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文瑜】資傳系師生拿
下 Apple「2018 年 APP 移 動 應
用創新賽」三等獎，參加團隊包
括甘臣琮、廖珮琁與曾芷媛三位
同學在指導老師李亦君老師的帶
領下組隊參與，以「朕衣聯盟」
榮獲三等獎殊榮。
　資傳系李亦君主任指出，該團
隊設計之 APP「朕衣聯盟—衣百
分」，該軟體設計使用氣象訊息
與行事曆、並結合社群媒體與專

業達人提供購衣建議等軟體，其
設計與開發能力均達到一定水準，
並融入智能生活的應用，亦可預
見其內涵的廣大商業合作模式。
　Apple「2018 年 APP 移 動 應
用創新賽」繼今年 4 月，在台號
召學生自組團隊設計 APP，並於
8/2 舉辦台灣決賽選出前 5 名優秀
隊伍後，日前在中國杭州舉辦區
總決賽，吸引各國程式設計好手
參加。經過激烈評選後，來自台
灣逢甲大學的學生團隊榮獲 2 等
獎；本校學生團隊與國立高雄科
技大學、臺北教育大學、逢甲大
學及並列 3 等獎，表現優異。
　2017 年為了鼓勵更多學生加入
程式設計行列，亞洲最大 Apple
經銷商 STUDIO A 旗下校園店
Straight A，與全台唯一逢甲大
學「Apple 區域教育培訓中心」
(Apple Regional Training 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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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教碩三潘宇平獲射箭複合弓混雙金牌

本校運動代表隊參加亞運

　【文／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運動代表隊參加 2018 年印尼雅
加達巨港亞洲運動會表現優異，
總計有七面獎牌，最佳成績由運
教碩三潘宇平拿下射箭複合弓混
雙金牌，運教博 5 陳麗如則獲射
箭複合弓女子團體銅牌。
　潘宇平出賽亞運複合弓混雙金
牌戰搭配中華複合弓射箭隊女將
陳怡瑄，以151：150擊敗南韓，
奪下複合弓亞運隊史首面金牌，
同時是本屆中華代表團第 10金。
　棒球隊今年獲的銅牌殊榮，帶
隊教練沈柏蒼老師為本校老師，
女子籃球則由鄭慧芸老師帶領運
教碩三鄭伊秀及體育 4B 黃鈴娟
之團隊，表現優異，也拿下近幾
年優秀成績。
　運教碩四連珍羚於亞運女子柔

道 57 公斤級，雖於八強不敵 23
歲的中國盧童娟，但她從敗部復
活賽打起，最終在銅牌戰僅用了
1:18 秒，就提前以 10：0 擊敗哈
薩克選手，拿下銅牌。連珍羚生
涯已三度參加亞運，曾於 2010
年拿下廣州亞運的銅牌，2016 年
里約奧運則拿下我國史上最佳的
第四名，並且是我國第一位去旅
日的柔道選手。
　運教碩 1 林郁婷代表台灣以中
華隊女子拳擊 51公斤級，參加雅
加達亞運，今年雖然無緣替中華
隊摘金，但仍舊在暌違 48年後，
為台灣在亞運拳擊場上鍍銅。她
將下一階段的目標設定在 11 月
舉行的世錦賽及取得東京奧運資
格，等待的時間裡，對林郁婷來
說更是另一種成長與磨練。

「朕衣聯盟—衣百分」融入智能生活之應用  獲評審青睞

資傳系學生獲 Apple「2018 年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三等獎殊榮

大陸湖北省《荊楚文庫》巨著贈本校收藏

彰顯文大致力發揚中華文化  

　【文／楊湘鈞】第十四屆海峽
兩岸圖書交易會，為彰顯文大致
力發揚中華文化，湖北省特別將
該省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學術集
編輯成果《荊楚文庫》致贈給中
國文化大學，希望能帶動更多台
灣師生深入研究荊楚歷史文化，
進而宏揚中華文化。
　第十四屆海峽兩岸圖書交易會
於 8 月 17 日於在台北市世貿展
演一館 A 區舉行。本屆海圖會邀
請大陸湖北省為主賓省，在湖北
館的開幕式上，儀式由《荊楚文
庫》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湖北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副局長胡
偉主持及介紹《荊楚文庫》編纂
情況，隨後由第十四屆海圖會湖
北省代表分團團長、湖北省新聞
出版廣電局副局長謝銘女士，將

《荊楚文庫》贈書證致贈給本校
代理校長王淑音，王代理校長則
回贈收藏書證給《荊楚文庫》編
纂出版委員會編輯部副主任周鳳
榮女士。
　在場觀禮的還有《荊楚文庫》
編纂出版委員會編輯部副主任胡
磊等湖北省代表，以及本校圖書

館館長吳瑞秀、本校資訊傳播學
系魏裕昌老師等文大代表。
　《荊楚文庫》不久前才在武漢
舉行首發儀式，呈現第一批編纂
出版成果，共計有 89 種 116 冊
圖書面世。該文庫計劃收錄歷代
文獻和今人研究專著 1372 種，
約 1600 冊。首批面世的圖書包括

《楚地出土戰國簡冊》等 56 種文
獻、《湖北通志檢存稿湖北通志
未成稿》等 8 種方誌、《楚史》
等 25 種今人研究專著。《荊楚文
庫》編纂出版工程是於於 2014 年
4 月展開，預計 10 年完成。
　魏裕昌老師表示，這不僅是《荊
楚文庫》第一次在台灣亮相，湖
北省《荊楚文庫》工作委員會除
了將首批 89種 116 冊圖書贈給文
大圖書館收藏外，未來將每年持
續捐贈文大收藏，直至整套文庫
完成，肯定並彰顯本校發揚中華
文化的努力，意義非凡，不僅代
表著文大與湖北省文教界的深厚
情誼，也讓藏書量已名列台灣各
大學前茅的文大圖書館館藏更為
豐富，更有利未來師生從事相關
研究。

　【文／李文瑜】個人雲端電
腦，新學期新增加碩、博士生能
夠使用，透過個人雲的登入，可
以從任何裝置、任何時間、任何
地點連上高安全校園的雲端桌面
服務，無縫接軌使用校內各種電
子資料與應用程式。
　個人雲端電腦的優點包括等同
於多了一台 Windows 電腦，可
執行任何在 Windows 上的任何
功能和軟體，於校外登入視同校
內登入，如使用校園圖書館電子
資料庫，並不需要再使用校外連
線，也可支援各類型資訊設備連

線，讓您可隨處使用，如 : 電腦
(Mac、Windows、Linux)、 手
機 (Android、IOS)、平板等。
　資訊中心於每個月都會定期舉
辦兩場華岡個人雲端電腦課程
使用說明會，107 學期為加強推
廣，特增加了一場大型的說明會
於10月4日 (四 )13:00~15:00，
活動場地於本校大義館 4 樓 421
電腦教室，說明會活動請至校園
專區報名，也可關注 FB「文大
fun 心學」，都會有最新消息，
歡迎本校教職員以及碩博士生都
可以來共襄盛舉。

專屬虛擬電腦帶著走 
教職員及碩博士生都能使用

用過個人雲端電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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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學生事務處課
外活動組在大恩館二樓川堂舉辦
國際志工成果發表會開幕典禮，
現場將展出團員們籌備到抵達泰
北當地據點服務 10 天的活動內容
與照片，和所有華岡人分享服務
的經驗。
　2018 國際志工泰北團由學務處
課外組簡尹庭、劉佩如老師擔任
領隊，率領國際志工共 5位團員，
自 107 年 7 月 2 日起以「泰棒樂
計畫」為主題，前往泰北清萊地
區透過主題學習營隊及課輔課程，
開啟學習意願，讓泰北的學生感
受台灣的熱情與專業，並以平民
志工外交的方式，成功打響台灣
中國文化大學國際志工服務隊的
好名聲。
　學務處課外組致力推展社團服
務學習及國際化，今年志工團再
次來到泰北，除延續以往，以中
華傳統文化特色為主軸，設計一
系列精彩的營隊內容，有童玩製
作、科學實驗遊戲、衛生保健觀
念宣導、樂樂棒運動推廣等，透

過團體遊戲、互動分享和動手實
作，從中學習知識，以寓教於樂
的方式教導給小朋友，讓學員深
刻記憶中華文化之精髓所在。
  由於今年行程規畫及考量，志
工團定點於回馬恩泉小學的進行
服務，為期四天的課輔課程，有
華文導讀、英文歌唱、數學演練；
後兩天的學習營期間，課程包含
認識台灣、衛生教育、童玩闖關
等，最後與回馬恩泉小學的同學
一起舉辦了聯歡晚會，引起熱烈
的回響。今年也首次進入社區，
進行家訪，深入了解當地生活習
慣，並與當地婦女一同製作節慶
食材、採茶等體驗文化，並期待
未來能設計更符合需求之服務。
　為讓更多人了解國際志工涵義，
今年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將於
在大恩館川堂舉辦國際志工成果
發表會開幕典禮，現場將展出團
員們從籌備到抵達泰北當地據點
服務 10 天的活動內容與照片，歡
迎大家一起來和我們分享國際志
工之點點滴滴。

2018 國際志工泰北團成果展

這個暑假泰棒樂！

Apple 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葛越與逢甲李校長聽本組簡報2018 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台灣代表隊出發前合影

ter，簡稱 RTC) 合作，爭取將以
往僅在中國舉辦的 Apple「APP
移動應用創新賽」移師台灣，首
次舉辦即吸引來自 38 所學校、
174 件作品報名參加。2018 年再
次合作舉辦第二屆「APP 移動應
用創新賽」，更吸引國內大專院
校計 176 件作品報名角逐，作品
涵蓋工業科技、醫療救援、特教

學習等不同的領域。
　STUDIO A 指出，年來除致力
於推動智能科技與教育相結合，
人才培育更是奠定社會進步重要
基石；未來 STUDIO A 也會持續
發揮企業責任與影響力，培育更
多優秀程式設計人才，讓台灣學
生有更多機會在國際舞台上發光
發熱，呈現台灣科技軟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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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海峽兩岸土地學術研討會

本校第五年承辦齊聚兩岸三地貴賓

「航向未知的航道 ~ 我要成為職涯航海王！」

全程參與者可獲全人學習護照體育六點
　【文／李文瑜】職發
組工作坊將於 10 月 20
日舉辦「航向未知的航
道 ~ 我要成為職涯航海
王！」，透過挑戰天母
古道之行，比喻成為航
海王，由知名諮商心理
師，也是健身運動協會
FitnessRider 培訓講師謝
宇鈞帶領參加者透過瞭
解個人優勢、學習壓力
調適與舒壓、提升心理
韌性，成為自己的職涯
航海王！
　職發組提到，生涯就
像是一片未知的海洋，
如果我們不離開安穩的
陸地，永遠都不知道這片
未知的海洋有多少寶藏
等待我們去發掘和探索，
當你踏上成為航海王的
旅程，可能會遇到風浪、
漩渦，也可能會遇到大海怪，甚至同伴間的
競爭；但只要相信自己，就能夠找到這趟偉

大航路中屬於你，獨一
無二的寶藏！
　職發組工作坊於 10 月
20 日舉行，從 9：00 至
16：00 ，中午休息一小
時，上課地點於大孝館 2
樓團諮室、天母古道，凡
是本校學生，預計20人。
對於職涯選擇尚未定向
者，歡迎大一大二學生
優先報名，大三大四同
學也歡迎報名參加喔！
　當天的活動包含了古
道健走與活動性課程，
建議參加同學穿著運動
服裝，攜帶水壺以補充
水分，也可以攜帶零食
以補充血糖及熱量，有
意參加者請親至「職涯
發展與校友服務組」大
孝館 204 室報名，洽詢
專 線：2861-0511 分 機

12506 王瑋琪心理師。全程參與者將提供全
人學習護照「體育」6 點。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劉衞

好難融入同學，
　　　我是邊緣人嗎？
輔導老師，您好：

　我覺得最近跟同學相處得好累，在做小組報告

的時候，同學他們會聊得很開心，但我都不懂他

們到底在笑什麼，就這樣我加入不了他們，只能

默默地把報告做完而已。學期初原本有幾個會跟

我聊天的同學，後來因為他們去參加社團或是活

動有了其他朋友，跟我越來越不熟，現在我在班

上感覺自己好像透明一樣。我從小就是個很悶的

人，要我主動跟別人說話真的好難。老師我這樣

是網路上說的邊緣人嗎？我到底該怎麼辦？

By　難過的小超

親愛的小超，你好：
　我從你的信裡感覺得到，你最近真的好辛苦跟好
難過，跟同學相處的過程裡，你好像會一直感覺到
自己被隔絕在他們之外，跟同學之間像隔了一層
牆，沒辦法靠近他們。我想要邀請你，一起來探索
看看你跟人相處的情緒是什麼，這些情緒從何而
來，或許我們能發現讓自己好一點的方法。
　「邊緣人」這個名詞，目前在心理學上沒有一個
專門的定義。在人跟人的互動關係裡，我們每個人
可能因為興趣、意見、個性的不同，或多或少都有
覺得自己處在邊緣的時候。當我們有這種覺得明明

在一個團體裡，卻好像沒有屬於這裡的邊緣感覺

時，會覺得不舒服是很正常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特質跟小超一樣，生活中大多
時候是自己一個人，雖然期待跟人有更多互動，但
是要跟人互動就好擔心、好害怕，害怕自己是不是
會不夠活潑、不夠吸引人，更擔心別人會對自己有
不好的評價，因此不知道自己應該要做些什麼，自
己掙扎好久好久。
　可是最後常常還是差臨門一腳，沒辦法鼓起勇氣
來跟同學們互動，而跟其他人的距離越來越遠時，
就越覺得自己好像真的有哪裡不對勁，接著就更不
敢主動跟人互動了。
　久而久之，這樣的模式就像是一個漩渦一樣，會
讓人不由自主地被這樣轉進去，沒有辦法改變。在
這種情況中，我們會發現，儘管我們大腦裡知道一
些具體作法如何跟人拉近關係（例如：主動開口說
話、找到共同興趣等），卻總是沒辦法實踐，這是
因為我們心中總是有好多複雜的情緒卡住了自己。
　在這邊我想要跟小超介紹一個能夠幫助你的好夥
伴，它離你並不遙遠，就是你的情緒本身，接下來
讓我們用簡單的三個方法跟你的情緒一起合作吧。
一、幫你的情緒命名：當你感覺到自己無法融入同

學的話題時，或是想要跟人靠近卻無法的時
候，停下來感覺自己那時候的情緒，並為它取
個名字，可能是「害怕」、「擔心」，也可以
用你的方式形容。

二、問問這個情緒，想要什麼：慢慢地問它：「你
現在需要什麼？」假如是害怕的話，也許它會
告訴你，我好害怕別人會覺得我不夠好，我希
望我好的一面能被看到，能被稱讚。

三、跟情緒聊聊怎麼做，能讓它感覺好一些：謝謝
你的害怕告訴你它需要什麼，跟它聊聊你是否
能做點什麼讓它感覺好一些，或是有沒有什麼
事情可以幫得上忙？或許是告訴它，你已經很
棒了，我以你為榮。也或許是靜靜地陪伴它，
告訴它說，會害怕是可以被接受的，我願意陪
你一起。

　當我們可以跟自己的情緒一起合作，共同相處
後，我們會發現它不再是卡住自己的阻力，而是一
種很強的動力，讓我們在人際的來往中，更有勇氣、
沒有罣礙的做出更多的改變。最後我想要謝謝小
超，能夠鼓起勇氣寫這封信給老師，假如有想要多
做討論的部分，歡迎你來學生諮商中心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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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文瑜】大傳系二年級學生巫尚恩
執導的作品「舊誠異視」，獲得有「學生金
馬獎」美喻的「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空
拍類的年度優選獎。「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
獎」被譽為學生界的金馬獎，大傳系學生表
現優異。
　巫尚恩深受已逝紀錄片導演齊柏林「看見
台灣」影響，用不同的角度看見這整個世界，
此次，用空拍機的鏡頭，捕捉令人屏息的美
景。今年約有二十幾部片角逐最佳空拍類，
有一名最佳，以及三名年度優選，即使沒有
獲得最佳獎，其作品「舊誠異視」中，學生
巫尚恩鋪陳敘事的旁白，獲得評審們的肯
定，讓評審們留下深刻的印象。
　新北市長朱立倫也出席板橋府中 15 舉
行的「2018 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頒獎典

禮」，市長希望新北市學生影像新星獎能讓
更多學生創作出好作品，並且熱愛電影。市
長本身也喜歡看電影，政府於這幾年來致力
於積極栽培與協助支持從事電影相關學子，
而現在的板橋府中 15，即是為電影人打造
的舞台。

大傳系巫尚恩獲得空拍類年度優選

　【文／李文瑜】第 27 屆 2018 海峽兩岸土
地學術研討會 3 日舉行，齊聚兩岸三地貴賓，
今年獲投稿近 50 篇。本校新任土地資源系主
任李家儂提到，透過兩岸專家分享與探討，有
助擴大兩岸三地交流之實力。王淑音代理校長
致詞指出，非常歡迎來自大陸的貴賓朋友，讓
研討會更具意義，未來兩岸交流仍要持續，更
要擴大，使之成為影響。
　王淑音代理校長致詞指出，非常歡迎來自海
峽兩岸的各位嘉賓及團長，也是現任中國農業
大學資源環境學院教授、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
長張鳳榮教授一行人等。
　王代理校長指出，海峽兩岸交流了第 27 年
來，此次由中國文化大學「農學院」土地資源
學系第五次承辦，並感謝中國土地改革協會、
中國地政研究所、政治大學地政學系、逢甲大
學土地管理學系與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
學系共同主辦，感謝中國土地學會在大陸各省
的邀稿，此次收到稿件兩岸學者共投稿近 50
篇，越來越多，可見兩岸土地學術交流未受任
何影響，持續密切合作。

　李家儂主任指出，2018 海峽兩岸土地學術
研討主題，主要是針對海峽兩岸土地政策回顧
與展望，也代表的交流 27 年來，彼此做一個
土地發展政策之思考，並為未來鋪設更多長遠
的土地學術交流之路，此次會議專題報告，將

由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楊松齡院長開
始報告「海峽兩岸土地政策回顧與展望」之專
題，並由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土地管理系吳
宇哲系主任發表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
tic towns in China( 中國特色小鎮之發展 )。

太易書院杭州弘東方文化研究所貴賓參觀文大
　【文／李文瑜】太易書院杭州弘東方文化研
究所周天一行 14位 8月 28日貴賓抵台參訪，
由於本團貴賓與本校前校長吳萬益博士熟識，
特別安排參觀文化大學特色景點，並安排本校
文學院各系所主任參與會談，雙方就傳承中華
智慧，弘揚東方文明為題，探討中華文化之
美。
　王淑音代理校長接待時提到，本校創建於
1962 年，創辦人張其昀博士及中華文化事業
基金委員會原擬校名為「遠東大學」，經先總
統　蔣公親筆致函，建議改為「中國文化學
院」，以其寓意深遠，符合未來發展方向與興
學理念，張創辦人及中華文化事業基金委員會
欣然同意，先成立研究部，呈報教育部核准為
「中國文化研究所」，設有12學門。1963年，

大學部日間部 15 學系開始招生，隨後夜間部
4 學系成立，更名為「中國文化學院」；後因
辦學有成，於 1980 年獲教育部核准升格改制
為「中國文化大學」。
　王代理校長說，本校以發揚中華文化及學術
為宗旨，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在文學、史學與
哲學，近代西方文明的優點在科學與民主，而
中國文化的振興必須「承東西之道統，集中
外之精華」，達到東方與西方、人文與科學、
藝術與思想、理論與實用的全面結合。本校辦
學，人文、社會、科技並重，教學與研究兼顧，
以復興中華文藝的華學基地自許，以培育五育
兼俱、學以致用的人才為己任，進而建設一所
國際性的完整大學。
　太易書院杭州弘易東方文化研究所周行一所

長指出，很高興來拜訪中國文化大學，對中國
文化大學以復興中華文藝的華學基地自許相當
開心，這是一所富有中華文化內涵的校園，參
觀相關館樓與走道，均以特色中華文化為名，
相當有意義。
　周行一所長提到，此行將針對交流中華文化
的脈淵源，與台灣的學者探討臺灣中華文脈沒
有斷代的原因及如何傳承東方化明，並就交流
華夏伏羲文化及王陽明心學深入探討與分析。
　中國文化大學前校長、現任南華大學副校長
吳萬益博士指出，很開心回到中國文化大學，
五年前在文大任職時，深覺這學校文化之美，
再看到很多老同事也很開心，未來希望多多交
流。

兩岸高校文化交流

新北學生影像新星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