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李文瑜】華岡之光！本校運動教練
研究所碩二吳亭廷，日前榮獲 2017 年亞洲
盃射箭賽第二站複合弓混雙及女子團體賽金
牌，將於 2017 年在臺北舉行的世界大學運動
會代表國家出征。吳亭廷表示，希望能在台
灣舉行的賽事拿下更好成績，她會更加努力。

吳亭廷今年除參加 3 月 26 日的 2017 亞洲
盃射箭賽並拿下雙金好成績，今年也將是她
參賽的重要里程盃，五月她將出征世界盃射
箭賽上海站，6 月底參加世界盃射箭賽土耳
其站，8月再回台北代表中華隊備戰世大運。

吳亭廷從國中開始始接觸反曲弓，但並未

能有優異成績。進入文大後，在前反曲弓、
複合弓雙棲國手的教練陳麗如指導建議下，
從大學一年級開始轉練複合弓，但在大二時
突然對射箭厭倦，曾經放逐體育兩年，選擇
在披薩店邊打工邊唸書。

她原本以為就這樣與射箭生涯擦身而過，
但 2014 年仁川亞運選拔賽前，在好友張矅璿
鼓勵下重回賽場，終於站上射箭國際舞台，

拿下仁川亞運女子複合弓團體銀牌。她說，
這場比賽是自己射箭生涯的轉捩點，至今相
當珍惜每一場練習，透過練習穩定心情，更
在訓練中強健訓練肌力。

目前吳亭廷一周訓練五天，每天平均要射
6 到 700 枝箭，比一般選手的訓練量多了很
多。她說：「以前都是被催著訓練，現在是
自己想要主動去訓練。」

大手牽小手教育理念 共享高中與大學教學資源

　【文 / 李文瑜】105 學年第 2 學
期宿舍防災疏散逃生演練 3 月 23
日晚間舉行，模擬宿舍各館同時
火災警報大作與模擬火災濃霧瀰
漫情境，宿舍幹部迅速到各定點
引導緊急疏散到各疏散區進行清
點人數，同時各館樓自衛消防編
組藉此進行編組訓練，演練全程
逼真，每位住宿同學都需配合演
練，確保緊急狀況發生後能有應
變之能力。
　承辦單位軍訓室表示，演練分
兩個階段，第一是人員緊急疏散
逃生，狀況設計宿舍在晚上 6 點
半發生火災，館樓火災警報偵測
器作動警鈴啟動，電源設施隨即
受損斷電，館樓自衛消防編組立
即編成，由軍訓室教官編組輔導
進行各項緊急處置。
　避難引導班到各重要路口指揮
引導大家往正確方向疏散，並提
醒大家勿搭電梯，同學們也都能
遵守「不語、不跑、不推」要求，
安靜、快步、確實到達疏散區，
宿舍輔導員緊急集合安全防護班，
分配到各樓層查察滯留人員以及
協助災區四周區域警戒。
　第二階段是各館自衛消防編組
訓練，請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山仔
后消防分隊派員講解各班任務及
執行要領，針對宿舍既設的滅火
器等消防與逃器材，教授編組人
員練習如何使用。
　軍訓室劉富宣主任說，演練狀
況設計簡單，但演練實施必須求
真求實，尤其是以製煙機發煙讓
同學們感受火場濃煙景況，體驗
火災逃生困難與重要性，另外是
身障生或傷病同學都要造冊指定
隨伴人員，期能在災害發生第一
時間有效協助疏散行動，如此訓
練才切實可行，對同學較有助益。

　學務長方元沂指出，水火無情，
搶救時機稍縱即逝，日前台中發
生祖孫等四代葬生火窟即可明證。
學校每學期都會為住宿生舉辦防
災疏散逃生演練，主要的目的就
是讓每位住宿同學瞭解當自身居
住館樓發生地震強襲或火災時，
能在最短時間以最安全有效方式
疏散大家逃生，更希望能增強同
學們防災應變意識與避難要領，
加深宿舍防災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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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與竹圍高中簽定策略聯盟合作協議

　【文 / 林宜瑭】玩社團勇奪全國
第一！中國文化大學學生會、廣
告系學會及熱舞社，除分別拿下
106 年度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
競賽卓越獎以及特優獎，更因社
團檔案資料內容呈現超高水準，
再榮獲「金卷獎」殊榮。三大社
團表現優異，也讓本校成為全國
唯一榮獲卓越獎及雙特優的大專

院校。
　教育部於今年 3 月 25 日至 3 月
26 日於嘉義大學與中正大學舉辦
106 年度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
競賽，今年有 115 個社團參與學
術、學藝性、服務性、體能性、
康樂性及自治綜合性社團評比。
　近年受到大環境影響，各校學
生參與社團愈來愈少，但文大仍

保留逾百家社團，積極參與各項
評比；在競賽中爭取表現，更能
在其中檢視社團價值與優勢。
　方元沂學務長說，學校願意支
持學生社團發展，聆聽意見接納，
包容與體諒，是維持學生社團的
重要原因。大環境或許已使得很
多人覺得社團都在「玩」，但文
大的社團卻能玩出高成效，獲得

各界肯定，每年拿下全國第一，
這樣的成績相當不容易。
　方學務長說，學生除能從社團
活動中找到自己的興趣，並且可
培養願意投入精神；對團隊有認
同感，未來能在職場獲得更高價
值的肯定，這對於學生而言肯定
是雙贏。

學生會榮獲卓越獎 廣告系學會及熱舞社拿下雙特優

【文 / 林宜瑭】本校與新北市
竹圍高中 3 月 22 日簽定策略聯盟
合作協議書，李天任校長與竹圍
高中吳宗珉校長共同簽署協議，
未來兩校將採大手牽小手的教育
理念，共享教學資源，給予學生
更優質的教學環境，創造兩校雙
贏新局。

竹圍高中前身為竹圍國中，101
學年度改制為完全中學，提供淡
水、八里、三芝與石門地區國中

畢業生就近入學，目前文大四個
年級中，有超過 50 位同學是來自
於竹圍高中。

吳宗珉校長說，該校設有專門
體育班以角力、柔道與橄欖球為
主，在各項比賽中屢次獲獎。目
前竹圍高中畢業學生就屬到文大
就讀的學生最多，希望透過本次
簽約，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到文
大就讀；另希望該校體育班能在
寒、暑假期間運用文大體育館，

進行的移地訓練。
李天任校長說，面臨翻轉教育

與新課綱的實施，相當榮幸能與
竹圍高中簽訂策略聯盟，共享兩
校資源。文大設有 62 個系所與
12 個學院，為全國最多科系的
大專學校，在師資、硬軟體設備
及學科分配方面擁有豐富資源，
願意在高教領域扮演一個重要角
色，進一步提供資源與合作管道，
提供高中學生在進入大學前的課

程與跨領域的學習。
李校長說，文大體育館設有

18 個運動項目比賽練習場所，並
有多位各項運動的專門教練。透
過此次簽約，可提供中學更多專
業教學資源，也歡迎高中職專業
技術學校與文大進行專業課程聯
繫，給予學生更好的教學資源與
環境。

玩社團玩出興趣 勇奪全國第一

俄語系暑期境外教學

多元化學習 提升學習成效
【文／林宜瑭】為促進學生多

元化學習，提升學生學習風氣及
成效，本校今年開辦暑期赴姊妹
校國立莫斯科大學的境外移地教
學活動，6 月 24 日至 7 月 25 日
共計三十二天，歡迎對俄語、文
學、文化及認識俄羅斯有興趣的
同學報名，目前尚有名額，報名
收件日期截止日期至4月30日，
詳情請洽俄文系系辦。

俄文系李細梅主任指出，此
次赴莫斯科大學長達一個月的境
外移地教學活動，每週將上課四
天、每天四小時，計四週，共

64 小時。依據程度分班，每班
約 6 至 8 人小班式教學，內容以
俄語、文學、文化及認識俄羅斯
文化為主，並且安排課後文化參
觀活動。

其中，俄文系學生依暑期實際
所修課程，持修課證明並繳交書
面心得及課堂分組報告，即可獲
承認 1-2 學分。

移地學習課程精彩多元，開
團後將會舉辦說明會，屆時將有
學分抵用、移地教學相關費用說
明，歡迎有興趣的學生把握機會
報名參加 。

模擬火災求真 人員疏散迅速認真華岡宿舍防災疏散逃生演練 

2017 亞洲盃射箭錦標賽  吳亭廷射下混雙兩面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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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者事竟成？！』
　　　　　-- 關於過度追求
輔導老師，您好：

　一個月前我在社團看到一個心儀的女孩，雖然我沒有

和她說過一句話，可是我知道她是我想要的女孩。二週

前是她生日，我趁機送她生日禮物，她也接受了。後來

我要求她做我的女朋友，她說她要認真考慮，我覺得事

情有了一線生機。雖然我沒有談過戀愛，可是我知道努

力就會有回報，所以我到處打聽她的住處，每天買早餐

去她家樓下等她，然後送她上學；雖然她一直說不用，

但我知道那是女生的矜持。後來，奇怪的事發生了，最

近幾天在她住處門口等不到她，我心裏七上八下，只好

每天傳上百通的 line 讓她知道我心中時時刻刻想著她，

但那並沒有減少我心中的糾結，請問老師我該怎麼辦？ 

身陷情網的無助男

親愛的無助男，你好：

　從來信中可以感受到你對目前曖昧不明情況的無助與

擔心，你一定很希望能聽到一個明確的答案，事情就容

易多了。可是關於感情的追求，困難之處就在於矅有一個

標準的公式可以套用，因為當事人的主觀感受往往決定

了一切，而主觀感受又可能受到性格、人格發展、生長

環境、人生階段、甚至主流文化等影響。這麼複雜的感

情追求習題，對於正在學習進入感情世界的你來說，困

難拿捏的程度是可以被理解的。在此老師想提醒你，親

密關係是兩個人的事，光靠一個人的努力是不夠的。老

師提供一些方向，希望能幫助你在情感追求時能多一些

思考及行動來了解對方的心思：

1. 步調放慢：或許無助男可以先給自己一些時間思考，

在追求的過程所展現的樣子帶給對方的感受為何？對

方認識你不久，你就展現認定對方的姿態，這突如其

來的舉動可能會嚇到對方。放慢步調除了讓對方有一

個思考緩衝的機會之外，你也可多一些時間觀察對方

的反應以思考下一步。

2. 用心觀察：對於你的每次表示，對方的反應是怎樣？

雖然對方個性可能含蓄，但是若你提高敏感度還是可

以由一些線索去覺察的。例如若對方完全不接受你、

言語回答冷淡、甚至肢體上與你保持距離、甚至不想

和你見面，或許這說明了此刻她還不能接受你。

3. 與對方澄清：若感覺到對方拒矅，但又不是很確定意義，

或許清楚表達你對她的好感，同時也以尊重的態度表

明你擔心自己的追求會造成她的不舒服，請她與你討

論此刻兩人最好的界線。

　上述是關於表白之後如何推敲對方心思的思考方向。

但若看到心儀的對象到底要不要表白或要用什麼方式去

製造深入交往的機會也是一個矅有標準答案的問題，畢竟

每個人的個性、喜好都不同。在這裏老師提供一些方向，

希望能幫助你未來的情感追求：

1. 在群體中開始認識對方：藉由自然相處與互動，例如

大家一起討論功課等，觀察自己對於對方的感覺，也

可以觀察對方對自己的感覺。若對方對於你的表現多

表同意且互動感覺良好，那麼可以發展深入交往機會

的可能性較高；但若是對方大部份的時候都拒矅你或是

露出不認同的表情，那麼表白可能會造成反效果。

2. 建立自己的智囊團：身邊除了有一些可以讓你能訴說

心事的朋友以外，也不要忘了學校的老師或是過來人

的經驗。透過一起討論，或許可以讓自己在談戀愛過

程中更加順利。

　面對追求的過程可能會產生許多之前矅有經歷過的感受，

例如吃醋或者想要無時無刻地和對方在一起等。但很重

要的是，我們談戀愛是想要從中得到「幸福感」，而在

這之前，我們要先「學會喜歡自己」，當我們懂得欣賞

自己的優點，才能展現出來讓別人看到，進而使別人愛

上我們的特質。若你想與老師有更多進一步的討論，歡

迎來到諮商室預約初談，老師很願意陪你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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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4 至 12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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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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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大交換學生 : 文大當我們自己人

　【文／李文瑜】汕頭大學林丹明副校長率
團來訪，由前社科學院邵宗海院長接待，新
傳學院葉明德院長與商學院楊台寧主任與國
際處魏裕昌國際長陪同參觀，並分享文大教
學現況。卲宗海院長指出，文大與汕頭大學
簽約很早，早在 2005 年前社科學院就與汕
頭大學學院合作簽協議，雙方往來頻繁，未
來希望兩校能在短期交流或老師互動上更趨
於緊密合作。
　林丹明副校長指出，此行希望能與文大建
立更頻繁的交流合作關係，汕頭大學近幾年
積極推動國際化交流，與相關姊妹兄弟學校
簽署雙聯學位交換，鼓勵師生互訪，未來也
希望能有機會與文大推動各種學制的交換學
生交流。
　從汕頭大學來台交流、現就讀本
校文學院文學組的陳傳英同學說，
文學院的課很多元，很多課都想選
修，文大老師很親切，記得有一門
課程班上同學不多，老師知道我是
交換生，下課會發郵件關心，還會
帶他們吃早餐。台灣可以參觀的地
方很多，就算只是留在陽明山，能
看的東西也相當精彩。
　現就讀廣告系交換生曾悅珊說，

來文大念書最棒的就是，靠同學們就能第一
時間獲得各種解答，熱情、友好，完全沒有
讓自己有剛來台灣的陌生感。校園的活動很
多，自己有參加學校登山社，去爬台灣的
山，才發現原來爬山、攀岩有很多樂趣，讓
自己無形中愛上文化大學各項活動，在台灣
唸書真得是一輩子最美的回憶。
　汕頭大學來台交換，現就讀法學院法學組
的沈盺則說，第一天交換來台灣，第二天就
要到山下大新館上課，自己拿著地圖跑，多
虧台灣人的親切與建立良善的交通網絡，讓
自己能夠順利上課，而文大的老師與教職員
們也都相當客氣，把他們當做自己人，每次
有需要都會帶他們解決問題，甚至會帶學生
一起出去玩台北。

　【文／陳宏煇】工學院材料所 3 月 18 日
舉辦「愛 @ 華岡 2017- 華岡校友返校慶祝
大會」，邀請材料所的校友們齊聚母校，重
溫往日華岡學子情懷與相知相交之同窗情
誼。工學院陳景祥院長說，希望每一年都舉
辦這樣的大型聚會活動，藉此加強材料所與
畢業校友們之間的互動與交流，了解校友的
近況並分享寶貴的就業經驗與心得，也希望
畢業的校友們能夠秉持攜手學弟妹，肩負起
每位華岡人，強而有力的職場後盾。
　今年活動邀請多位師長及本所畢業校友和
眷屬共近百人盡情聯誼，且均給予材料所
正面之鼓勵與肯定，尤其邀請多位畢業已近
20 年的所友回來，材料所師長一致認為，
這是很特別的日子，非常榮幸邀請這麼多位
校友重返母校齊聚一堂，大家除了相見歡、
分享個人工作所累積的經驗或工作趣事，相
互連繫各屆材料人的感情。
　工學院陳景祥院長指出，面對職場高度競

爭，期盼校友們除了增強專業知能外，更需
不斷提升自我的實力與競爭力，以期所學在
業界完全發揮，勉勵各位校友，不論是高科
技產業還是傳統產業，都須積極的學習，讓
自己能有豐富又多元的職場經驗與能力。另
外曹春暉教授及林嘉洤教授還有黃盟文老師
也一同出席活動鼓勵大家，氣氛相當熱絡與
感動。
　雷健明所長說，感謝各位校友及親屬能一
同回母校參加這次極具意義的校友節活動，
重溫學生時代的點點滴滴、互相聯絡感情，
這次也推選陳禹佑 ( 現任台積電工程師 ) 繼
續擔任本所校友會會長，未來也希望大家能
多鼓勵在校的學弟妹，學習學長姐豐富的經
驗，擁有正確的工作態度與職場的觀念，希
望透過寶貴的經驗傳遞，提醒同學隨時把握
時機增加自我的競爭力，未來能在各行各業
發揮所長，讓材料所精神到達最高峰。

校友秉持華岡攜手情  成為學弟妹職場後盾

愛 @ 華岡 2017  材料所友齊聚

汕頭大學林丹明副校長率團來訪

　【文 / 李文瑜】社會科學院招
生委員會與教務處招生組，邀請
基隆女中兩班高二社會組學生 69
人，於 4 月 14 日蒞臨本校參訪，
當一日大學生，體驗文大校園風
情。本校親善團同學除引導參觀
介紹體育館、圖書館與博物館，
社會科學院代院長江永裕教授、
招生組李家儂組長也與學生座
談，分享大學學習之道。
  本校於 2015 年 1 月 28 日與
基隆高中、基隆女中共同簽訂策
略聯盟，基隆女中曾華錚校長及
基隆高中歐東華校長當時除親自
出席簽約典禮，並允諾未來大學
高中互享教學、研究與行政各項
資源，文大可提供師資至高中擔
任輔導與諮商詢問，基隆高中與
基隆女中也會鼓勵學生來文大唸
書。
 社會科學院代院長江永裕教授
致詞時表示，很開心迎接年輕的
高中生蒞校參觀，文化大學最美
的地方就是「處處美」，每一種
氣象萬千的變化都可以寫成一首
詩，來這邊唸書，可以享受五星
級的賞景秘地；文大圖書館藏書
與唸書環境更是傲視全國各大學
院校，歡迎同學來這邊求學。
  出席座談會的老師，還包括本
校商學院資管系杜淑芬主任，新
傳學院大傳系王翔郁老師，環設

學院李德軒老師以及社會科學院
政治系林崇義老師、行管系項程

華老師，分別代表該院介紹科系
並回答解決學生問題。基隆女中

學生也相當熱情，邀請參與的老
師一起在學校各知名景點合影。

　【文 / 中文系三年級潘紫甯】中國文化大學
中文系邀請金鐘導演曹瑞原，3 月 29 日在大
孝八樓柏英廳，以「愈是荒蕪、愈要勇敢造夢」
為題演講。近百名參與的師生們在《一把青》
磅礡感人的影片氛圍中，一同聆聽曹瑞原導
演如何起心動念想為台灣的影視產業做一些改
變，分享他拍攝電視劇《一把青》的心路歷程。
  曹瑞原也透露，曹瑞原指出，拍攝《一把青》
時，由於需要拍攝金陵女大的場景，當時曾到
南京尋找適合的拍攝點，但該校殘破、不適合
拍攝，轉而尋找台灣適合的地點，發現中國文
化大學具典雅的古建築風格適合拍攝，是一所
很美的學校，可惜最終仍因緣份未到而作罷。
 曹瑞原從世新大學廣電系畢業後，曾擔任過
攝影師、紀錄片導演，而後轉為戲劇導演。
2003 年電視劇《孽子》碰觸當時社會較少人
關注的同志議題，他說：「《孽子》讓台灣社
會和同志之間的隔閡跨越了一大步。」電視播
出後引起廣泛的注目，並獲得多項金鐘獎肯

定。
  2015 年電視劇《一把青》改編自白先勇老
師《臺北人》中的同名短篇小說〈一把青〉，
編劇黃世鳴將原著 10141 字衍生出 45 萬字的
劇本，改編成一部 31 集的史詩大戲，透過曹
瑞原導演對藝術的執著，將文學作品影像化，
描繪出時代的滄桑，成功觸動人心並引起廣大
的迴響。
  「文學與戲劇是相互輝映的關係，而不是互
相比較。」曹瑞原認為，文字有文字的優勢，
文字昇華為影像帶來魅惑的能量，能吸引觀眾
隨著主角的情緒投入戲劇當中。文學改編成影
視作品，他希望並非要超越原著，而是要找回
初衷。增加血與肉，但不能改變原意，那就是

文學的靈魂。
 曹瑞原感嘆台灣影視產業需要重新受到重
視，《一把青》在募資期間遭遇困難，是他人
生中的低潮，曾幾度想放棄，但靠著心中信仰
度過難關，而後也因貴人的相助，才完成這部
戲劇，人生要勇於造夢，相信只有如此，才能
在荒蕪之中，出現一線生機。
 曹瑞原舉棒球為例，他覺得每一場球賽就如
同人生，有時因為一個疏忽而導致失敗，有時
看似勝負已定，卻也可能逆轉勝，就如人生的
高潮起伏。他以自己的人生經驗，盼學生不用
羨慕別人，他說：「生命有一些遺憾，但大家
都有。」只要掌握機運，認真看待自己生命的
價值，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

透露文大曾是一把青場景口袋名單  盛讚文大是很美的學校

金鐘導演曹瑞原專題演講

社科、商學院及大傳系老師  介紹系所特色

基隆女中一日大學生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