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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各學院系所應屆畢業正冠代表
系所別

受領獎項

姓

名

系所別

史學系

碩士正冠
學士正冠

德文系

碩士正冠
學士正冠

碩專
正冠

財務金融學系
進修學士班

進學
正冠

鄭宛青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二專
正冠

曹芷榛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正冠

胡翠寶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正冠

陳嘉穎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正冠

黃偉棋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正冠

郭駿謙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正冠

黃啓發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正冠

歐陽嘉慧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正冠

Chan Chip Wa

郭冠廷
周睿立

紡織系

學士正冠

羅皓文

商學院
魏璿

財金碩
國企系

碩士正冠
學士正冠

歐曜綸

新傳學院

應化所

碩士正冠

余宗學

資傳碩

碩士正冠

蔡寘婷

大氣系

學士正冠

李旻恩

大傳系

學士正冠

邱梓晴

藝術學院

法學院
財經組

碩士正冠
學士正冠

陳旺聖
李瑜玲

音樂碩

碩士正冠

陳柏蓉

美術學系 學士正冠

杭李圯

環設學院

社會科學院
國發大陸碩 碩士正冠
行管系

學士正冠

段書禾

景觀碩

碩士正冠

宋振嘉

吳沛璉

都計系

學士正冠

許馨月

教育學院

農學院
生應碩

碩士正冠

蔣名宸

園生系

學士正冠

陳妙欣

運教碩

名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企業實務管理
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羅裕彰

全英善

受領獎項 姓

推廣教育部

碩士正冠

理學院

法律碩

系所別

名

機電所

外語學院
英文系

姓

工學院

文學院
中文碩

受領獎項

碩士正冠

莊瑄瑀

教育學系 學士正冠

吳孟樺

網美牆搭配櫻花樹

王莉雅
柯志宏

系所別

受領獎項 姓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科學院澳門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名

正冠

方倩婷

正冠

梁文俊

正冠

陸曉欣

正冠

張鈞貽

正冠

歐陽樂儀

正冠

廖偉傑

正冠

童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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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貼機免費拍到爽

《2019 華岡人互動樂園》畢業主題展覽超吸睛

最佳師生組 - 張瑞翰
【 文 / 李 文 瑜 】 畢 業 季 到 囉！
畢業生要幹嘛？是要呼朋引伴，
邀請好朋友一同拍照。今年校友
總會與職發組共同合作，推出網
美牆搭配櫻花樹，美不勝收的櫻
花牆，讓你怎麼拍都好看，現場
還提供拍貼機，免費拍到爽，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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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漆高儒先生紀念獎學金」

漆立平伉儷捐款 275 萬元 造福新聞系、經濟系、史學系清寒學子
【文 / 李文瑜】 來自華岡的校友情！文大經
濟研究所畢業漆立平學長與文大歷史研究所姜
恨侵學姊伉儷，為感念在校就讀時創辦人張其
昀博士栽培，及完成其父漆高儒教授提攜後進
的心願，21 日拜訪張鏡湖董事長與徐興慶校
長並捐贈新台幣 275 萬元成立「漆高儒先生紀
念獎學金」，造福新聞系、經濟系、史學系清
寒學子！
漆立平學長說，文大是他學習與成長的家，
也是與妻子相識相知的地方；他的父親一輩子
奉獻新聞圈，而文大恰是培育國內新聞人才的
搖籃，為持續其父提攜後進的心願，因此催生
「漆高儒先生紀念獎學金」。
漆高儒教授一生從事新聞工作，曾任蔣經國
隨身秘書，後擔任《江西青年報》、《正氣日
報》及《桂林中央日報》社長，到臺灣後曾出
任軍事新聞通訊社第一任社長，並在臺灣《新
生報》、《新聞報》、《中華日報》擔任主筆，

中廣及正聲台任評論員，並擔任教授。
徐興慶校長表示，非常感謝校友對母校及學
弟妹們的支持與鼓勵，這一份的恩情對華岡非
常重要，目前文化大學畢業校友已超過 26 萬

名校友，各自在其領域發光發熱，因為有這些
愛校的學長姐們，才會讓文化大學日益茁壯。
徐興慶校長說，正如漆立平校友的華岡一家
人對文大的熱愛，讓學校感受到極大的溫暖與
肯定，希望發揚此校友情，讓更多學長姐們能
夠在職場上照顧文化學弟妹們。
「漆高儒先生紀念獎學金」未來將造福新聞
系、經濟系、史學系三系所，凡是符合標準的
清寒學生均可申請。漆立平學長說，希望學弟
妹們能夠爭氣勇敢，只要肯學，學長就願意幫
忙，這是華岡人的骨氣與驕傲，也是創辦人在
教育領域上帶給後輩學生們典範。
漆立平學長也特別拜訪張董事長，與董事長
聊及當年在學校學習的經驗。漆立平學長說，
當年創辦人積極延攬大儒級的學者在文化大學
教書，讓他們有機會學到很多精彩的課程，謝
謝創辦人用心在教育，無私培育學生，至今仍
相當感念其恩情。

最佳麻吉組 - 張羽樺

最佳麻吉組 - 陳威廷
可領取精美的畢業小禮物，6 月 1
日畢業典禮當天在大孝館三樓，
千萬不要錯過文化大學主題樂
園。
學務處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
及校友總會共同合作辦理的畢業
季系列活動，邀請即將畢業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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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學，加入校友總會粉絲團以
及邀請加入各地方校友分會、系
所友會，只要是即將畢業的同學
都歡迎加入，享有相關校友的強
大資源。
此外，為讓學生記住在華岡精
彩的每一天，今年畢業季也舉辦
「2019 青春永久」畢業影像展、
「華岡人互動樂園」畢業主題展
覽系列活動，提供畢業學生拍攝
畢業照片，並提供各學院特色場
景邀請拍照打卡以及主題式布

景，歡迎畢業生與同窗一同來拍
照抽獎喔！
今年有主題拍貼機照無限拍到
爽，包括學校的風景主題照，歡
迎畢業生邀請在校生一起來拍；
在大孝三樓網美牆搭配櫻花樹，
是實際的櫻花乾燥花製作，非常
適合拍照，走過別錯過，在此留
下最美好的記憶，上傳照片打卡
hashtag ＃ 2019 青春永久＃青春
不畢業！！更有機會得到大獎。

校長的話

校長勉勵 107 年畢業生
找到屬於自己的熱氣旋 展翅翱翔 飛向世界
從今而後每個人都將是一顆華岡種子，期盼各位能將在文化大學生活的點滴，帶回
你們的國家、與你們的親朋好友共享，並運用你們在華岡這塊土地所汲取的養分，在
你們的國家生根發芽、成長茁壯，讓更多的地球村民知道華岡人的優秀。
大家難得匯聚在中國文化大學渡過人生最燦爛的四年青春，今日你以文大為榮，明日
文大以你為榮，希望大家有空多回母校，看看師長、看看美麗的校景，回憶過往。校
長與所有教職員同仁，隨時展開雙臂，迎接各位的榮耀與成就。同學們，祝福大家都
能順利找到屬於自己的熱氣旋，展翅翱翔、飛向世界！ 謝謝大家！
全文詳見二版

最佳麻吉組 - 賴育瑜

最佳創意組 - 洪莉芯

最佳麻吉組 - 賴育瑜

最佳麻吉組 - 林冠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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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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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展翼華岡、向世界訴說專屬於你的華岡
與 107 年畢業生共勉
文／校長 徐興慶

又到了鳳凰花開的季節，高唱驪歌的時候。
今年文化大學共計有博士班、碩士班、學士
班、境外生以及 ROTC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畢
業生共 6723 人獲頒學位，我謹代表本校教職
員工，向各位同學表示恭賀之意。更要向四年
以來無時無刻，默默支持各位同學成長、茁壯
的各位家長，表示感謝之意。您們真的辛苦了 !
畢業典禮意味著「離別」的到來，難免依依
不捨，但對各位畢業生來說，卻也代表著大家
將要迎向人生未來的另一個啟航點。身為文化
大學的校長，有幾點感想與期許跟大家分享。
四年來，大家在華岡校園的學習，一定經歷
過突如其來的惱人狂風，刺骨的寒冬細雨，讓
人叫苦，但是華岡的朝日、晚霞與彩虹，一覽
無遺的台北市景，也讓我們享受到得天獨厚
的校園生活，九個小時不曾間斷的彩虹，成為
世界金氏紀錄，更讓人驚豔，這些都是全體華
岡人共同的感受與記憶。各位同學一路走來，
都經歷了許多喜、怒、哀、樂的不同歷練，充
分展現出本校質、樸、堅、毅的校訓精神！相
信這幾年各位在文化大學的學習，已經站穩腳
步，即將展翅高飛，成為一位向全世界訴說屬
於你自己故事的華岡人。
一個月前，文化大學在松菸文創園區舉辦第
二屆聯合畢展，主題是「展翼華岡、飛向世界」
吸引近二萬人前來觀賞各位的學習成效。畢展
是教學相長的具體呈現，更是身為師長的我
們，對各位同學的真切企盼，希望所有文化大
學的畢業生，都能以在華岡奠下的堅實基礎，
勇於挑戰未來，在全球化的世界舞台上，發揮
所學，一展長才。
57 年來，文化大學在創辦人張其昀先生高
瞻遠矚的奠基與引導，張董事長及歷屆校長的
開創下，已成為滿載多元學習機會，具有國際
規模的綜合大學，你我有緣，同聚華岡，坐享
廿六萬學長姊們的成功故事及其成果。文化大
學最引以為傲的是，來自各領域的傑出教師，
擁有 12 個學院、62 個學系，創造出多元的學
習環境。在這個基礎上，學校提供許多跨領域
的學習課程，鼓勵學生選修輔系或雙主修，更

致力於「國際化」的推動，目前在全世界的姊
妹校已經達到了 380 所，我們協助同學拓展國
際視野，為各位飛向世界的願景，做好了外語
能力加專長的職前教育訓練。
校長深切期盼各位同學畢業以後，持續保持
吸收新知與技能的活力，人生的得與失，並無
標準答案，就看你如何解讀，如何定位你人生
的價值觀。記得我國中畢業的前夕，導師送
我們的一句話，他要我們「自助而後人助」，
也告訴我們「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的哲
理。從大學畢業至今，我選擇了教師，作為終
生職業，一路走來，戰戰兢兢，努力不懈，但
是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失去自助的信心。現在
回首，有太多的「人助」，也就是貴人給我的
勉勵、協助與提拔，我才能重拾信心，繼續努
力的往前走。所謂「人爭一口氣」，我認為他
不是賭氣、嘔氣，也不是爭財富、爭名利，而
是爭取個人的人格、品味，爭取人生的價值。
有 人 說 IQ 比 EQ 重 要， 也 有 人 說 EQ 比 IQ 重
要，但更多人認為 EQ 與 IQ 同等重要。我認為，
人品好，講信用的人，足以建立良好的人際關
係。具有關懷社會、尊重別人，取人之所長的
人格特質，才是未來成功的關鍵。不要人云亦
云，所以要冷靜思辨，不要隨波逐流，所以要
創新思考，找出自己的長處，堅持自己的信念
與人生價值，相信就會找到充實、快樂與精彩
的人生。
近年來，國際局勢變化相當快速，我們的生
活圈也因為網路、手機、Line、臉書等各種電
子資訊超越國界的快速傳遞，幾乎讓我們眼花
撩亂，給我們在「知」的需求上，帶來無限
的便利。數位革命的技術改革與提升，讓人類
的生活方式隨之改變，讓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
得快速與容易，使得我們每天都必須追求與消
化新的知識，卻也使人際關係變得複雜而難以
捉摸。這些資訊快速的擴散與取得雖然方便，
但也給我們帶來一些危險性，因為資訊的真
假，讓我們難以辨識而造成誤解。因此，未來
我們還要養成自我判斷事情真假的能力，冷靜
思辨，創新思考，才能因應當前瞬息萬變的世

界，而找到自己立足之地。
我也藉此機會以英文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外籍
畢業生互勉：無論你們來自那裡，從今而後每
個人都將是一顆華岡種子，期盼各位能將在文
化大學生活的點滴，帶回你們的國家、與你們
的親朋好友共享，並運用你們在華岡這塊土地
所汲取的養分，在你們的國家生根發芽、成長
茁壯，讓更多的地球村民知道華岡人的優秀。
Speaking in English, today I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ncourage all of you who com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from, each of you will become a seed of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I aspire to see that
you share your experiences in the school with
families and friends when you go back home.
I also aspire to see that you would make use of
what you have learnt in Taiwan to take roots,
sprout and grow strong in your country, so that
more people could know the excellence of CCU
Family.
今天我們很難得，邀請到多位貴賓來祝福大
家。一位是信義房屋的周俊吉董事長，他是本
校法律系畢業的校友，另一位是致理科技大學
的尚世昌校長，他是本校史學所畢業的校友，
還有銘傳大學李詮校長，他是本校英文系畢
業的校友，以及韓國知名大學，本校姊妹校建
國大學閔相基校長，今天他們都在百忙之中，
特別撥空前來勉勵各位畢業的同學，等一下請
他們為大家獻上祝福並分享畢業以後的心路歷
程。
各位華岡人，難得匯聚在文大渡過人生最燦
爛的四年青春，今日你以文大為榮，明日文大
以你為榮，希望大家有空多回母校，看看師
長、看看美麗的校景，回憶過往。校長與所有
教職員同仁，隨時展開雙臂，迎接各位的榮耀
與成就。
最後，感謝各位嘉賓及家長撥空蒞臨，為畢
業生們加油、勉勵。同學們，祝福大家都能順
利找到屬於自己的熱氣旋，展翅翱翔、飛向世
界！謝謝大家！

畢業生余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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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余潔、蘇晏瑩，將於畢業
典禮當天邀請每一位畢業生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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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宣言代表余潔

畢業宣言代表蘇晏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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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致詞

在校生致詞

盡力地去往前走
學會承受從前所不能承受的
國劇系 陳政宇

因為有你們
我們大學生活不一樣
新聞系 3A 陳品絜

我們通常只有在等紅綠燈或是上課的時候會覺得時間過得很慢，
但通常最多也只有的九十分鐘，此時此刻，我們從民法規範的無
行為能力者到限制行為能力到現在的完全行為能力者，這個時間
是二十二個年頭。
文化大學有十二學院六十一個系，今天從大孝館踏出去後，有的人會對未來恐懼，有
的人會選擇得過且過，有的人會面對現實努力賺錢。
但我們很有可能會畢業即失業。
畢業之後，我們不會因為有大學文憑就因此飛黃騰達，在我國中的時候補習班老師就
跟我說過，能當學生的日子，遠比出社會當上班族安逸且舒服很多，踏入社會之後，遇
到的挫折只會增加，並不會減少。
但我能保證的是，我們絕對不會因為遇到挫折就變成壞人，我們會更誠實的面對自己，
我們或努力的衡量自己的能力後，盡力地去往前走，學會承受從前所不能承受的。
在海拔 405 公尺的文化大學，有受不了文大的暴雨天氣，有痛恨賞花人潮擁擠的公車，
更是對於文大午餐時間的排隊人潮不敢恭維。但也有的是，在陽明山裡雨過天晴後出現
的彩虹，與世隔絕的校園美景，獨樹一格美食街。
除了課業帶給我們思維上以及學術上的成長外，另外有些成長來自於讓我們總是在凌
晨才回到宿舍，或是好幾個月都沒有回家的各式各樣的活動：社團、系學會。
在尚未上大學前，有人和我說大學很難交到好朋友，但在今天，我全盤否決。我們和
他們一起看了數不清的天亮，也曾經在深夜文大的某一個角落一起喝酒或是大吼大叫被
住家大罵，更可能在活動終於結束之後激烈、激情地擁抱。這些事情你們可能在場或不
在場，可是今天我們想告訴你們，是這一群好朋友，讓我們的大學生活有了依靠，讓我
們離開家之後，有了另一個避風港。我是在高雄長大的小孩，我今天想要告訴坐台下的
媽媽：謝謝你選擇讓我來台北讀書，是你讓我遇見了他們，感謝有他們，感謝有你。
波蘭導演奇斯勞基說過：『人在某一個時間、某種機遇下的抉擇，將改變他的一生。』
期盼在未來的三年或是五年後，再次回首看六月一號，我們都能變得比現在更勇敢，為
自己的每一個選擇負起責任，讓我們成為我們愛的人最堅強的後盾。
未來或許不一定美好，每件事也不一定盡如人意，但套用一句來自張雨生，也是迄今
在我人生中最喜歡的一句話，願我們都能盡力表現自己的最好，努力表現自己的最佳。
我是來自中國戲劇學系畢業生代表 陳政宇，預祝各位求職順利之餘，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

時光飛逝，日月如梭。
眨眼間，學長姐出社會前最後一次的
學生時期，就要在今天告一個段落。
在這裡，很榮幸能代表學弟妹，來對學長姐們表達最高的感
謝。
感謝學長姐，對於日常生活，給予我們體貼與熱情，
剛入學的我們，對於新的學校、新的環境，有許多不了解的
地方，像是教室在哪裡、美食街哪家店好吃、生病時要去哪裡
看醫生，這些都是學長姐親切的引領我們，帶我們認識這所傳
說中的最高學府。除此之外，為了讓我們這些新生能盡快認識
彼此，你們犧牲了暑假和開學遊玩的時間，每天留在學校為我
們準備人生中只有一次的迎新宿營。回想當時，學長姐在舞台
上賣力展現自己，或是甩著光球光棍、甚至火球火棍，除了給
我們深刻的體驗外，相信那段日子，也在學長姐們之間留下了
一個永生難忘的回憶。
感謝學長姐，對於系上事物，給予我們經驗與建議。面對大
學第一個期中考，心中難免緊張，但為了消除我們的緊張，並
祝福我們考試順利，你們到處奔波，採買糖果，用心包裝成歐
趴糖，有的學長姐甚至會在歐趴糖裡，附上自己的精華筆記，
讓我們考試不害怕找不到方向，不過有些學長姐也會不小心把
自己的運氣也一併包裝在歐趴糖內送給我們。
除了考試之外，有時候我們也會對自己未來出路有些迷茫，
也是你們的引導及鼓勵，還有給我們建議及想法，讓我們找回
了自信，也找回了未來目標。感謝學長姐，對於社團活動，給
予我們歡樂及感動，雖然彼此之間不同系級，但因為有著相同
興趣、共同目標，讓我們有緣分能聚在一起，一起練習、一起
出團、一起表演、一起辦活動。
如今，我們也成了學長姐，一步步體驗了辦活動的辛苦，才
深深了解，想要讓學弟妹有個特別的回憶是多麼的不容易。
我們的大學生活，因為你們的引領，讓我們走入這間陌生的
大學。
因為你們的指引，讓我們找到未來的正確方向。
因為你們的傳承，讓我們深切感受最初的感動。
因為有你們，讓我們的大學生活變得更精采。
雖然你們在今天，就要離開這所最高學府，但希望你們還是
要記得我們這群可愛的學弟妹，以後常回來探望我們。雖然不
捨，但最後還是要在這裡對你們說一聲，珍重再見。謝謝。

畢業生致詞
因為這些繽紛的時刻
交織出我們和華岡的情感連結。
畢業生 蔡明亘
今天，我能夠站在這裡分享，並不代表我比較優秀，台下比我
優秀的同學們多的是，在我眼裡，每位同學都有能夠贏過別人的
特質，可能是成績、可能是專業、可能是社團活動、也可能是對
自我肯定不怕挑戰的自信，而今天，我想要以「自信」為主題跟
大家來分享。
應該很多人都有聽過「社畜」這個名詞，就我的理解，它是指在公司裡任人使喚，被
公司豢養的上班族員工。最近許多人的臉書或 IG 都發說「即將成為社畜了、成為社畜倒
數 100 天」等等動態，看到這些，我就開始疑惑，為什麼我們一定得成為社畜？為什麼，
我們這代，就一定要被定義成草莓族呢？
這個問題困擾了我很久，我發現會被社畜的框架綁住，是源自於我們對於未來的迷惘、
對自我的不肯定，仔細去觀察你的同學們，有多少人能夠有自信的向別人說出自己的志
向，以我為例，我就敢大聲的說「我是蔡明亘，我要當記者！」
雖然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平靜的時代，但請不要拿社會的壓力、時間的洪流當作你渾渾
噩噩、遊戲人間的藉口，因為，只有自己，可以決定自己未來的樣子。當你能夠自信的
踏出豪邁的步伐，立足在這個社會上，哪怕只是一個角落也好，當個善人、當個愛自己
也愛別人的人，你就算成功了。
今天，我們就要畢業了，即將踏出這個陪伴我們四年的校園，我不確定我會因為今天
的分離，流下多少不捨的眼淚，因為我們在這裡有太多太多美好的回憶，無論是那捉摸
不定的天氣，還是鐵板便當老闆娘的呼喊「來後面帥哥吃什麼，要不要找錢？來，看菜
喔」抑或是永遠搶不到的人文通識，只能半夜不斷的重新整理，看到有一個名額，就灌
注全身的精氣神用力給它按下去，正是因為這些繽紛的時刻，才能交織出我們和華岡的
情感連結。
是文化，教會我們堅強，堅強面對所有迎面而來的挑戰，強勁的風吹不倒華岡人的意
志，再大的霧瀰漫著，也都有師長們的指引，校園裡的每一個角落都有你我共同的回憶，
相信在今天過後，再回到這裡，都依稀能聽見大家的歡笑聲，溫暖的點滴不會被時間抹
去。
畢業以後，再也聽不到師長們的教誨，也許今天過後有人將繼續踏上求學之路，或即
將在社會上嶄露頭角，但我們在學校每一刻的歡笑與淚水仍然會縈繞在這個美麗的校園
裡，而這段值得回憶的歲月，卻歷久彌新，點點滴滴加以珍藏傳遞，就是我們生命中累
積的珍貴寶藏。
時光飛逝有如四年的花開花落，畢業是一個新的開始，離別是為了再相見時的喜悅，
最後，不免俗的，還是要祝福所有的師長和家人，身體健康，更要向在座的家長、師長
們說，請相信我們吧！相信我們這些孩子可以變成負責任的大人，對自己負責，也對我
們所生活的這個社會負責。
也祝福各位同學們，在我們即將展翅高飛之際，能夠永遠記得我們現在清澈的初心和
對未來的衝勁，永遠記得不要成為我們討厭的那種大人，一定會活出自己夢想中的樣子！
管他什麼挫折什麼難關都來吧，我們一點都不會害怕，因為我是華岡人，我驕傲！我是
來自新聞系的蔡明亘，謝謝大家。

在校生致詞
莫忘初衷
願你們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音樂系三 陳昱儒
那年夏天，離開了家鄉，
離開了舒適圈，來到了這個城市，台
北。
踏上陽明山，來到了中國文化大學。
2015 那年，和身旁的同學相識，我們一同許下了大學願景。
這四年的回憶，不管是歡笑以及淚水，留下來盡是無比的懷念
與惆悵。一日猶如四季的文化，充分的體會到夏天的爽朗及冬
天的寒冷，回想起那年，為了早八勤奮的我們。中午時，美食
街學餐每天都上演著演唱會的人潮。放學時，校車公車永遠從
天亮排到天黑。這些種種即將成為回憶。
我想你一定還記得，那年走進文化的憧憬與期待。我想你一
定還記得，第一次送直屬交換禮物時，煩惱到底要送什麼啊！
到底是男生還是女生呢。我想你一定還記得，每到期中期末考
時會發現，哇！同學原來你沒休學啊！我想你一定還記得，課
後的社團時光永遠是這麼的美好。還有我想你一定也覺得，文
化的鐘聲怎麼可以這麼長啊！
今後，你們即將邁向人生另一段旅程，無論是升學或是就
業，願你們有一個美好的未來，莫忘初衷。無論身在何處，別
忘了山上的家，文化。在這四個春夏秋冬裡，屬於著我們的大
學的回憶。

《文大校訊》是一份記載華岡大事，與全校師生加強溝通的刊物，歡迎全校師生提供訊息，進行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