座校舍大成館，是靠妳父親的力量建
成的，也就是今天的萬里樓，」張創辦人還三
度拿起手帕拭淚感念故人，並表示曾打算在華
岡一塊莊萬里先生很喜歡的風景地上蓋一棟別
墅送給他，矩料未久莊萬里先生逝世，後來那
塊地建成宿舍，即稱為「莊萬里紀念館」。
　莊良有寫道，當時張創辦人還當著數人的面

對她說：「中國文化大學真正的創辦人是莊萬
里！」「在這冷漠無情的塵世裡，張伯伯能如
此念舊，實在是感人肺腑！他把您那筆捐款，
替國家培育了不少人才。」
　莊長江先生並透露了為何要命名「萬里
樓」、牌匾為何會面向西方。原來當年是取江
山萬里之意，面西即是面對著大陸萬里河山，
訴說著當年張創辦人與莊萬里先生的心情，
「以前是希望反攻大陸，如今兩岸講和平，回
不回去無所謂，希望中華文化能傳承下去。」
　莊萬里先生雖已過世多年，但莊長江先生與
莊良有女士仍承襲其父熱心推廣藝文與樂善好
施精神，曾將凝聚莊萬里先生畢生心血、堪稱
東南亞最大的中國書畫私人收藏地「兩塗軒」
所收藏 233 件價值連城的中國書畫贈送給上海
博物館，獲大陸上海市政府頒贈上海白玉蘭獎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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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文創設計 校徽、校狗設計全入列 

廣告學系吳欣頤及大傳系劉惠瑀奪冠

為提供師生充分了解教育部校務

獎補助經費運用情形，本校積極推

動資訊公開透明化，透過校內各項

資訊公佈訊息傳達，讓全校師生清

楚掌握獎補助經費使用情況。

　「獎補助經費」依教育部規定，

於本校公告系統發佈，另並以e-mail

的方式，讓師生了解，玆將撥款

明細表及使用項目、金額詳列如下

表。

　104 學 年 度 (104/8/1~105/7/31)

蒙教育部撥款校務獎補助經費計

102,565,465 元，其獎補助經費占

本校近 3學年度總收入之百分比分

別為2.72%（102學年度）、2.32%

（103 學年度）及 2.68%（104 學

年度）。而該獎補助經費占本校

近 3學年度總支出之百分比分別為

2.3%（102 學年度）、2.09%（103

學年度）及2.48%（104學年度）。

項      目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學校獲總獎補助經費  50,973,579  51,591,886  102,565,465 

支用項目 經常門執行金額 資本門執行金額 合計

一、充實、改善教學軟硬體方面  23,309,615  48,270,678  71,580,293 

　　圖書、期刊、資料庫  17,465,328 15,201,888  32,667,216 

　　教學軟體 3,720,380  3,720,380 

　　充實、改善教學相關硬體設備  29,348,410 29,348,410

　　充實教學相關物品及學術活動展演經費  5,844,287  5,844,287 

二、辦理環境安全衛生設備、教育訓練及防

護設備等相關工作方面
 2,155,648  2,155,648 

三、改善師資結構方面  26,685,255     26,685,255 

　　二年內新聘教師薪資  18,885,000  18,885,000 

　　補助教師編纂教材 0   

　　研究  7,030,582  7,030,582 

　　研習  367,673  367,673 

　　著作  402,000  402,000 

四、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之推動  978,709  1,165,560  2,144,269 

　　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93,600  93,600 

　　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工作  165,949  165,949 

　　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之器材設備  719,160  1,165,560  1,884,720 

合計  50,973,579  51,591,886  102,565,465 

104 學年度教育部校務獎補助經費撥款及支用明細
【文 / 李文瑜】學務處職涯發展

與校友服務組結合學生前往各企
業實習，分享實習感言與簡報，
舉辦 2016 年實習達人競賽，選出
最優質的實習達人，第一名是前
往味丹越南廠實習的國貿系王楠
榛，第二名是前往越南振大纖維
實習的全商所張紫誼，第三名則
是赴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士
林分會實習的法律系財經法律組
丁緯頡、梁以靖、蘇詠捷。

擔任評審的商學院張琦雅老師
高度肯定每一位參與實習的學生
說，「『你若盛開，蝴蝶自來，
你若精彩，天自安排』，這句話
非常適合此刻的你們，因為，你
們真的各個盛開，各個精彩，每
個人都活出了你們年輕生命中最
高度最盛開的那一刻。」

新傳學院夏士芬老師說，「經
過這次實習，你們不再是媽寶或
是溫室花朵，你們真的很棒，你
們都是最佳實習達人，因為妳們
在實習中所投入的努力成果，已
經把自己推向一條光明道路。」

研發處李郁凡組長說，學生透

過實習看見自己不足的地方，進
而返回學校時再補強職場所需的
能力。尤其是學生參與企業實習
後，會發現自己哪裡有缺失，回
來學校就努力補強；有些同學會
說以前不關心國際時事、國際的
組織，好像跟自己沒有關係，但
實習後就會發現其實跟自己很有
相關，這就是實習的意義，透過
實習經驗，重新找到最適合的方
向。

今年選出的佳作還有三位，分
別為於富順纖維公司實習的紡工
系翁乙丹、前往國立海洋生物博
物館生態實驗室實習的生應系周
佑蓁、在品格子旅店實習的英文
系高孟廷、董韋君、蘇郁婷。
國貿系王楠榛提到，今年實習

的國家是越南，實習的企業是味
丹，實習的過程中不是很順利，
例如環境與台灣的不同，或是語
言上的隔閡，但在實習的過程中，
學習到很多跟實務上有關係的，
又或者跟學校教的有互相呼應的；
最可貴的地方是體驗職場跟學校
的不同，不管是從職場所帶來的

氛圍，或是負責態度上的差別。
張紫誼則全程以英文簡報，令

人驚艷。她以今年夏天前往位於
越南的振大纖維實習的經驗，鼓
勵所有學生離開舒適圈到海外進
行實習，因為實際上會有比想像
更大的獲得。如果將來想成為管
理者，實習更是接觸基本工作的
最好機會，放膽嘗試，同學一定
會有很大的收穫！

在法律扶助基金會士林分會實
習的丁緯頡指出，「在法扶讓我
們有機會去學習到很多實務上的
經驗，讓我們可以接觸到社會上
的弱勢族群，也讓我們拿所學可
以去回饋這些族群。」梁以靖提
到，「在士林法扶擔任實習生，
讓我不再是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
法律人，能夠更了解實務上的案
例，讓我在對於課程上的案例有
更強烈的動力跟目標。」蘇詠捷
則指出，「這次實習的經驗，讓
我可以學習到很多面相的東西，
不管是實務上跟書上理論的結
合，或者是聽律師分享人生經驗，
都對我很有幫助。」

創 校 推 手 哲 嗣 再 訪 文 大

第一名吳欣頤「古書籍造型行動電源」

第一名劉惠瑀「夢想鬧鐘」

第二名林美靜「環寶之聚」



　【文／李文瑜】105 年第一學
期退休老師感恩茶會 1 月 4 日在
曉峰紀念館一樓會議室舉行，今
年總計 19 位老師退休，出席感
恩茶會的有音樂系朱象泰教授、
資管系吳宏文副教授、美術系翁
美娥教授、土資系巴利士副教
授、國劇系朱錦榮老師、林素蜂
工友、推廣教育部宋國鼎警衛及
推廣教育部林霂丰警衛等。朱錦
榮老師現場一曲國劇唱腔校歌，
厚沉的嗓音娓娓唱出對文化大學
的感恩與感謝。
　李天任校長祝福每一個退休的
同仁，未來一定要保重自己，家
庭生活更美滿。
　資管系吳宏文副教授與音樂系
朱象泰教授，留在文大近40年，
對文化的濃厚情誼極為真切。李
天任校長提到，吳宏文老師曾三
度擔任電腦中心主任，其經歷已
可寫一部華岡的資訊發展史，現
今的資訊中心多位同仁不是他的
學生，就曾是追隨他的同事，每
一個回憶都是滿滿的感動。
　吳宏文老師說，「今天來到學
校時遇到一條校狗，蹲下來問牠
說，我下個月要退休了，未來日
子如何啊？校狗開心大喊兩句，
旺旺。真好，心裡篤定退休後的
生活一定會更好。」吳宏文老師
說，退休才是自己生活的另一個
開始，從民國 58 年到現在，從
在學校唸書到擔任教職工作，前
後超過四十多年，要感謝的太多
太多，包括創辦人、董事長及歷
任校長，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貴
人，謝謝大家在職期間的照顧。

　朱象泰老師則說，她是從民國
66 年兼任講師至今，曾遇過算命
說人生懷才不遇，不過，畢業後
從國外回來，就被文大恩師遴聘
到學校來，一路人生順遂美好，
懷才又遇貴人，貴人就是文化大
學的好朋友們。她說，自己花了
十年、直至 40 歲那一年寫好論
文升上副教授，又考上留法的公
費留學，50 歲完成一部十八萬字
的論文，順利升等教授，60 歲受
到李校長推薦至美國賓州擔任大
學訪問教授，每十年都是人生重
要里程碑，都是文化貴人的相提
攜。她並提到，音樂的工作沒有
時間表，我會持續教音樂下去。
　巴力士老師則說，不久前在辦
公室遇到一個女學生，她說她媽

媽是我的學生，時間真得過很
快，轉眼間他在文化大學待了 34
年，謝謝文大的每一個老師朋友
與學生們，「都是你們，我的人
生才不一樣。
　翁美娥老師說，過了年就是 71
歲，人生有酸甜苦辣，她不想記
不快樂的事情，遇到不好的事情
就通通忘掉，但好事就一定要說
出來，感謝校長一直以來對自己
與先生的支持，讓他們夫妻倆成
為華岡最幸福的人。
　朱錦榮老師說，人生的經歷五
彩繽紛光華燦爛，從擔任專任教
師至如今退休，都能有幸遇到李
天任校長，「感謝中國文化大學
讓我學習讓我成長，感恩中國文
化大學對發揚中國國粹的努力，

因為有文大國劇才讓學唱戲的孩
子有機會獲得更高教育，更好的
學習環境。」
　「華岡講學，承中原之道統。
陽明風光，接革命之心傳。」朱
錦榮說，這是他人生的座右銘，
因為他從軍校出來，指導學生接
承文化國粹，是他的目標，也相
信未來文化一定會更好。
　推廣教育部宋國鼎警衛及推廣
教育部林霂丰警衛說，感受到各
級長官營造好的工作環境，讓他
們的二十幾年都留在這裡，體驗
文大人的美好溫情。
　總務處林素蜂大姊則說，來了
文化將近二十年，感謝各位長官
各位朋友，謝謝大家肯定她，看
到小小螺絲釘的貢獻。

　【文／李文瑜】2017 年新任
學務長將由法學院方元沂教授接
任，魏裕昌教授則轉擔任國際處
長一職，交接典禮於大恩館 12 樓
舉行。方元沂教授畢業於美國伊
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法學博士和波
士頓大學法學碩士，經常被學生
譽為法學院的「梁朝偉」，教學
方式活潑，極受學生歡迎。另外，
國際處兩岸事務組組長則將由法
學院周佳宥老師接任。
　法學院何曜琛院長曾盛譽方元
沂教授，方教授畢業文大，在文
化大學雙主修法律與大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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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美國紐約州執

業律師，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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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元沂學務長曾經在邦聯國際
商標專利事務所和伊利諾州檢察
官辦公室服務。返台後，並擔任
歐薄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顧
問，提供該公司法律諮詢和建議。
方學務長目前在中國文化大學法
律學系教授國際法、商事法、公
司法和證交法等課程。
　在學務長交接典禮上，李校長
以夏普企業開源節流為例，希望
全校教職員以此為目標，迎接高
教全新挑戰。他提到，天下雜誌
日前專訪夏普社長戴正吳短短上
任不到 200 天，就讓虧損 2 年多

的夏普重返獲利。
　李校長說，夏普社長戴正吳在
專訪時提到，面對翻轉夏普之路，
最艱難處在何處？就是所有一切
都在責任中度過了，感謝大家的
支持及期待，人要有責任心，全
體企業人努力面對，就能戰勝挑
戰。
　李校長分享戴正吳對人才的觀
念。戴正吳說，人才是企業最重
要的資產，夏普三管齊下求才，
「一是將找回 45 歲以下離職優秀
員工；二為新招聘有經驗人才；
三是新增剛從大學畢業的年輕人
來培養。」李校長說，學務處近
幾年積極與學生面對面，鼓勵學
生走向國際視野，培養優秀的國
際志工，獲得極高評價，未來也

希望全校教職員努力扛起責任，
面對各項高校全新挑戰。
　至於魏裕昌則卸下五年學務長
的重擔、再任國際長，原國際長
林柏衫則自行政職榮退、專心學
術與教職。校長李天任也分別感
謝兩人對學校的付出。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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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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元沂接學務長   魏裕昌任國際處長
動動身心情，開心上學去！
輔導老師，您好：

　已經開學好一段時間了，可是我的心好像還逗

留在假期一直都回不來…。最近上課時我總是心

不在焉，不但很難集中注意聽老師講課，還總忍

不住想滑一下手機看看家人或朋友的 FB，或是放

假時拍的那些照片。最糟的是我生活作息大亂，

每天不到凌晨一、兩點根本睡不著，可我又得每

天通勤，早上起床睡不飽之外，又要擠公車趕上

來上課真的好痛苦，現在每天都黑眼圈。我知道

自己應該要有自制力，要調整作息時間，可是真

的好難喔。老師我到底該怎麼辦阿？

垂頭喪氣的小明
親愛的小明，你好：
　收到你的來信，可以感覺到小明的假期過得相
當精采吧！不過這好像也讓你在開學後，很捨不
得假期中那些輕鬆又愉快的時光，遲遲沒辦法回
到正常狀態好好上課的你，甚至也開始有一點自
責、焦慮、煩躁了起來。其實這些都是長假後的
正常反應，只要你能身體力行地做一些小調整，
相信很快地就可以回到生活軌道上。老師分享一
些小訣竅，試著做看看吧！
‧ 真正地放鬆好「身體」

1. 調整作息時間：或許這是最簡單的建議，卻常
常是很難做到的事。在沒有太多壓力的假期
中，可能讓你養成了晚睡晚起的習慣。習慣是
可以慢慢養成的，試著將每天的就寢與起床時
間各提前 10 分鐘，不必強求一下子就回到正
常作息時間，只要循序漸進，就能回到適合開
學的生活步調。另外在睡前一小時內盡量不去
使用電腦、手機等 3C 產品，太多的資訊會讓
你大腦無法靜下來，或許可以試著做一些紓壓
伸展、冥想、泡泡熱水澡等幫助你入眠。

2. 飲食要注意：你有喝咖啡或能量飲料來提振精
神的習慣嗎？雖然這些含咖啡因的飲料可以讓
你精神好一些，但其實並沒有真的讓你解決疲
勞喔。依賴提神飲料來勉強自己，不但可能會
傷害到身體，也讓你沒辦法覺察到或許需要的
只是好好休息。另外，食用富含鈣質、鎂、維
生素 B 群、維生素 C 的食物，像是牛奶、蔬
果、堅果類、豆類…等都能讓情緒比較穩定一
些喔。

‧ 慢慢地整理好「心情」

1. 整理美好回憶：在假期中與家人、朋友的旅遊
聚會創造了許多美好回憶，也許你用相片、影
片記錄這些歡樂時光，不過或許可以想想，這
些經驗帶給自己什麼樣的收穫與成長呢？試著
透過整理照片、紀念品、寫遊記…的方式，將
這些珍貴的回憶打包儲存，讓它們成為你心中
的滋養與力量，帶著你繼續向前行。

2. 設定新目標：新的學期，新的學習，試著為接
下來的生活，設定一個新目標吧！出發總要有
個方向，而有了目標會讓你更知道此刻能做些
什麼，這會讓你更踏實地回到日常生活中，也
能減少心中的焦慮與煩躁，而能安心地大步向
前進！

‧ 一直地跟大家連絡好「感情」

　經營好感情：繁忙的日常生活，總覺得沒時間
跟家人好友聯繫感情，因此難得可貴的相處時
光總讓你覺得不捨。或許平常可以相處的時間不
是那麼長，但其實日常生活中普通的招呼，即使
只是一句「你最近好嗎」的關心，都可以帶給對
方力量。要不要試著主動聯絡平常難得一見的家
人、朋友呢？俗話說「施比受有福」，給予關心
的人，往往也能得很棒的祝福喔。
　希望上述的分享，對同學有一些幫助，若需要
更深入的討論，也歡迎來到中心與老師預約時間
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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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瑜】本校與印度臺北協會 (ITA)
首度文化交流展演，1 月 22 日在大夏館舉
行，由知名的印度舞者德薇卡博士親自率領
團隊，演出印度八大古典舞之一的喀拉拉魔
幻仙舞；藝術學院院長樊慰慈則現場古箏獨
奏《鄧麗君》箏協奏曲，並邀集畢業學生演
出傳統劍舞與打擊樂，為台印文化交流譜出
新樂章。
　李天任校長指出，這是群賢畢至的夜晚，
齊聚來自各界貴賓，謝謝商學院張琦雅老師
的安排，讓大家能親身體驗印度文化之美。
印度台北協會史達仁會長親自出席典禮。他
指出，這是台印實質文化交流的活動，非常
開心能夠來到這裡與台印民眾觀賞演出。
　擔任主持的是本校商學院張琦雅老師與張
海燕老師，以中英文詳盡解釋印度喀拉拉魔
幻舞的歷史與舞碼故事，適時展現印度舞的
精彩。張老師提到，該場活動象徵文大將透
過 ITA 鼎力襄助，未來將與印度知名大學，
陸續展開一連串文化展演與學術交流合作。

　樊院長說，《鄧麗君》箏協奏曲，主旋律
雖未引用鄧麗君的歌曲，但由於鄧麗君已是
紅遍海峽兩岸三地，風靡日本與東南亞的台
灣歌后。一生所唱數百首歌曲涵蓋多樣化風
格及語言，多能深植人心、蔚為經典，已然
成為近代文化具有特殊代表意義的符號。透
過此曲傳達絕代歌后的印象與情感。
　喀拉拉魔幻仙舞是印度八大古典舞之一，
舞者身著奶白與金黃色的舞衣、曼妙精緻的
舞姿與表情，源自南印度喀拉拉邦的摩西尼
亞坦舞蹈散發著魔幻般的氛圍，德薇卡博士
以深厚表情，或獨舞、或與團隊群舞，連動
設計，展現與眾不同的喀拉拉魔幻舞之美。
　史達仁會長親自贈送一束跳舞蘭及玫瑰花
給　德薇卡博士。張琦雅老師解 釋，這束花
代表精彩意義，因為跳舞蘭代表的是德薇卡
博士她跳舞的曼妙舞姿，而玫瑰花則是就像
德薇卡博士以曼妙舞姿與故事帶給觀眾心靈
上的純淨之美，謝謝來自印度的舞者們，讓
大家欣賞到一場美好的舞蹈。

本校將與印度知名大學 展開文化展演與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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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國劇翻唱校歌感恩文大  國劇系朱錦榮老師驚豔全場

退休老師感恩茶會

　【文／李文瑜】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國際合
作組舉辦 106 年「國際學生春節師生聯歡餐
會」， 1 月 5 日在華漾大飯店舉行。僑務委
員會吳新興委員長、教育部陳寶鈴副參事及
李天任校長均到場，與四百餘名國際學生及
師長歡聚一堂。
　今年聯歡餐會結合祭祖儀式，由李天任校
長擔任主祭，讓國際學生感受中華民族飲水
思源的文化特色。
　李校長致詞時表示，文大國際學生來自 36
個國家，本校歡迎每一位來自海外的同學，
也期許學生在求學期間學業順利，在文大能
獲得寶貴的知識與珍貴的回憶，並於畢業後
能繼續留在台灣求學或深造。最後李校長也
祝福僑外生能盡
情享受歡聚的時
光，喜迎雞年。
　僑委會吳新興
委員長到場向僑
外生拜年，並鼓
勵僑外生同學畢
業後繼續留台就
業。他提到實施
超 過 60 年 的 僑
生政策在新政府

上任後有重大改變，僑委會積極推動僑生政
策轉型，透過「評點制」、「攬才媒合會」
增加優秀僑外生畢業後留台工作的機會；他
也鼓勵僑外生在台工作 7 年後申請國內永久
居留權，與台灣共同打拚成長。
　教育部陳寶鈴副參事轉達了教育部潘文忠
部長與國際及兩岸教育司楊敏玲司長對外籍
生的問候與祝福，感謝文化大學師長對學生
的照顧與付出。她表示，希望藉由這樣的活
動，能讓僑外生體驗到台灣節慶的歡樂氣氛
與中華文化的文化精神。陳副參事也歡迎僑
外生把台灣當成第二個家，繼續留在此發揮
專長所學，也留下青春的美好的回憶。
　活動由各國學生以各國語言說出新年祝賀

詞掀起高潮。來
自俄國、德國、
南非、日本、韓
國、蒙古、越南、
菲律賓、馬來西
亞、印尼、港澳
學生上台共襄盛
舉，以母語慶賀
佳節到來，台上
台下立刻展開一
場語言交流會。

印度喀拉拉魔幻仙舞　德薇卡博士舞藝曼妙精彩

逾 400 外籍學生齊聚　熱鬧歡喜迎雞年宛若小型聯合國

106 年國際學生春節聯歡祭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