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學務處課外活
動組舉辦為期一週的美感教育系
列活動「2018 草山生活節－出山
小草」，以音樂、美術、表演藝
術以及電影等四大藝術元素，結
合工作坊、裝置藝術、現場音樂、
動態工作坊以及創意市集等不同
的動態與靜態形式，傳達美感教
育。
　王淑音代理校長與方元沂學務
長出席開幕典禮。王淑音代理校
長表示，此次活動理念引用成語

「出山小草」，就是希望讓在生
活崗位上，默默努力的大家，憑
著累積的能力，在華岡這個舞台
大展身手。這次草山生活節將帶
給大家多元體驗、舞台，豐富生
活，也讓這座草山不再平凡，謝
謝每一個參與的師生們，讓華岡
每天都精彩。
　今年活動相當精彩，包括在百
花池廣場及大成前廣場，同時放
映優質電影「衝吧 !我的龐克青春
Dawn Wind in My Poncho」、
台灣短片影片「台北焦油、野潮、
少女蘇雲」，並邀請知名獨立樂
團麋先生、茄子蛋、告五人擔綱
現場音樂演唱會演出，藉由樂團
及藝人表演，展現藝術音樂創作
能力及舞台演出的魅力。
　在藝文講座及工作坊，則邀請
到原住民音樂創作才子－－ Sum-
ing 舒米恩，蒞臨本校演講，工作
坊邀請真實生活工作室在大恩館
穿堂舉行乾燥花工作坊。

　方元沂學務長說，今年除了有
精彩的樂團表演、生活市集、勇
氣舞台、每日晚間系列活動，更

是要讓大家看到學生們的努力與
追夢的理想，因為有這樣的舞台，
才能看到華岡人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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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音代理校長：鼓勵學生雙主修與輔修 增加實力與競爭力

教務會議通過輔修與雙主修不另收取學分費

　【文／李文瑜】教務會議 5 月
16 日在曉峰國際會議廳舉行，通
過相關修正條文，包括配合輔系
雙主修收費方式改變，將修改修
讀輔系、雙主修學生學期修課學
分上限，每學期由最高不得多於
30 學分，修改為最高不得多於 28
學分，且修習輔系雙主修之學分，
自 107 學年度起將不另收取學分
費，鼓勵學生跨域學習，增加實
力與職場競爭力。
　本校學則法規規定，學士班學
士每學期最高不得多於 25 學分，
日間部學士班一到三年級，每學

期不得少於 10 學分，四年級不得
少於 9 學分，延長修業生至少選
修一科，若前一學期學業平均在
八十分以上或應屆畢業生，或經
核准修習教育學程者，每學期最
高不得多於 30 學分；修習輔系、
雙主修者，則新修正為最高不得
多於 28 學分，惟得於前述最高學
分數上限外，申請加修一科目。
　為鼓勵學生修習輔系及雙主
修，自 107 學年度開始，修習輔
系雙主修之學分，自 107 學年度
起將不另收取學分費，學生可以
多修習想學習的課程，在學習過

程中，努力增加實力，接軌職場
更順遂。
　主持教務會議的王淑音代理校
長另表示，這幾年推動的高中生
暑期夏令營反應佳，因此，今年
暑期將持續舉辦夏令營，敬請各
學院院長或學系主任配合相關規
定積極招生宣傳各系特色。
　教務處招生組李家儂組長說，
今年暑期夏令營由 12 學院共同舉
辦，總計有 22 個營隊，為增加形
象宣傳與招生利基，將新增「神
秘活動」吸引高三學生參加，也
敬請各學院長官多多宣傳，讓各

營隊招生滿滿，提升中國文化大
學形象與知名度。
　此外，為提供學生更多跨領域
學習管道，文化大學也開設近百
項「專業學分學程」及「跨領域
學分學程」供學生修習，培養第
二專長，提升就業競爭力，免付
費、手續簡便，隨時受理，且完
全無門檻自由選擇跨界也行，修
業後還可獲頒證書，現在為擴大
推廣，每年還會針對多選修的同
學贈送獎學金，歡迎大家來跨領
域學習。

王淑音代理校長：草山不平凡  因為華岡舞台夠搶眼

2018 草山生活節－「出山小草」結合音樂、講座、舞台

研究發展處、法學院等 10 間辦公室獲最乾淨辦公環境美譽

106 學年度環境美化暨安全評比出爐

　【文／李文瑜】維護以及提升辦公室的環境
品質，總務處特別舉辦 106 學年度環境美化暨
安全評比競賽，分為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鼓
勵維護校園環境，美化師生共處學習空間，王
淑音代理校長親自頒發獎牌給獲獎單位，一級
單位獲獎的分別是研發處與法學院獲得。
 環境美化評比是學校一直以來的活動，從各

處室到學生宿舍，每年皆有不定期的整潔比
賽，評比的重點在於清潔環境、安全與衛生，
目的是希望大家能藉由比賽，不僅清理平時總
是忽略的小地方，讓整個空間變得乾淨清新，
也藉此培養各位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
評比獲獎團體一級單位

行政單位：研究發展處 　

學術單位：法學院
評比獲獎單位辦公室

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學生諮商中心、
總務處營繕組、總務處保管組

學術單位：文學院、史學研究所、語文教學中
心、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都市計
畫與開發管理學系、法律學系所

　【文／李文瑜】原住民族學
生資源中心，5 月 16 日特別邀
請在 2000 年第一張專輯「獵
人」即獲得金曲獎入圍肯定，
隔年 2001 年第二張專輯「王宏
恩 Biung 同名專輯」即榮獲金
曲獎最佳方言男歌手的王宏恩，
分享他那能深刻感受到部落和
諧與美麗的創作，現場自彈自
唱，引起許多迴響。
　學務處「原住民學生資源中
心」成立一年，在大成館並設
立原住民辦公室，提供學生相
關詢問與服務，期盼透過一條
龍的整合性資源，讓原住民的
同學在文化大學的學習可以更
多元，更能透過各項原民同學
的家鄉資源的展示，讓更多人
瞭解台灣的原民文化特色。 
　學務處特別邀請知名歌手王
宏恩分享原民音樂創作理念，
希望讓更多人了解原民住音樂
之美。王宏恩迄今共發行了 5
張創作專輯及 1 張單曲，音樂

路程上獲獎無數，而且不只是
音樂表現，他還把表演的觸角
延伸至主持、演戲、音樂劇及
音樂製作等等不同的領域，期
許自己可以成為全方位的創作
歌手。
　他提到，雖然自己的音樂的
路程並非走的一帆風順、常常
因為大環境的轉變碰到了艱困
的挑戰，仍不斷努力並繼續堅
持推廣原住民音樂創作的新風
格。2015 年初他參加了第二季
「中國好歌曲」的比賽，在眾
多創作好手的挑戰下，靠著創
作曲「夢想的顏色」進入了最
後的八強總冠軍賽。
　從布農族母語創作到流行音
樂創作，王宏恩希望自己所寫
的跨界音樂能繼續感動很多人，
並讓更多的朋友透過他的創作
感受到部落的和諧與美麗；原
資中心也希望藉由此次藝文講
座，增進本校師生對於原住民
文化的認同。

分享原民藝術文化觀念
現場自彈自唱原民歌曲

知名原民歌手及主持人王宏恩

法學院 研發處學務處諮商中心

　【文／李文瑜】營營造健康綠
校園，創造樂活學習環境，培養
教職員工生運動習慣。學務處與
體育室共同舉辦 107 年度健康
促進系列活動之「日行萬步樂活
健走」，於 5 月 23 日在體育館
鳴槍起跑，共分兩條路線，參加
者可依個人習慣選擇適合走的路
線。
　衛保組規劃的健行路線，第一
路線（白雲山步道）：大孝館側
門出發 - 後門 - 仁民路牌坊 - 
舊南非大使館 - 白雲山步道 - 
白雲山三角點 - 原路折返 - 南非
大使館 - 花卉試驗中心 - 大孝
館，其路程約 40分鐘，無階梯，
適合缺乏運動習慣者。
　第二條路線則為天母古道：

大孝館出發 - 大孝館前木棧道 - 
東山路 - 八卦夜未眠餐廳 - 水管
路入口 - 水管路涼亭 - 自來水廠
第三水源 - 天主堂 - 大孝館，其
路程約 60 分鐘，回程有階梯，
適合有運動習慣者。
　今年分學生組，凡是本校學生
完成健走路線可獲得參加獎及全
人學習護照「體」4 點。教職員
工組：本校教職員工，完成健走
路線可獲得參加獎。校友組：本
校校友，完成健走路線可獲得參
加獎。社區好朋友組：歡迎民
眾及愛好健走登山伙伴參加，
完成健走路線可獲得參加獎。
活動洽詢：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28610511 轉 12302 ～ 12304。

鼓勵全校師生參與  培養健走好習慣

營造健康綠校園  日行萬步樂活健走



　【文／李文瑜】閩江學院於曉峰紀念館一
樓舉辦畢業成果發表會，以「無風」為題，
敘述在華岡生活的點點滴滴，並以微電影拍
出在台灣之美，獲得現場老師們掌聲肯定。
新傳學院葉明德院長指出，廣告系的各位老
師教給閩江學院同學這些技術、藝術、才華、
胸襟，都已在作品上呈現，相當的精彩。
　葉明德院長指出，閩江學院同學在台灣學
習一年，特別要謝謝廣告系的老師，沒有他
們的加持，沒有他們的努力，沒有老師們的
緊迫盯人，就不會有這麼精彩的畢業成果展；
而各位從華岡出去，就是文化大學的校友，
未來成就就是以華岡為榮。
　廣告系鈕則勳主任說，閩江學院廣告系成
立已有十屆，日前已完成 line 群組的建立，
呼籲每一屆同學都加入「海峽大聯盟」的群
組，因為這個群組有非常非常多的功能，除
聯絡感情的功能，還有職業媒合功能，若回
中國大陸後需要甚麼工作職缺，學長姐就會
把工作職缺 PO 在群組上，釋出相關工作職
缺資訊，提供給他們親愛的學弟妹，所以各
位同山字一定要加入這個群組。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郭國誠處長指出，各位
同學很幸運，在大學期間有一年能夠到不同
的地方去學習，是非常難得的機會；各位選
擇到台灣來，也是一個非常好的緣分，希望

各位同學未來回到大陸後，也能夠跟學弟妹
分享在這邊的學習及生活經驗。

　【文／李文瑜】觀光事業學系
獲張氏企業捐贈新台幣一百萬元
系務基金，參酌商學院與環設學
院建議後，舉辦「神機妙算～機
場捷運周邊旅館開發企劃專題競
賽」，107 年 5 月 9 日舉行決
賽，冠軍組為浦心蕙老師所指導
的「eye」團隊，未來將代表該系
參加在師大舉行的全國大專校與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專題競賽。
　觀光系承蒙張國安先生捐贈
100 萬元，希冀透過年輕學子的
創意，發掘優質而值得推薦給國

內外遊客的遊憩機會，提供旅宿
業界推廣，達到產學結合、服務
社會等目的。
　觀光系盧惠莉主任指出，觀光
系利用此一經費舉辦「神機妙算～
2017 機場捷運周邊旅館開發企
劃專題競賽」，以競賽方式，規
劃林口桃園及機捷運用為主要範
圍，目的在發現該區域遊憩資源，
設計新創旅館，讓遊客透過規劃
設計的展現，瞭解當地遊憩資源
後引發林口桃園及機捷運用的動
機。

　今年由觀光系大四學生分成 15
個組別做企劃案競賽，分別進行
產業 SWOT 分析、客層與客源分
析、新創旅館簡介、人力需求計
劃、房價分析、財務試算、新創
旅館可行性分析等展現。
　決賽於大孝館八樓柏英廳舉
行，由政大地政系王章凱老師、
呂昭諒建築師、旅館公會全國聯
合會徐銀樹前理事長、高雄餐飲
大學掌慶琳教授、雲品國際酒店
辜健一先生、大方室內設計楊丕
德建築師，以及寒舍集團謝綺蓉

小姐擔任評審，激烈競賽由早上
九點持續至傍晚為止，並於當日
公布競賽名列前茅的組別及進行
頒獎。
　評審們對觀光系同學的創意均
讚譽有加，也很滿意籌備組同學
對會議的相關安排。同步進行的
觀光系產學雙軌成果發表，也讓
本校一同參與的師生印象深刻。
觀光系特別感謝張氏企業提供師
生激發創意的機會，以及觀光系
蘇文瑜老師近年來的奔波、統籌
及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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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前後差很大，
淺談網路關係成癮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小毛，一直以來有一個困擾，我在班上幾

乎沒有什麼朋友，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好

孤單，我真的是所謂的「邊緣人」嗎？！但只

要放學後我在線上遊戲裡就可以跟網友很熱絡

的聊天，也因為這樣，我花很多的時間在打遊

戲，每天都要到凌晨兩、三點才睡，導致隔天

好累，沒辦法專心上課，老師我該怎麼辦？我

是人家所謂的「網路成癮」嗎？

困擾的小毛

親愛的小毛，你好：
　首先，很高興收到小毛你的來信，可以感覺到
在班上總是獨來獨往的情形讓你感到孤單和寂
寞；再者，面對電腦前和現實生活當中的人際落
差讓你感到困惑，甚至懷疑自己的人際關係怎麼
了，但可以感受到小毛從網路世界中得到人際上
的滿足，這些都是在生活當中從未體會到的經
驗。此外，老師也注意到你提及自己的作息因此
而不規律，影響隔天上課品質，這也讓你感到擔
心，這些其實都是很好的發現及提醒。如果繼
續透過網路來逃避現實生活的困難，不只問題無
法被解決，也可能會對小毛的生活和心情帶來影
響。關於小毛你是否為網路成癮，老師有一些資
訊想與你分享，希望能幫助你釐清自己的狀況。
　網路成癮者通常會出現的核心症狀與影響包
括：（一）強迫性：不能克制上網的衝動；（二）
戒斷性：不能上網時出現了身心症狀；（三）耐
受性：上網的慾望越來越難滿足，所需上網時間
越來越長。（四）在相關問題上也出現了狀況：
比如 1. 人際問題，2. 健康問題，3. 時間管理問
題上都受到負面的影響，而造成人際孤立、身體
受損、失學與失業等問題。
　當面臨這樣的狀況時，可以使用一些方法，來
減緩對網路的依賴，透過有計畫性的改變，相信
能夠改善你的生活！以下提供給小毛參考：
　檢視上網、電玩習慣：試著區分在玩網路遊戲
時健康與不健康的習慣，並列出自己的日常時間
表等，因沉迷網路遊戲時，常會忘記日常必須要
完成的事情，如作業、報告及與他人的約定等等。
　決定自己是否要改變：評估花太多時間在網路
遊戲的壞處，以及適當網路遊戲的好處，並衡量
現在自己的狀態來決定是否改變。
　設定每日遊戲時間：依照自己可以接受的範圍
內，設定漸進式的使用時間限制，以避免使用網
路的時間無限延長（可安排其他活動或利用鬧鐘
提醒自己離開網路或電腦）。
　找出誘惑情境：除了沉迷的結果，更要去瞭解
背後的原因，是否是因為課業壓力大，有紓壓需
求、心情挫敗、無聊寂寞，或是同學相邀的壓力
等。
　討論面對誘惑的對策：和同學或諮商中心的老
師一同討論，下次面對誘惑情境時的因應方式。
　學習克制玩遊戲衝動的技巧：例如轉移注意力、
從事運動或其他娛樂活動。
　拓展人際關係：積極參加系上、社團活動或擔
任志工，以現實生活的社交活動取代虛擬世界的
人際互動。
　其實，網路遊戲並非是一件壞事，適當的遊戲
時間可以放鬆身心，更能從中獲得樂趣，但如何
不要讓它影響到我們的日常生活，這是需要學習
的。祝福小毛未來能夠找到平衡點，若有任何問
題歡迎你來學生諮商中心，尋找專業人員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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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冠宇

葉明德院長：此刻，從華岡起飛 未來，華岡以你們為傲

閩江學院廣告系畢業展觀光系舉辦「神機妙算～機場捷運周邊旅館開發企劃專題競賽」

浦心蕙老師指導「eye」團隊奪冠 未來代表參加專題競賽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校務研究辦
公室將主辦「106 學年度 CISS 資訊系統及
資訊服務交流研討會」，今年主題是「智慧
應用議題合作與分享」，希望運用大數據分
析，在優九聯盟體系裡分享相關研究成果，
推展創新教學，為師生教學開創新里程碑。

王淑音代理校長出席表示，透過擴大跨校
合作辦理經驗交流研習，提升共享與共用教
學資源的效益，並透過教學資源分享，跨校
開設多元課程，協助與推動合作機制與共享
e 化教學平台，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尤其
本校在優久聯盟體系內，期盼未來能固定舉
辦相關研討會，擴大分享成果。

該研討會目的是為促進大專校院資訊服務
議題合作與分享展現，促進經驗交流，提升
共享資源的效益，由中國文化大學、國立臺
北護理健康大學、靜宜大、與 ISAC 中華民

國大專校院資訊服務協會共同策畫，邀請國
內學者進行專題演講與實務經驗分享。

校務研究辦公室指出，優良的校務資訊系
統及資訊服務的交流與共享，是建構一個卓
越大學的必備條件，深切體認教學卓越計畫
之執行必須與學校中程計畫相結合，才能形
成各單位的標準作業程序。在資源整合及區
域回饋方面，將援引本校教學資源、圖書博
物與資訊服務為基礎，尤其是教學卓越計畫
的資源及辦理成效與經驗，以地緣關係為半
徑，擴展與北區各大學進行教學經驗分享與
教學資源共享。

校務研究辦公室表示，將擴大圖書博物資
訊資源的整合交流與運用的深度廣度，並建
置交流平台、推展圖書博物資訊業務的交流
觀念獲許多討論與研究，未來也將固定舉辦
類似研討會，擴大分享研究成果。

將固定舉辦 擴大分享研究成果 推展創新教學

106 學年度 CISS 資訊系統及資訊服務交流研討會

　【文／李文瑜】2018華岡文學獎結果出爐，
新詩組由音樂系一年級葉典佳同學以〈形狀〉
榮獲第一名，小說組桂冠則由中文系文藝組二
年級黃紫寧同學以〈你好，2012〉摘下。
　「華岡文學獎」為全校性的文學獎競賽，由
中文系文藝創作組主辦，分為「小說」與「新
詩」兩組。本屆參與同學非常踴躍，總共收到
44 篇小說，76 首新詩，作品來自全校 12 個
學院，展現了文大旺盛的文藝創作風氣。
　決審會議 5 月 10 日在曉峰紀念館第一會議
室舉行，邀請小說家鍾文音、吳鈞堯、蔡逸君，
詩人孫梓評、騷夏、葉覓覓等六位名家擔任評
審委員現場點評入圍作品，吸引了上百位同學
前往會場聆聽講評，親睹作家風采。
　經過兩組評審老師激烈的意見討論，最後新
詩組由音樂系一年級葉佳典同學的〈形狀〉勝
出，小說組則由中文系文藝組二年級黃紫寧同

學的〈你好，2012〉奪冠，該作品同時獲得參
加今年度「超新星文學獎」資格，將代表本校
與全國各大專院校文學獎小說首獎作品一較長
短。
　文學院文藝組王俊彥主任指出，華岡文學獎
已成為文大學生投稿的新園地，更培育不少對
創作有興趣的學生，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今
年作品更多於往年，創作風氣更盛。
　「華岡文學獎」是本校一年一度的文學盛
會，今年在師生熱情參與和文壇著名作家支持
下圓滿閉幕，明年計畫增加「散文組」將徵文
組別擴至 3 組。對文學創作有興趣的同學可提
早準備，一起用作品來展現文化大學素有優良
傳統的藝文實力。
　2018 華岡文學獎得獎名單與全部作品，將
公布在徵文網站〈華岡文學獎〉
〈https://sites.google.com/view/ymslitera-

ture2017〉，歡迎全校同學前往查詢觀摩。

2018 華岡文學獎得獎者

【新詩組】
第一名：音樂一　　葉典佳　〈形狀〉
第二名：文學四 A　吳櫂暄　〈可以邀請你一

起犯錯嗎〉
第三名：文學二 A　蒲柏安　〈行人倒數計時

顯示器〉
佳  作：文藝三　陳立人  〈黑與白〉
佳  作：文藝一　張益堂  〈向晚的顏色〉
【小說組】
第一名：文藝二　黃紫寧  〈你好，2012〉
第二名：大傳一 B 林巧微  〈七年〉
第三名：文藝三　陳冠妤  〈搞笑〉
佳  作：史學二　黃雪純　〈春生〉
佳  作：文藝三　尤寶發　〈重生〉

2018 華岡文學獎得獎名單揭曉

新詩組：音樂系一年級葉典佳〈形狀〉榮獲第一名

小說組：中文系文藝組二年級黃紫寧〈你好，2012〉獲桂冠

散文組新詩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