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資訊傳播學系 2018 年畢業成果展
「敢想」，將於 5 月 1 日前在松
山文創園區 5 號倉庫舉行。資傳
系今年畢展主題為《敢想》，來
自於深刻的體驗，敢想引導著萬
物的改革。透過感想啟動敢想，
象徵從「對生活的感想」到「勇
於創作的敢想」。嚮往未來、敢
夢敢想，無限創意而勇於實踐，
創造無限可能的智慧生活、撼動
未來。
　不同於其他傳播科系以「影
像」為畢業展的主要作品型式，
今年資傳系畢業展展現新穎的創

意及專業的技能，巧妙應用資訊
傳播科技於日常生活中。27 組作
品展現年輕世代創意，內容包含
APP、動畫與遊戲設計、VR 互
動、RWD 網頁及辨識系統設計，
甚至運用 ARDUINO 進行茶汁溫
度感控。透過創意設計與價值實
踐，讓大家體驗智慧生活與友善
城市。
　資傳系今年特別鎖定具實用性
與趣味性的生活 APP，學生透過
觀察生活，創製兼具實用性與趣
味性的原創 APP，例如：提供天
氣預報、環境資訊整合的「Go 
Weather」；結合人臉辨識以及文

字辨識系統「機器學習之辨識應
用」；結合旅遊資訊、帳務與行
前規劃功能的「Tripin」；架設校
內失物招領以失主端及遺失物端
進行整合的「PCCU FIND」；
以及結合物聯網的裝置，為智慧
居家生活提供系統化、整合性的
「朕在省事」等。
　「宿說叢林」以企業整合行銷
為出發，透過形象設計、影音錄
製、AR、RWD 網站製作及活動
宣傳等方式，與陽明山美軍宿舍

十家餐廳合作，以專業能力服務
社區，希望藉此帶動觀光，有利
於宿舍群的空間再利用，深化大
學社會責任。
　遊戲設計以解謎逃脫 RPG 遊戲
「R･GENERATION」 與 故 事 性
2D 橫向卷軸遊戲「Devout Dev-
il」最值得推薦。現場還有整合行
銷與科技的文創商品設計，歡迎
大家一同來探索資訊傳播科技在
數位時代的多元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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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音代理校長勉勵學生專心、企圖心與平常心　為校爭光

107 年全大運授旗　254 位選手與教練參與 14 項競賽

　【文／李文瑜】出征！ 107 年全國大專院校
運動會 4 月 28 日於國立中央大學舉行，本校
代表團總計派出 254 人強大陣容，征戰 14 項
運動賽事，24日於體育館二樓舉辦授旗典禮，
由王淑音代理校長親自授旗，以《專心、企圖
心與平常心》三心，勉勵選手們，秉持質樸堅
毅校訓精神，勇敢往前，為自己寫下記錄，更
能為校爭光。
　107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賽程自 4 月 28
日起至 5 月 2 日止，本校代表團再次創下參賽
人數高峰，包括教練 37 人，選手 217 人，參

賽項目包括田徑、游泳、體操、桌球、羽球、
網球、跆拳道、柔道、擊劍、射劍、拳擊、空
手道、角力及撞球等 14 種運動項目，同時本
校運動傷害防護組也派出 14 同學擔任隨隊防
護員，期盼齊心協力一同防護運動代表選手
們，期盼能獲佳績，為校爭光。
　授旗典禮由王淑音代理校長授旗，運動教練
研究所四年級洪毅志擔任代表接旗。王淑音代
理校長說，文化大學每一年都在全大運爭取非
常好的成績，在過去歷史記錄上非常輝煌，她
很有自信這一次一定也不會例外，只要選手全

力以赴，就是華岡的驕傲。
　王淑音代理校長指出，日前本校桌球公開女
子組已經拿到第十個連續的冠軍，充分應驗本
校在運動項目上已經掌握先機，旗開得勝，未
來期盼每一項運動項目，都能有文化大學得獎
的記錄，百戰百勝，為華岡爭榮耀，「我們都
是華岡人，我們都是文化人，我們更是最勇
敢、最厲害、最堅強的體育選手」。 
　體育室魏香明主任則以「決心」兩個字鼓勵
選手，只要我們去戰，就要有必勝的決心，大
家有決心，才能寫歷史，才能為校爭光。

　【文／李文瑜】為表揚系上學
生敦品勵學，追求創新、進步與
榮耀，廣告學系在 5 月 1 日下午
三時至五時，將於大孝館 8 樓柏
英廳舉辦頒獎典禮，邀請廣告界
先進、系上師長及學生們一同共
襄盛舉！
　以「星之所向，所向 PICK 
ME!」為題，代表每個人都是
一顆星，經過重重磨練後更加閃
耀，在未來擁有無限的可能，如
同超人一般不畏懼任何艱難，所
向披靡。廣告系期待重視挑戰的

學生，都有機會成為未來的一顆
廣告界明星。
　廣告學系向來注重學術實務並
進，培育學生實務經驗的累積，
長久以來承蒙各界關懷，提供各
項資源及獎學金以嘉惠優秀學
生，讓此頒獎典禮的傳統一直延
續下去。
　廣告學系學生在學期間，經常
參與校外各項比賽，在典禮中也
將舉行獻獎儀式以表揚同學們的
努力。

廣告學系舉辦廣告教育獎學金
頒獎典禮 5 月 1 日舉行

「星之所向，所向 PICK ME ！

創意與實用兼具的生活 APP  無限創意勇於實踐

文化大學資傳系畢業展：智慧生活真「敢想」

【文／李文瑜】畢業季即將
到來，很多同學已經開始瀏覽職
缺，但您真的了解自身的職場性
格與適配的工作類別嗎？為解決
同學的就業迷惘，今年職發組為
學生規劃「CPAS 職業適性診斷
測驗」，該測驗有助學生分析自
身職場的興趣與性向，讓學生透
過老師一對一解釋 CPAS 測驗

結果，從中了解自己的職場性格
與適才適所的職業類型。

「CPA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
市價 600 元，學校將全額補助、
即測驗完全免費，還有老師一對
一解釋，機會難得，五月底之前
歡迎趕緊揪團到職發組（大孝館
204 室）預約「CPAS 職業適性
診斷測驗」。

職發組推出免費

「CPA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

歡迎學生報名參加　
全程免費　老師一對一詳解



　【文／楊湘鈞 】第 53 屆華岡青年當選名單
出爐，遴選出 35 位優秀的華岡青年，成為華
岡模範。
 王淑音代理校長致詞時指出，「很開心每一
位都是華岡學生的模範，不管是在成績或具
優秀的特殊表現，只要能入選就是該學院頂尖
表現的學生，此時，你以華岡為榮，也相信大
家走出後，努力表現，未來華岡一定以你為驕
傲。」
　華岡青年遴選是為鼓勵學生發揚華岡質、
樸、堅、毅精神，達到五育均衡全人格教育目
標，展現基本素養及核心能力養成。今年總計
有 57 位報名，筆試後 56 位參加書審階段選出
50 位，再經口試後選出 35 位華岡青年，每一
位均是各學院優秀的代表。
　曾拿下柔道公開賽冠軍的體育所洪毅志，也
順利獲得華岡青年殊榮。他指出，中國文化大
學給予學生豐富、多元化的資源，還有完善的

學習環境，使自己不斷的充實自己，獲取最新
的知識並與國際接軌，不斷創新，突破自我。
　心輔系碩二劉依函，兼顧體育與課業，表現
優異，曾拿下 104 年全國運動會空氣步槍女
子組團體賽第三名。她分享自己與華岡的關係
說。「華岡，涵養了自己的專業，讓自己的每
一步都踏得如此堅定，因為華岡給了自己滋養
專業的道路，累積紮實穩固的專業知識，讓自
己能秉持著成為專業助人工作者的決心，堅持
走在這條獨一無二的康莊大道。」
　韓文系石暄曾任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傳教
士 18 個月，並曾赴韓國明知大學擔任交換學
生一年，英韓雙語能力優。她指出，大學一年
級時曾自願自費成為傳教士為教會服務，擔任
傳教工作時，有幸配戴印有中華民國國旗的名
牌，代表教會和國家，每天向來自世界各地的
訪客介紹教會的歷史和建築，不但開啟國際視
野，體驗多元文化，並有機會宣揚台灣之美，
使更多人認識台灣，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經
驗。她說，慶幸自己能選擇就讀文化大學，在
優秀的師資、自由的學習環境、以及多元文化
的薰陶下，創造出屬於自己的璀璨大學生涯。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四年級蘇稚甯指出，文
化給予學生的資源極為豐富，多元化的教學管
道及可利用資源都幫助她在課業上學習成長，
教授們的諄諄教誨，以及森保系特別的室內
外課程都讓她在學習的路上特別深刻、獲益良
多。非常感謝身在華岡的這四年，成長提升自
己的競爭力，充實生活、使之不凡，現在她會
很驕傲地告訴別人，「我來自中國文化大學」，
是它培育了現在的她，記得幾年前看到了華岡
青年的宣傳影片，而它的標語也深深打動著
她，也成為自己現在的期許——「今日我以華

岡為榮，明日華岡以我為榮」。
　來自大陸的新聞系陳諾，103 至 106 學年
連續 7 次獲華岡獎學金，連續兩年獲丁堅先生
新聞獎學金，王惕吾先生獎學金，連續兩年全
系排名第一。他感性指出，「親愛的華岡，你
是承載歲月的伴侶，儘管我們即將分離海峽兩
地，我卻必會心心念念於你。讓我祝福你的未
來吧，容我期待你牢記有我的記憶吧，感恩與
你交融的生命，願你永遠如初見般凜然而立，
歷經人間故事，仍盡顯少年傲氣。」
　來自澳門的僑生羅凱怡，曾擔任國際經濟商
管學生會 (AIESEC)—國際醫療志工 ( 斯里蘭
卡 )。他說，自己是一個熱愛生命的澳門人，
熱衷於戶外運動，更喜歡自我挑戰、嘗試新事
物。在大學期間經常參與不同的社團活動、不
同範疇的義務工作、大大小小的服務及研習活
動等，也因為參與華岡登山社的登山活動、
而有機會到處走走，並更切身的體會了台灣的
美、華岡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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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讓人無所適從，
　我真的只想好好愛

輔導老師，您好：

　最近的我非常心煩意亂。我和交往一段時間

的男友互動並不是那麼的順利…他常常一忙就

找不到人或對我的訊息不讀不回，甚至也不接

我的電話！我常常因此感到很不開心，兩人相

處最後都會演變成爭執，而且吵得不可開交…

  「現在的他」跟「剛在一起時我所認識的他」

有很大的落差…雖然他口口聲聲說依舊很愛

我，但我卻仍感到不安與焦慮。老師，請問我

到底怎麼了？我該怎麼辦才好呢…？

惴惴不安的桃艾

親愛的桃艾，你好：
　從桃艾的來信中，老師好像多少可以體會妳
這種心煩意亂的狀態。一方面，妳是有些困惑
的，因為妳真的不明白何以男友會出現如此大
的落差，是他變了嗎？還是這段關係發生了什
麼妳未曾留意的變化？另一方面，我也深刻感
受到妳的不安與焦慮，尤其當妳無法順利跟男
友取得聯繫的時刻，那般的心情是更加鮮明
的！正因為這樣，讓妳覺得自己對他來說好像
不夠重要，不知道該怎麼做才能讓他多關心、
留意妳的感受，也影響你們的相處，讓彼此更
加不開心。
　為了能協助桃艾，老師想邀請妳把以下三個
問題放在心中，當下次感情又出狀況時，也許
能派上用場。這三個問題分別是：
一、 我現在怎麼了？

　當有狀況發生時，請試著協助自己把注意力
放在「此時此刻」，像是我現在最強烈、最
鮮明的感覺是什麼？例如：當桃艾找不到男友
時，可能是感到很心急、很不滿的，會認為男
友怎麼又來了！？好像只要男友一忙碌起來，
就像人間蒸發，讓你難以忍受。
二、我真正的心情是什麼？

　接著，在我們平心靜氣之後，進一步細細地
去體會自己真實的感受是什麼？例如：也許桃
艾妳是有些擔心的，妳怕男友會不會出事了，
不然怎麼都找不到人？也有可能桃艾妳是難過
的，因為自己好像被男友忽略了，是不是自己
不夠重要？
三、我有什麼需求？

　最後，我們才有機會去瞭解自己真實的需
求，並經過思考整理後，邀請對方一同協助妳
如何因應此需求。例如：妳希望感受到男友是
在乎、重視妳的。也許當他看到妳的訊息後，
給個即時的簡短回應，就有助於妳感受到他的
關心。
　藉由熟悉這三個問題，老師相信桃艾就越有
機會弄清楚自己到底怎麼了？自己真實的感受
是什麼？以及，最關鍵的─自己藏在這些心情
背後的需求是什麼？
　而身心狀況穩定且健康的桃艾，伴隨著對自
己更多的認識，比較能夠自在且真實地和男友
溝通、互動、來往。相信在雙方對關係的滿意
度是有所提升的情況下，桃艾就更能往「我真
的只想好好愛」邁進了一步！
　希望上述的回應對桃艾是有所幫助的。如果
還有任何的問題或其他的困擾，想找老師作更
深入的討論，歡迎前來學生諮商中心預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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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騰億

設立家長休息區、免費接駁服務考生
明星家長郭子乾來站台 

大學甄試考生服務隊親切服務  獲好評

歡迎成為文大最美代言人  培養華岡人質樸堅毅服務精神

第 16 屆儲備團員招募中！

　【文／李文瑜】第 16 屆華岡親善團開始
招募！文化大學華岡親善團至今已邁向第 15
屆，培育許多優秀的親善人才，新年度華岡
親善團展開招生，有自信、期盼成為華岡代
言人的學生請踴躍參加，即日起至 5 月 11
日，歡迎親臨大孝館三樓公共事務室門口報
名。
　第16屆華岡親善團將
於 5 月 18 日 ( 五 )，於
大孝三樓堅毅廳進行甄
選。本校師長將組成甄
選委員會，採口試方式
對每位同學提出問題，
並由同學準備 2 分鐘自
我介紹（方式自訂），
主要評分項目有儀態、
表達能力與對應等。
　徵選時請著較正式服
裝，女生請綁馬尾、著
跟鞋出席。服裝不用太
拘束，但請勿著涼鞋、
露背、短褲、短裙等。
錄取者將於 6 月 26 日
至 6 月 30 日連五天於
大孝三樓堅毅廳受訓，
課程內容及報到時間另
行通知。凡經錄取之同
學、均為親善團儲備團
員，除須參與培訓課程

即通過結訓測驗，並需服務滿 40 小時，方
能成為正式團員，並授予團員證書。
　華岡親善團的工作主要是協助接待外賓及
支援慶典相關活動，親善的形象成為本校引
以為傲的典範，端莊亮麗更是直接加深外界
對文大的美麗形象；另方面也透過培訓課程，
培養出具備質樸堅毅服務精神的華岡人，可

以讓同學體驗到不一樣
的學習環境，也可以加
強語言訓練與臨場反應
上的訓練，培養靈敏、
細心的內在素養，成為
一生難忘的學習經驗。
　華岡親善團已成為
北區各大專院同類型
社團的佼佼者，參與的
活動不僅止於校內，服
務範圍擴及北區許多重
要的活動，如國家品質
獎、金典獎、金展獎，
甚至是相關產業的重要
典禮，公共藝術頒獎典
禮、亞太影展、十大優
越烏魚子頒獎典禮，都
可看見華岡親善團的身
影。歡迎大家一同參
與，成為華岡人的驕
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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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4 月 21 日及 22 日舉辦大
學甄試日，文大教務處積極協調與總務處合
作，不但提供較往年超過十倍的支援人力，
開放大義球場、體育館及租賃附近的停車
場，協助考生家長車輛停放與進出，同步於
劍潭捷運出入口處設置免費接駁服務專車；
穿梭各考場間身穿粉紅背心的考生服務小天
使，親切體貼的協助家長找到試場，均獲
得家長與考生的好評，讓連續兩日的甄試順
利進行。招生組未來希望規劃･設 tour guide 
program，考試旅遊還能享受春天的美好。
　王淑音代理校長連續兩日親自到各個考
場，遇到考生與家長們，都鼓勵學生努力
成為華岡人。她說，文化大學是一座寶山，
有藏書量最多的圖書館，有東亞最大的體育
館，還有師資陣容最堅強的團隊，只要願意
學習，就能獲得最想要的知識與未來。
　今年大學甄選入學開設許多與往年不一樣
的貼心服務，不但為陪考的家長設立「家長
休息區」，包括大忠館、體育館、菲華樓及
曉峰紀念館均有寬廣的休息場所。
　此外，為提供開車家長能有車位停放，也
協調不少鄰近停車場及開放校內各館樓停車
區，安排指揮車輛進出的人員，協調停放區
域，此舉，讓不少家長在現場說，「謝謝你
們，讓考生安心考試，不用擔心車位找不到，
或者是停放很遠地區，臨時拿東西不方便。」
　在劍潭設立免費接駁服務專車提供考生順
利到校考試也獲得好評，現場還有許多舉牌
的學長姐們，讓考生們窩心暖心。
　身穿粉紅背心的考生服務小天使，則是今
年最大亮點。由於考區分散在各個館樓，擔
心家長一時找不到考場，考場服務隊隨時提
供家長及考生詢問。
　教務處招生組李家儂組長指出，這次的大

學甄試順利落幕，感謝各單位同仁通力合
作，創下許多服務新創舉，包括替考生在免
費專車接送溫馨送水，考生諮詢服務小天使
遍地開花，更感謝王代理校長連續兩日辛苦
的巡場，到各院、各考場諮詢考試的狀況，
總務處快速地安排車位，考生家長車子輕鬆
就定位，還有家長休息室無限暢飲的星巴克
和點心，連明星家長郭子乾也來享用！未來
希望有機會･加一個 tour guide program，讓
來面試也能同時做休閒旅遊！

王淑音代理校長：此時，你以華岡為榮　未來，華岡以你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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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學所博三　張丞亞 財金系 4A　葉亭妤

資管所碩一　黃詩庭 金行組 3　　洪海容

體育所碩四　洪毅志 新聞系 3A　陳　諾

心輔所碩二　劉依函 新聞系 4B　王遵銘

韓文系 4　　石　暄 資傳系 4B　郭芳如

英文系 4B　高孟廷 大傳系 3A　王若茵

地理系 4　　沈　易 音樂系 4　　洪漪凌

行管系 3A　楊芳瑜 國劇系 4　　翁亦辰

行管系 3B　吳沛璉 戲劇系 4　　蔣筑昀

園生系 4　　趙　雅 舞蹈系 4　　吳欣庭

森保系 4　　林巾晶 舞蹈系 4　　劉羿伶

森保系 4　　蘇稚甯 都計系 4　　吳思寰

土資系 4　　莊哲維 教育系 4A　劉芮君

紡織系 4　　余瑤楠 體育系 3A　葉子晴

資工系 4A　邱熹哲 國術系 4　　林郁婷

觀光系 3A　陳雯綺 心輔系 4　　王銘廷

觀光系 4B　邵錦攀 運健系 4　　羅凱怡

資管系 4A　陳　婷

體育所　洪毅志

行管系 3B　吳沛璉

心輔所碩　劉依函韓文系　石暄

園生系　趙雅森保系 4　蘇稚甯新聞系 3A　陳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