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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資源學系頒發獎學金 鼓勵奮發向上

六名同學獲「聯勤建設許碧秋女士紀念獎學金」
【文／李文瑜】 農學院土地資
源學系 6 月 6 日舉辦「聯勤建設
許碧秋女士紀念獎學金」頒獎典
禮，今年總計有六位同學獲獎，
包括土資 4 林若婷、土資 3 許嘉
文、 土 資 4 蔡 秉 翰、 土 資 2 蕭 子
筠、土資 2 謝宜芳及土資 4 曾逸
貞，由「聯勤建設經理吳宜學先
生（土資系第 24 屆畢業）」、「土
資系系友會理事長柏雲昌先生（土
資系第八屆畢業）頒獎。
聯勤建設為鼓勵土地資源學系
在學同學奮發向學，提昇不動產
相關專業技能，並積極參與土資
系活動，及為紀念聯勤建設共同
創辦人許碧秋女士，成立「聯勤
建設許碧秋女士紀念獎學金」。
「聯勤建設許碧秋女士紀念獎
學金」評審標準為積極參與土資
系活動或學術活動，並檢附相關
證明者優先考量；低收入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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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奪牌數全國私校排名第二！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風光奪牌 49 面！
境清寒、單親家庭並有相關證明
者優先考量；未領其他獎學金者
優先考量。

凡土資系大學部在學學生均可
申請，經過評審通過後，每名獲
獎同學可獲新台幣一萬元。該獎

學金頒獎典禮於 6 月 6 日謝師宴
當天舉行。

首屆澳門校友會成立

【文／李文瑜】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中國文化大學表現不俗，總奪牌數全國私校排
名 第 二， 共 拿 下 12 金、13 銀、24 銅， 總 獎
牌 49 面，全國排名第七。體育室舉辦慶功感
恩宴，王淑音代理校長指出，感謝每一位華岡
選手為學校爭光、爭榮譽，因為有大家，文化
大學更榮耀。
團體成績部分，文大代表隊在桌球團體錦標
公開女子組及網球團體錦標公開男子組拿下全

國第一，柔道團體錦標公開男子組、跆拳道品
勢團體錦標一般女子組及跆拳道對打團體錦標
一般男子組總錦標獲銀牌。跆拳道品勢團體錦
標一般男子組及撞球團體錦標公開男子組總錦
標銅牌。
今年 12 面金牌分別是：公開男生組空手道
對打第五量級王永奇、公開男生組柔道第七級
陳聖閔、公開男生組柔道第六級洪毅志、公開
女生組射箭複合弓個人對抗賽吳亭廷、公開混

母校代表前往頒授首屆理監事證書

合組射箭複合弓混雙對抗賽吳亭廷、潘宇平、
公開女生組拳擊第三量級林郁婷、公開女生組
桌球團體賽陳泓安李恩綺、黃禹喬、周怡慈、
陳思羽、張方綾、黃郁雯、黃歆及李昱諄、公
開女生組桌球雙打賽黃郁雯及李昱諄、公開女
生組桌球單打賽陳思羽、一般男生組跆拳道對
打 80 公斤級白宸豪、一般男生組跆拳道對打
87 公斤級李逸燊及公開男生組網球團體賽彭
賢尹、王介甫、陳宏澈、李欣翰、洪睿晨、楊
宗樺及謝政鵬，選手們展現實力為校爭光。

奪金華岡英雄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澳門校友會日
前於京都酒店舉行第一屆會員大會暨就職典
禮，中國文化大學學生事務處謝昕晏組長特別
赴澳門致賀並頒發聘書。駐澳門臺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李佩儒組長、王堃吉秘書，以及中國文
化大學香港校友會劉木蘭會長、鄺振中秘書
亦獲邀到場同慶。目前在澳校友人數約為 350
人，未來將舉辦各種不同活動凝聚校友共識。
中國文化大學澳門校友會於 2013 年成立，
2018 年在澳門註冊，創會會長呂沛致詞時特
別感謝母校及各位校友於校友會籌備註冊過程
中的協助與指導，亦以校旗作信物，交棒於校
友會註冊後第一屆會長兼理事長黃嘉蘊手中，

以示傳承之意。新任會長黃嘉蘊表示，未來將
發揮校友會平臺作用，聯結校友與母校，並積
極舉辦不同活動以凝聚校友。
謝昕晏組長致詞時表示，希望校友會未來在
黃嘉蘊會長兼理事長以及新一屆理監事們的通
力合作下，加強聯繫澳門校友，謝組長並期許
校友們勿忘所學，學以致用，積極貢獻社會。
及後謝組長代表校方頒發聘書予第一屆理監事
會成員。
李佩儒組長受邀致詞時表示，祝賀中國文化
大學澳門校友會完成註冊，讓在本澳註冊的臺
灣大專校友會更添一員；中國文化大學的校歌
歌詞中「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讓她回想起求學

華岡之光！

大傳系友蕭迦勒入圍第 29 屆金曲獎
時的經歷，也期許校友在人生旅程多元學習；
並表示歡迎校友會多做交流活動，延續臺澳情
誼。
該會現正籌備一系列校慶活動，凡曾經就讀
於中國文化大學而現居澳門之人士，均歡迎成
為會員，希望各校友能踴躍加入。聯繫方法：
ccuaam201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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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黃嘉豐】 被譽為實力派創作新秀的
大傳系校友蕭迦勒，憑藉客語專輯「細妹恁
靚 2017」入圍第 29 屆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
獎及最佳客語歌手獎，讓全體華岡人與有榮
焉。
蕭伽勒在大學時代即熱衷
投入各種音樂創作與發表，
他從小受到母親與外婆的客
家文化耳濡目染，他從國語
與西洋流行樂的幕後工作做
起，後來覺得客語更加能代
表個人的背景文化，便轉而
投入到客語歌的創作當中。
對於唱作客家音樂的困
難，蕭迦勒說：「相較於國
語音樂，客語屬於小眾音樂，
而且我對客家話不太熟練，
寫詞時就成了一個障礙，需
要先以國語寫詞，再轉換成
客家人能聽得懂的話語，所
以常常請教母親和外婆一些
客語詞彙的發音。」
蕭迦勒在這張專輯裡創新
地 將 R&B 與 客 語 音 樂 相 結

合，他表示：「我原本就喜歡唱 R&B，加
入這樣的流行元素會使得客語歌的受眾面會
變得更廣。目前客語音樂大多數屬於民謠類
型，希望通過融合兩種風格的音樂讓客家人
能喜歡上聽自己的母語歌，
也讓非客家人能更瞭解客家
文化。」
蕭迦勒說，「我寫歌是非
常慢產的，希望能將歌寫成
完全是自己理想中的樣子。
然而流行音樂作為一個產
業，要求快速產製，這就使
得我的製作人非常頭疼，未
來希望做到能因應市場的需
求，一方面加快歌曲的創作，
另一方面又能保證質量。」
蕭迦勒回想起自己在大學
階段便常常參加音樂比賽，
在幕後製作與編曲就下了很
多工夫，他對未來想走音樂
道路的大傳系學弟妹留下寄
語：「做每一項工作都要投
以熱誠，必須花費比別人更
多的時間和精力去鑽研。」

比賽項目

選手

公開男生組空手道對打第五量級

王永奇

公開男生組柔道第七級

陳聖閔

公開男生組柔道第六級

洪毅志

公開女生組射箭複合弓個人對抗賽

吳亭廷

公開混合組射箭複合弓混雙對抗賽

吳亭廷
潘宇平

公開女生組拳擊第三量級

林郁婷

公開女生組桌球團體賽

陳泓安
李恩綺
黃禹喬
周怡慈
陳思羽
張方綾
黃郁雯
黃 歆
李昱諄

公開女生組桌球雙打賽

黃郁雯
李昱諄

公開女生組桌球單打賽

陳思羽

一般男生組跆拳道對打 80 公斤級

白宸豪

一般男生組跆拳道對打 87 公斤級

李逸燊

公開男生組網球團體賽

彭賢尹
王介甫
陳宏澈
李欣翰
洪睿晨
楊宗樺
謝政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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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畢業了！

畢業生王遵銘及蘇晏瑩引領全體畢業生宣讀畢業宣言
今年畢業宣言代表為畢業生王遵銘及蘇晏
瑩，兩人帶領近六千名畢業生共同宣誓。

我承諾—以實際行動保護地球。
我保證—創造一個平等、沒有偏見、沒有歧
視，也沒有壓迫的世界。

我發誓—就業後全心投入工作，為整體環境
之進步，盡上最大心力。

畢業生致詞

揚起風帆前行

今年計 5892 名畢業生

王淑音代理校長：堅持自己的路 開出屬於自己美麗花朵

【 文 ／ 李 文 瑜 】106 學 年 度 畢
業典禮於體育館二樓舉行。今年
本校共計有博士班、碩士班及學
士班，包含外籍、大陸籍學生，
以及 ROTC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畢業生，共 5892 人獲頒學位。
王淑音代理校長致詞指出，畢
業象徵著道別，向一段人生歷程
和因緣際會告別。從此沒有師長
引領，從此將和同學們分道揚鑣、
步上各自追尋的路。每個人對於
自己未來的路都有不同的規劃與
選擇，有的要繼續深造，有的將
投入職場，而 ROTC 畢業生們選

擇報效國家，成為職業軍人，我
們同樣給予無限的祝福。
王淑音代理校長說，把眼光放
遠，世界就會變得更大，機會也
會變得更多。台灣人才濟濟，卻
出走不斷；機會在哪裡，人才就
往哪裡去，這是難以避免的結果。
各位還年輕，有無限可能的人生，
如果出走是不得已的選擇，就認
真去發揮生命的潛能，但別忘了
人生的面向是寬廣多元的，論語
述而篇說：「志於道、據於德、
依於仁、游於藝。」，追求的就
是一個既能安身立命又可游刃有

餘的豐富人生。
王淑音代理校長指出，同學們
不論來自偏鄉或都市，每個人都
是一顆種子，皆有奔放的權利，
應該跳脫框架，創新思考。別人
的成功之路，不必是我的；不要
受別人的眼光和想法影響你的步
調。堅持自己的路，把種子灑在
適合的泥土上，給予適當的養分，
終會生根發芽、開出不一樣的花
朵。
她也提到，各位都是華岡人，
難得匯聚在文大學習成長，渡過
人生最燦爛的青春年華，如今又

將紛紛回去或者遠行。想想自己、
想想未來，不論你的目標多遠大，
記得要做一個自己快樂也帶給別
人快樂的人。今天過後你依然是
華岡人，是文大的校友，有空多
回母校，看看師長、回顧過往的
足跡，欣賞美麗的風景。
王代理校長也感謝每位蒞臨的
嘉賓，爲 畢 業生們加油。她最後勉
勵同學們：起風了！快揚起你的
帆，方向就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祝福大家都能乘風破浪、快樂向
前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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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送給學長姐的話

我們永遠都是最高學府的華岡人！
在校生致詞代表賴語彤

在校生代表國劇三年級陳政宇

今天我也想分愛給你們，我想告訴你們一句
我很喜歡的話。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one who believes.
只要你相信，沒有什麼做不到的。
過了今天以後，可能會比這四年更累，
我或許沒辦法給你什麼，但我很愛這句話，
我想送給你們。
Everything is possible for one who believes.
堅信凡事都能。
我們能給的，只有支持。
No fear in Love. 不要忘記 文化大學永遠給
你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我們都是 最高學府的華岡人！

說來矯情，但如果有人問我最感謝的人，我
會說，是最支持我的家人。問我最珍惜什麼，
我會說，是與我在大學裡結識那密不可分的情
感。如果有人問對我最重要的地方是哪裡，無
疑的，是陽明山，這所我們一起生活的文化大
學。因為這裡的天氣造就了我們強韌的抗壓
性。
最高學府、陽明山。是每個人對文大的第一
印象，這同時也該是身為文大學生的我們給大
家的第一印象。各位學長姐請帶著師長的最大
祝福，鼓起最大的勇氣，懷著最大的心胸，盡
我們最大的努力，追尋自己最大的夢想吧！祝
各位學長姐前程似錦，求職順利，謝謝大家。

畢業生代表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級 A 班洪書雅
屬於我們大學的故事正式結束，即將開
啟的是新的人生旅程。親愛的畢業生們，
你們準備好了嗎？成功的話說起來很簡
單，但真正能達到目標的不容易，相信流
過淚水與汗水之後，「成功的喜悅」是別
人無法體會的。
我想謝謝文化的老師，總是無私無悔地
傳授知識與愛給我們，謝謝家人的全心全
力的支持，還有謝謝在我人生重要時刻，
陪伴我的朋友們，因為你們，才成就現在
的我 ; 因為你們，我才能在文化大學留下
最美、最深的回憶。

畢業生代表
中國戲劇學系四年級的邱孟姍
文化大學有著我們說也說不完的青春，
數也數不盡的回憶，感謝四年來師長們的
細心教導以及手下留情，讓我們不僅可以
發揮學習所長，又能準時畢業，大學的篇
章即將在此告個段落，畢業絕對不是結束
而是另一個階段的開始，曾經聽過一句話
『做別人覺得對的事情，不如做自己喜歡
的事情，討好別人，不如讓自己開心』，
最後，我還要感謝我的家人，讓我無後顧
之憂地在大學中盡情翱翔、感謝我的朋
友，以及所有愛我及我愛的人們，願踏出
校園後的我們都能夠成為我們理想中的大
人，更能夠好好的生存在這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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