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財金系張海燕
教授帶領的中國文化大學師生赴
韓國首爾大學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商學院進行五天移地
教學，除讓同學了解韓國產業如
何因應全球經濟結構調整及分析
相關經濟情勢，同時也提升國際
視野與交流經驗，參與學生對此
國際交流活動都予正面肯定。
　張海燕教授師生一行是於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進行為期五天的

移地學習，
　除由該校鄭用德名譽教授與其
博士生接待、導覽首爾大學，商
學院金副院長 Prof. Soo Wook 
Kim 也親自授課。 
　今年參加這項移地教學計畫的
教師有楊馥如主任、王譯賢教授、
余惠芳教授、張曉楨教授，以及
數名財金系所同學。學生們除了
參與學術性的專題演講課程，也
親身體驗當地韓國文化、風情與

民俗活動，除了收穫滿滿，也期
望未來能有機會再至韓國交流。
　除了教學與參訪，本校商學名
譽博士、現任鉅鵬集團會長白茸
基更盡地主之誼、熱情接待本校
師生，並安排他們與業界互動交
流，開拓師生的參訪學習廣度與
深度，讓這次移地教學更具意義。
　白茸基會長是於 100 學年獲本
校頒發商學名譽博士學位。他表
示，對於身為文大校友感到非常

光榮，他也鼓勵來訪師生多至韓
國進行交流訪問，相信藉由此類
交流，將有助提升韓國與台灣學
術友誼。他也祝福母校校運昌隆。

李天任校長：勇敢面對自己 增值未來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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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道在華岡

　【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今年暑假參與
數十場兩岸大學生交流活動，並為其中三項
別具特色的深度參訪交流營隊集結兩岸學子
共創作品和交流紀錄，在文大推廣部舉辦《相
約雲貴高原交流》成果展。張鏡湖董事長親
自出席開幕典禮，鼓勵年輕人藉由旅行體驗
不同文化，讓學習更具意義。
　這三場內容豐富精實的暑期營隊包括文化
大學主辦、前進四川熊貓基地的「大熊貓保
育實習體驗營」；文大與貴州大學合辦、深
入少數民族的「多彩貴州非遺傳統工藝暑期
工作坊」；及文大與雲南農業大學合辦，踏
上古代經商路線、古蹟文物盡在眼底的「雲
南茶馬古道攝影紀行體驗營」。
　這三個營隊，均讓這些經過甄選的台灣新
世代學子，得以透過親身體驗，真實接觸以
往只存在於書本裡的人文景觀和自然生態。
　為了對兩岸大學生正能量激盪出的認真創
作表示鼓勵與肯定，文大張鏡湖董事長、大
陸國台辦交流局黃文濤局長、董碧幽副局長、

馬振杰處長，及大陸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
室趙靈山常務副主任、大陸教育部國際合作
與交流司國際組織處聶瑞麟處長…等多位兩
岸產官學界重要人士都親自蒞臨開幕式，讓
參與開幕式心得分享的台灣大學生大受鼓舞。
　黃文濤局長在開幕致詞時，對高齡九十的
張鏡湖董事長，為了體現對學子們的鼓勵關

懷特別出席這項盛會，表達敬意。他表示，
兩岸文化交流的活動必須型式多樣且深入，
才能讓年輕學子們體會到多采多姿的民族風
貌和歷史久遠的記憶點。就像這三個暑期深
度學習營隊，兩岸同學共同體驗、一起創作，
不但互相激盪創意，更有機會從此成為長久
的好朋友。

張董事長出席致詞 鼓勵年輕人體驗不同文化 學習更具意義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今年大學入門
以「大學之道在華岡」為題，邀請全體新生參
與出席典禮，並由藝術學院舞蹈系同學表演
《筓禮舞韻》，慶賀全體新生從此刻開始邁向
成年之路，要勇敢扛起對國家與社會的責任。
　李天任校長訓勉新生，唯有勇敢面對自己，
才有機會改變未來的路。勇敢就是當大學的入
門這一刻開始，從決定要念中國文化大學此刻
開始，千萬不要怠惰。並且，大學絕不是學習
的終點，而是起點，把握這個起點，勇敢面對，
利用學校專業與資源，甚至人脈，結識好友，
認真面對，就能增值人生，開啟大學畢業後的
美好未來。
　傳統中國古代成人禮區分為男子冠禮、女子筓
禮，希望透過莊重的成人禮儀式，認識和牢記
作為一個成年人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這也是
本校重視的典禮，希望透過此儀式，讓每一個
新鮮人都能更為成熟穩重面對自己的未來。
　女生的成年禮筓（簪）禮，意指改變幼年時的
髮型，把頭髮挽成一個髻，再用釵定髮髻。舞
蹈系學生在《筓禮舞韻》中與古禮輝映挽起髮
髻，舞出典雅舞姿、舞出青春，更舞出女孩蛻
變成熟的態度與精神，象徵現場每一個大學
生，自此時此刻起都能謹守大學生本份、努力
學習，相當具有意義。
　李天任校長說，或許很多人都不是以第一志
願進入文大，但是此刻開始，我們應該利用大
學入門的第一天開始思考，我為何要進大學？
我該怎麼培養自己、投資自己，讓自己未來的

路康莊平坦？怎麼把握未來四年時間，充份利
用學校的資源，結識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學，一
起互相砥礪，更能多方請益各系所的師長給我
不同的專長，讓人生從現在開始改變。
　李校長也與全體新生分享七項核心能力，包
括一、立定志向，培養能力；見賢思齊，實現
理想。二、樂在求知，徹底瞭解；融會貫通，
終身學習。三、獨立思考，創新思維；盡情想
像，解決問題。四、學好語文，有效表達；關
心社會，參與世界。五、親近自然，愛好環境；
崇尚藝術，涵詠文化。六、身體力行，人際和
諧；健康生活，終身運動。七、做一個專業與
道德兼備，勇於負責，善於溝通，寬容自信，
言行一致，誠與信的世界公民。
　李天任校長表示，從今天這一刻開始大家就
是華岡人；為讓新鮮人熟悉華岡、及早融入華
岡，他也表示，凡是參加大學入門新生訓練各
項活動，上網全答對關於華岡的各項考題的新
生，就有機會抽中最新的 i Ｐ hone Ｘ。

兩岸大學特色營隊《相約雲貴高原交流》成果展獲肯定

法律系法學組 3 年級李萱姿
照顧祖母、成績優異

　【文／李瑞庭】法學組 3 年級
李萱姿，平常需照顧祖母，每日
通勤返回淡水家中也要幫忙處理
家務，但成績依然名列前矛，因
此獲 106 學年度德孝行獎、成為
全校同學典範，並由李天任校長
親頒五千元獎學金及獎狀，可謂
實至名歸。

　李萱姿的祖父在民國 98 年過
世，祖母頓失依靠，因此與祖母
感情深厚的她，每天放學後即會
前往祖母住所陪伴。由於其祖母
高齡八十，行動有些遲緩，李萱
姿也得幫助忙於事業的父母親分
擔照顧祖母責任。

　此外，李萱姿姿每日通勤返回
淡水家中後，也會主動幫忙料理
家務，如煮飯，曬衣服、拖地、
掃地、洗碗等，並盡心做好父母
親所交代的事情。

　李萱姿在學校，則尊師重道、
謙恭有禮，與同學和睦相處。

　雖需幫忙照顧家庭，李萱姿從
不喊苦，學業表現也依舊亮眼。
她自 104 年進入文大就學後，
每一個學期成績都名列全班第一
名，參與二年級的法律大會考也
榮獲全系第二名，讓父母無須操
煩，更覺光榮、欣慰。

本校名譽博士白茸基會長熱情接待張海燕教授一行

財金系師生前往韓國首爾大學移地教學

新傳學院大傳四年級成田聖箴
克盡孝道、積極學習

　【文／李文瑜】新傳學院大傳
四年級成田聖箴，原從事影視製
作拍攝工作、編導工作，因母親
中風，為陪伴照顧媽媽，放棄職
涯成就長達八年。媽媽過世後決
心重新拾起書本，轉換悲傷情
緒，就讀本校大傳系，表現優異，
獲得今年德孝行獎，並由李天任
校長親頒五千元獎學金與獎狀。

　在母親中風前，成田聖箴從未
有照顧他人的經驗，且當時她本
來在工作上有個大好機會，會有
更好的發展。因母親中風後全身
癱軟，成田聖箴毅然決然放棄向
上發展機會，回家陪伴照顧中風
母親，並從不懂照顧病人的新手
一步步學習，直到八年後母親離

世。

　成田聖箴決心透過念書轉換悲
傷情緒，至本校推廣部進修英文
課程時，在刊物上看見校本部成
人大學教育的甄試訊息，進而進
入文大，成為華岡新鮮人。她說，
上帝給她這樣一個難得機會，她
會努力充實內涵及專業能力，並
分享對媽媽的愛，幫助年輕同學
解決課業及生活問題。

　大傳系王毓莉老師指出，成田
曾擔任影視製作編導，但上課時
仍謙虛學習，並盡全力與小她卅
歲的同學融合、共同學習成長；
成田的年紀雖比系上許多老師都
大，卻是學習態度最積極、學習
成果最佳、續航力最好的一位！ 

106 學年度德孝行獎



　【文／李文瑜】剛拿下 2017 年
世大運網球男子團體金牌、混雙
銅牌的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四年
級學生謝政鵬，為感謝文大六年
培育及為讓更多學弟妹有機會參
與世大運為國爭光，9 月 1 日親
自將男子混雙銅牌獻給文大，並
將混雙銅牌 22.5 萬元獎金全數捐
給文大網球隊。
　謝政鵬由體育系主任陳嘉遠及
指導教練詹淑月陪同，將獎牌獻
給李天任校長，李校長表示將由
校史館永久典藏，並代表校方致
贈感謝狀給謝政鵬。
　謝政鵬表示，文大創辦之初，
創辦人張其昀即積極投入培育各
類體育國手；他在文大這幾年期
間，也受到校方的照顧與詹淑月
的用心指導。他已屆廿五歲、無

法再參加世大運賽事，因此捐出
獎金以供學校栽培學弟妹，繼續
於世大運、甚至前進奧運為台灣
增光。
　謝政鵬表示，希望未來能有機
會繼讀於文大攻讀碩、博士，將
自己最最光輝的歲月回饋給母
校。他也表示，目前全球網球雙

打排名前 100 名，希望未來仍有
機會再寫下歷史，自己也永遠以
文大為榮。
　李天任校長則稱讚謝政鵬在網

球方面表現優秀，更熱心照顧後
進，因此除代表校方致謝，也代
表未來的文大網球選手謝謝這位
優秀的大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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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世界，擁有好心情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剛升上大一的新鮮人，開學已經一段時

間，我卻沒有辦法融入班級裡頭。以前總是想

像升上大學可以離家，半夜回宿舍也沒人管；

幻想自己當上社團幹部、跟同學一起跑營隊，

從大二開始到外面實習，可是這段時間以來卻

感覺同學都已經自成團體，我是唯一被排外的。

我上課總是坐最後一排，下課後一個人躲在宿

舍裡，想哭卻又怕被同寢室友撞見……老師，

我快找不到自己了，怎麼辦？

想回到高中的小偉

親愛的小偉，你好：
　看到你的來信，老師也回想到當時升上大學
的情形，剛踏出熟悉的校園，終於不用埋首在
書堆之中，想著大學一定要過上精彩的生活，
卻發現一切都要重頭開始：學業上沒辦法靠死
背硬記，需要重新尋找適合的學習方式；除了
要學習獨立，也得適應陽明山的氣候、交通、
飲食，這些變化可能都不太習慣。而改變最大
的似乎就是人際了，面對要跟舊同學的分開以
及結識新朋友的壓力，又不像高中那樣一整天
上課膩在一起，感覺要交朋友也需要很多時間
去經營，生活一下子變得複雜了，可是面對陌
生的環境和生活，一時也沒有人可以訴說和幫
忙，讓自己對於新開始的大學生活感到徬徨，
是否真的能夠適應這樣的大學生活呢？這樣的
疑問讓自己有好多的擔心和壓力……對於這樣
的心情，相信許多人都不陌生，老師試著把適
應的過程整理出來，希望可以對你有些幫助喔！

一、調整心態，設定目標：
　升上大學，有好多想做的事情、想嘗試的挑
戰，可是時間總是固定的，或許可以先試著閉
上眼睛，仔細思考，五年後的自己想要過著怎
麼樣的生活？我真正在乎的是甚麼？怎樣會讓
我感到開心或滿足？最重要的是，要怎麼安排
以幫助我達到目標？把想要的大目標寫出來，
接著去規劃要達成這個大目標要做哪些事情，
再逐步去設定具體且可執行的小目標，每完成
一個小目標就打勾，這樣持續不間斷，相信離
夢想的生活越來越靠近唷！

二、多元學習，獨立思考：
　許多老師都希望能夠培養同學獨立思考的能
力，因此經常有專題報告的主題，建議可以多
探索自己感興趣的部分，或是和老師談談準備
方向吧！修過課的學長姊也是很好的資源呢！
除了報告外，上課也經常使用原文書，筆記會
成為準備學科時很重要的一環。課後與同學組
成讀書會，互相交換筆記是一個很好的方法喔！
當然，學習不僅侷限在課業上，社會服務、社
團、營隊等，都是學習組織合作與活動規劃的
好契機。

三、人際關係，舒服就好：
　習慣了高中整班的作息，剛進入大學難免會
覺得同學間冷漠了，交集不像之前那麼的多，
下了課不是打工，便是練球、社團或活動籌備，
如果喜歡跟同學一起奮鬥的氛圍，不妨挑戰自
己一下加入這些團體當中，相信會有很豐富的
學習；但若是不習慣社交，更喜歡三五好知己
小小聚一聚，也不必勉強自己刻意融入人群唷！
無論喜歡交際廣闊、或是相交至深，適合自己
個性的，最好。
　面對大學這樣「轉大人」的過程，一下迎接
好多挑戰，實在是很不容易的事，希望上面的
分享對你有些幫助！如果想要更深入的討論，
歡迎來到諮商中心，與老師預約時間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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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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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政鵬世大運網球混雙銅牌贈校典藏 獎金捐文大網球隊

感謝母校的栽培　以文化大學為榮

科技藝術學位碩士班合作夥伴黃心健老師 勇奪威尼斯影展金獅獎

沙中的房間  海外揚名

　【文／李文瑜】為培養學生各專業領域
發展的英語能力，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增開
10 門專業英文課程提供全校學生選修，課
程內容涵蓋以下10大領域，包括文學領域、
理學領域、法學領域、
社會科學領域、農學
領域、工學領域、新
聞暨傳播領域、藝術
領域、環境設計領域、
教育領域。
　英文系指出，有別
於著重基本溝通能力
的外文領域英文課程
及配合畢業門檻的密
集英語課程，新增課
程重視學生各專業領
域發展，訓練學生以
英語討論或以簡報方
式表達對相關專業主
題的掌握能力，以提
高學生就業競爭力。
本課程並依照各學院
專業特色，著重該學
院的專業主題英文，
由英文教師與各院專
業教師共同研議、規
畫課程內容，挑選適
合的媒材作為授課教
材。

　該系列課程由教卓延續計畫補助、英文系
主辦，課程開設於教務處下，分別為「專業
英文-文學領域」、「專業英文-理學領域」、
「專業英文 - 法學領域」、「專業英文 - 社

會科學領域」、「專
業英文 - 農學領」、
「專業英文 - 工學領
域」、「專業英文 -
新聞暨傳播領域」、
「專業英文 - 藝術領
域」、「專業英文 -
環境設計領域」、
「專業英文 - 教育領
域」共 10 門，課程
規劃雖有設定目標領
域，但不限定該院學
生才可選修，凡對各
項專業英文有興趣之
學生皆可加選，有興
趣的學生請於選課期
間自行於選課系統加
選即可。
　本課程屬專業課
程，可依各系所外系
選修學分之規定承認
為外系畢業學分；研
究生亦可選修，但不
予承認畢業學分。

發展英文好實力

英文系新增 10 門專業英文課程

新生必知資訊 8 件事

　【文／李文瑜】華岡新鮮人照過來！每個
人成為華岡人的第一刻開始，即擁有專屬的
電子信箱，無限容量的雲端儲存空間，讓學
習隨時帶著走，還有華岡人必知八大資訊服
務，可以讓學習更輕鬆，了解文大更便利。
　這些好康又豐富的資訊服務，只要簡單以
手機掃描圖中 QR-code 就能上手，華岡新
鮮人千萬別忘了要「掃一下」，讓無限資訊
學習一輩子跟著走。
　目前資中提供的服務包括校園網路服務，
暢遊各種雲端學習資源、校園軟體類，資訊
中心設有華岡公用學習雲，提供學生使用所
需的校園授權軟體、學生專區裡則提供各種
成績、獎學金等資料查詢，還有工讀機會。
此外，課程快訊 APP 讓新生們簡單查詢課

程資訊。
　若是要修訂報告做作業，則可至公用電腦
教室區，空間乾淨寬敞，還有好用的電腦，
是學生寫報告的最佳去處。
　資訊中心也提供各種教育訓練，包括
學習的軟體訓練，都會在文大 FUN 心學
Line@群組裡，學生可以在這些社群媒體，
找到適合的學習時間與課程，有些課程均為
免費課程，歡迎學生多加利用，新生更需知
這些好康課程，豐富自己大學生活。
　此外，每名學生都有專屬的文大電子信
箱，無限容量的雲端儲存空間，讓科技更為
人性，資訊課程帶著走。還有華岡學生專屬
的華岡學習雲頻道，學生可以隨時進去學習
或了解資訊，增廣課外學習新視野。

學生專屬無限容量雲端儲存空間的電子信箱

獲 106 學年度科技部補助  出席國際會議發表研究論文

韓文碩 樂婷、李雨蓁及學碩一貫黃芯恩同學

　【文／林君芳】韓文所學生碩
一樂婷、李雨蓁及學碩一貫黃芯
恩等三位同學，在韓文所許怡齡
老師擔任指導下，參加由日本關
西大學主辦，在北京外國語大學
舉行的「東亞文化交涉學會第九
屆國際學術大會」上發表論文，
並同時榮獲科技部核可補助出席
國際會議，表現精彩！
　許怡齡老師說，樂婷、李雨蓁、
黃芯恩三位同學均以十八世紀中
韓文化交流史為研究主體、發表
論文，內容新穎有趣，獲得各國
東亞研究領域學者許多指導與鼓
勵。
　樂婷同學論文〈朴趾源對清朝
物質文化的認知—以《熱河日記》
為中心〉，探討朝鮮知識分子對
清朝物質文化的憧憬與學習方法；

李雨蓁同學論文〈北學文人朴齊
家的朝鮮批評—以《北學議》為
中心〉，探討當時知識分子對朝
鮮落後清朝的焦慮；黃芯恩同學

論文〈洪大容《湛軒燕記》的清
國書寫特徵—兼論韓國三大燕行
錄之比較〉，橫向比較並探討不
同人物所撰寫的中韓交流文獻特

徵。
　許怡齡老師說，東亞文化交涉
學會為東亞研究領域知名國際學
會，該學會致力於文化交涉學理
論的建設和具體研究，期能建立
「從互動理解世界變遷」的東亞
交涉學。本校三位同學在她的指
導下組成專題討論小組於大會發
表論文，並獲得科技部核定補助，
實為對韓文所師生的莫大肯定。
　許怡齡老師也在該會議上發表
科技部計畫「性理學在朝鮮和越
南的特徵比較—以韓越《性理大
全節要》為中心」的第一年成果。
　許怡齡老師說，韓文系於 2000
年成立碩士班，為全台之首，致
力於韓國語言學、文學、文化研
究及跨領域人才之培育，並於
2015年成立「韓國學研究中心」。

　【文／李文瑜】曾任本校駐校藝術家、今年
是本校科技藝術學位碩士班合作夥伴的黃心健
老師，以《沙中的房間》榮獲第 74 屆威尼斯
影展 VR 虛擬實境競賽片單元最佳體驗大獎
（Best VR Experience）。這是黃心健老師
與美國前衛音樂教母蘿瑞筓安德森（Laurie An-
derson）共同創作的VR作品，打敗各國作品，
成功將金獅獎座抱回臺灣。
　本屆威尼斯影展開三大影展風氣之先，首度
加入了「VR 競賽」項目，黃心健老師和蘿瑞筓
安德森共同創作的 VR 作品《沙中的房間》，
和來自全球的 21 件作品一同入圍，角逐首座
VR 金獅。
　這些 VR 作品在 15-17 世紀的特別隔離區 
Lazzaretto Vecchio 小島上放映展出。作品
體驗皆採預約制，參觀者十分踴躍，對 VR 體
驗無不感到新奇過癮，連奧斯卡作曲家坂本龍
一也親蒞一窺《沙中的房間》。
　歷過 10 天的競賽與評審後，威尼斯影展於
臺灣時間 9 月 10 日凌晨舉行頒獎典禮，包括

麥特戴蒙、凱薩琳麗塔瓊斯等巨星都出席了這
場影壇盛會。《沙中的房間》不負眾望，成
功摘下了 VR 虛擬實境競賽片單元 Best VR 
Experience 最佳體驗大獎，也讓黃心健老師拿
下這深具代表性的第一隻 VR 金獅。
　黃心健老師上台接領金獅獎發表得獎感言表
示，二年的跨國創作過程異常艱辛，感謝文化
部、國立政治大學、宏達電 HTC 等藝企單位
的鼎力支持，此作才能順利完成。

　在此片製作期間，黃心健老師的父親病危緊
急送入加護病房，直待他自美返國的隔日過
世。因此他特別將榮譽和這部片子獻給父親，
感恩他在天上的保佑。
　黃心健期望以此次獲獎為契機，希望臺灣把
握關鍵時刻，成立虛擬影視基地，培育創作人
才，匯聚 VR 的創作能量。他也將投注、整合
產學能量，與 HTC 連袂創辦虛擬影視基地，
一同為 VR 人才的培育和未來貢獻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