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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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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興慶率師長灑下誕生種子 利用植物開發學生「五感」

【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今天（五日）在校
園內打造台灣首座「療癒花園」，將以專業心理
諮商結合園藝治療 (Horticultural Therapy)、藝
術治療 (Arts Therapy) 與公共藝術，利用不同
植物的形、色、香、味開發學生「五感」，幫助
他們跨越心理障礙，積極面對生命中的困難與挑
戰。
  目前國人較熟悉「寵物輔助治療」」，利用植
物促進身心健康的「心靈花園」概念，在國內外
仍是新興領域。以台灣來說，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設有首座結合生死學的「癒花園」；文大的「療
癒花園」，則是首座結合園藝治療、藝術治療與

公共藝術的花園。
  文大校長徐興慶今天帶領學校師生，在花圃上
灑下種子，象徵「療癒花園」的誕生。他感謝文
大景觀系、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 ( 海青班 ) 景觀
暨室內設計科師生及總務處、學生諮商中心的協
力合作，成立這座「療癒花園」，希望將來能提
供一般生與特殊教育學生更多元、溫馨的學習環
境。
  文大學生諮商中心主任林玉琪表示，利用「療
癒花園」，可讓參與者在具創造性與反思性的環
境與過程中，開發五感（嗅覺、觸覺、視覺、聽
覺與味覺），並且讓植物的各個面向（例如栽
種、成長、植物的歷史、名字的由來、與文化的
關係…）連結至情感與生活記憶，進而讓參與者
跨越某些心理障礙，或更能面對生命中的困難與
挑戰。
  她解釋，現今手機世代許多人花很多時間滑手
機，卻少了與自我的對話，以致人際關係愈來愈
斷裂，人也越來愈孤獨。園藝活動本就能舒壓，
再結合專業治療師的心理治療，效果會更佳。例
如體驗植物的香味，或是不同花、葉帶給皮膚不
同的觸感，更能讓參與者感受到「活在當下」的
可貴，進而讓改變成為可能。
  林玉琪主任說，正因為植物帶來的感官經驗可
喚起某些身體、情感或認知記憶，因此，藝術治
療師可藉由舞蹈動作、音樂、戲劇與使用各種媒

材創作等方式，向參與者展現植物的力量，不僅
有助個人身、心、靈整合，也能進一步產生人與
人之間的連結，讓心理更健康。

【文 / 李文瑜】園藝暨生物技術學系在行
政院農委會農糧署指導下及社團法人台灣
蘭花產銷發展協會共同主辦花現文化，莘
莘學園活動，在百花池佈置各種花藝之
美，歡迎即將畢業的學生把握機會蒞臨與
花合影，在校園留下最美的畢業巡禮。
  即將畢業的畢業生把握機會蒞臨百花
池，這裡有許多由園藝系學生搭配的布景
與花道，天氣又好，機會相當難得，但敬
請學生一定要多多注意，這些美麗的蘭花
都相當珍貴又脆弱，愛他就不要破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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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成立台灣首座「療癒花園」

華岡校園生機勃勃 歡迎畢業生們來打卡拍照

  又到了鳳凰花開、高唱驪歌的時節。108 學
年度文化大學共計有博士班 27 名、碩士班
360 名、學士班 5446 名、推廣教育部 716 名
畢業生，共 6549 人獲頒學位，我謹代表本校
教職員工，恭賀各位畢業生；更要向四年以來
無時無刻，默默支持各位同學成長、茁壯的家
長，表達感謝之意。您們辛苦了！
  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球帶來極大衝擊，文大雖
然在全體同仁努力及師生全力配合之下，迄今
依舊保持「防疫零缺口」佳績，但在防疫優先
的大前提下，學校不得不依政府規定限縮現場
參與畢典的人數，因此造成各位畢業生以及家
長的不便，請大家見諒 !
  雖然防疫優先，但學校仍傾全力籌備，希望
能讓全體畢業生及家長有最大的參與感。為
此，我們規劃了線上直播畢典實況，並首創「畢
典週」活動，讓各院系都能自辦溫馨的畢典；
甚至就連無法入境台灣的本屆文大香港應畢業
生，也接到了來自文大師長的跨海祝福。
  當然，無論是現場或線上畢典，都向我們預
告著「離別」的即將到來，校長以及全體師長
對大家雖有萬般不捨，卻也更加期待位各畢業

生即將迎向未來人生的另一個啟航點。有幾點
感想與期許，與大家分享。 
  四年來，相信大家一定曾在華岡校園經歷惱
人的狂風、刺骨的寒冬，充分感受到校訓「質、
樸、堅、毅」的意義；各位在這個被評為最美
大學之一的校園環境中成長茁壯，這些都是全
體華岡人共同的感受與記憶。相信各位經過這
幾年在文大的學習，已經站穩腳步、即將展翅
高飛。 
  一個月前，文大在松山文創園區舉辦第三屆
聯合畢展，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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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切企盼，希望所
有文大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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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位向全世界訴說
屬於你自己故事的華岡人。 
  校長就任以來，全力推動國際化，目前在全
世界的姊妹校已經達到四百餘所，全力協助同
學拓展國際視野，為各位飛向世界的願景，做
好外語能力加專長的職前教育訓練。 
  校長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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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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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因為受到新冠肺炎的影響，讓全體師生
感受到一場數位教學而來的教育革命。文大全
體師生並不畏挑戰，不僅做到了全校跨距網路
教學，師生情感也未因為戴口罩或網路、螢幕
的阻隔而有所減損。相信這些共同抗疫的點點
滴滴，也必將成為各位畢業生未來最珍貴的回
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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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求學生活點點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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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大家鵬程萬里，展翅高
飛。謝謝大家！

因為疫情，讓文大更為茁壯、讓華岡更為團結！

與 108 年畢業生共勉

文／校長 徐興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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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大學 108 學年畢業典禮時程

108 學 年 度 各 學 院 系 所 應 屆 畢 業 正 冠 代 表

校級實體畢業典禮
因疫情關係校園巡禮取消，僅舉辦一場校級畢業典禮，相關資訊如下：
( 一 ) 時間：109 年 6 月 13 日上午 1000-1130 時。
( 二 ) 地點：大孝館 8 樓柏英廳。
( 三 ) 參與人員：行政一級主管、各學院院長、博士生、各院學（碩）代表各一名、畢業生致詞及宣言代表、各學生受獎家長代表 ( 每位

受獎學生限一名家長陪同與會觀禮 ) 。
( 四 ) 典禮當日 0930 時可由本校網站首頁進入畢業典禮專區觀看畢業集錦影片，1000 時收看典禮實況。

各學院自辦畢業典禮活動時程     ( 表內時程如有異動，以各院系實際公布時程為主 )

學院 ( 系所 ) 辦理日期

藝術學院
109.06.12
0900-1200

法學院
109.06.13
1100-1400

社
會
科
學
院

行管系 4A
109.06.12
1230-1400

行管系 4B
109.06.12
0900-1030

國發所 時間未定

農
學
院

動科系
109.06.13
0900-1030

土資系
109.06.13
1230-1400
1500-1630

生應系
109.06.09
1500-1630

學院 ( 系所 ) 辦理日期

理
學
院

光電物理系
109.06.08
1500-1630

地理系所
109.06.12
1230-1400

生科系
109.06.15
1500-1630

地質系
109.06.12
1500-1630

大氣系
109.06.13
0900-1200

地學所
109.06.13
0900-1030

化學系
109.06.13
0900-1030

應數系
109.06.05
1200-1400

學院 ( 系所 ) 辦理日期

環
境
設
計
學
院

建築系
109.05.09
1030-1200

都計系
109.06.17
1600-1900

景觀系
109.05.23
1530-1700

外
語
學
院

韓文系
109.06.12
( 暫訂 )

俄文系
109.06.13
1230-1400

英文系
109.06.13
( 暫訂 )

法文系
109.06.10
1500-1630

日文系
109.06.13
1000-1200

系所別 受領獎項 姓名

文學院

中文碩 碩士正冠 陳郁

文學組 學士正冠 蘇郁婷廰

外語學院

韓文碩 碩士正冠 張鈺琦

俄文系 學士正冠 陳姿羽

理學院

應化碩 碩士正冠 馬伊君

應數系 學士正冠 翁嘉欣

法學院

法律碩 碩士正冠 張崴崴

財經組 學士正冠 韓佩芸

系所別 受領獎項 姓名

社會科學院

大陸碩 碩士正冠 陸人鳳

經濟系 學士正冠 許瓊文

農學院

生應碩  碩士正冠 王正珣
營養系 學士正冠 張育洪

工學院

資工碩 碩士正冠 羅培仁

化材系 學士正冠 蔡尚霖

商學院

行銷碩 碩士正冠 李玟賢

觀光系 學士正冠 翁詩涵

系所別 受領獎項 姓名

新傳學院

資傳碩 碩士正冠 吳惠雯

資傳系 學士正冠 江家瑭

藝術學院

美術碩  碩士正冠 鄭堯彰

美術系 學士正冠 董昱汝

環設學院

景觀碩 碩士正冠 張馨方

都計系 學士正冠 陳泰燁

教育學院

心輔碩 碩士正冠 余柏勳

教育系 學士正冠 邱雅羚

系所別 受領獎項 姓名

推廣教育部

企業實務管理數位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正冠 曾麗玉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 

學士正冠 吳宜萱

學院 ( 系所 ) 辦理日期

商
學
院

國企所
109.06.02
( 暫訂 )

全商所
109.06.10
( 暫訂 )

工
學
院

紡織系
109.06.13
1100-1500

機械系 4A
109.06.17
1530-1700

機械系 4B
109.06.17
1530-1700

材料所
109.06.10
1230-1400

化材系 4A
109.06.10
1000-1200

化材系 4B
109.06.10
1500-1700 

學院 ( 系所 ) 辦理日期

新
傳
學
院

新聞系 109.06.13

教
育
學
院

心輔系
109.06.10
1230-1400

體育系
109.05.27
1230-1500

國術系
109.06.10
1230-1400

教育系
109.06.09
1230-1400

運健系
109.06.10
1230-1400 畢業生致詞                                     

新聞系 四年級 林亭妏

  畢業將近，不論你是選擇繼續讀書
深造，還是畢業後投入職場成為社會
新鮮人，每個人對未來多少都會感到
焦慮和迷惘。
  我們一起經歷了九年國教以及最後
一屆基測，當年人手一台按鍵式手
機，每天最期待的就是下課回家打開
即時通和無名小站，一轉眼智慧型手
機盛行，臉書 IG 隨後興起，讓我們可以快速分享生活，現在
發生任何事，大家的第一反應，一定是拿起手機更新限時動態。
  我們不僅見證教育制度的改變，也參與資訊爆炸的瞬間，
Youtuber、KOL 崛起，現在人人都可以是自媒體，每個人都擁
有十足的影響力，甚至大到可以改變社會，也讓我們對未來有
更無限的想像空間。
  過去我們總是被動的去做選擇和訂定目標，這之間也不斷發
生矛盾與衝突，如今即將畢業，這是一個嶄新的開始，可以為
自己做選擇的時候，不應該被社會的框架所侷限，或屈於同儕
及社會壓力。功成名就不一定要靠高學歷及天賦才能，堅持熱
情、不將就，才會離你想要的生活更近。我們都不知道明天會
發生什麼事，所以此時此刻的你，就毫無畏懼的放手一搏吧。
  在華岡四年的回憶太多，師長們的教誨歷歷在目，時間也帶
不在你我，離別是為了更美好的相遇，不知道下次相見是什麼
時候，就好好趁現在擁抱身邊的人吧！這 1000 多天不畏風雨
上學，比誰都還有韌性的華岡人，相信未來再次相遇，我們都
能是心中所期待的樣子。
  最後祝褔所有師長及家人一切平安、身體健康，也請相信我
們能夠肩負社會責任和使命，用自己的力量一點一滴的改變這
個社會 ! 也祝福各位畢業生，畢業快樂！我們未來見！我是來
自新聞系的林亭妏，謝謝大家。

畢業生致詞                                     

史學系 四年級 張朕崴

   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只要提到畢業，
就是代表離別與不吧，但是對我來說，
畢業卻是一個新的開始，是自己的想法
與生活圈即將產生巨大變化的時候，最
近常聽到身旁的朋友問說，畢業後要做
什麼 ? 對於未來有什麼規劃 ? 大家的回
答雖然充滿著期待卻有著一絲焦慮和不
安，難道我們對於未來就這麼迷惘嗎 ?
  我曾經聽過一句話 :「做一件事只要有
一絲猶豫，那成功的機率就會降低」還有一句話是這樣的，「不
做不會怎麼樣，做了一定要不一樣」這兩句話深深影響了我，對
啊 ! 如果想做幹嘛不去做 ? 不知道會怎麼樣，那就做了再說要努
力營造自己想要的未來，把對於未來所有的不安和焦慮化成自己
前進、成長的動力，證明給那些說我們這一代沒有抗壓性的人們
看，證明給不相信自己的人看，還有，證明給自己看，證明自己
做得到 !
  我很感謝這四年來在這座山上經歷的一切，無論是師長的惇惇
教誨，或是社團經驗的累積成長，還有華岡這變化多端的天氣，
一陣陣的強風，一陣陣的暴雨，都不會擊垮我們對於未來的想像
與實踐未來的動力，相信自己能像曾經佇立在華岡十個小時的彩
虹一樣，屹立不搖，把自己最耀眼的一面給大家看。
  在未來我們不一定要名留青史，即使是在身處在世界的一個小
角落，努力的達成自己的夢想，那也是一種成功。沒有人可以定
義成功或失敗，就像沒有任何人可以否定你的未來一樣。但重要
的是要懂的把握機會並努力實踐它，相信台下的你們也一定做得
到，勇於跨出舒適圈，努力追尋自己想要的未來，面對挑戰絕不
放棄，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我是畢業生致詞代表張朕崴，謝謝大家並祝福全體畢業生，有
個幸美滿快樂福氣安康的人生。

身為畢業生的我  在此宣示

在進入職場之前，我願意認真考慮

我發誓 就業後全心投入工作，為社會及整體之進度，盡上最大心力。

我保證 盡我所有能力，創造一個平等丶沒有偏見丶沒有歧視，也沒有

壓迫的世界。

我許諾 以實際行動保護地球。 畢業宣言代表王婷阡 畢業宣言代表周琦軒

畢業生王婷阡、周琦軒

引領全體畢業生宣讀畢業宣言 

邀請獲頒優秀同學一位家長陪同 分享畢業生撥穗典禮

畢業典禮盛宴  直播典禮現況

【文 / 李文瑜】因疫情關係校園巡禮取消，但為
學生與眾不同的畢業盛宴，今年畢業典禮於 6 月
13 日大孝館八樓在柏英廳舉行，典禮當日 9 時
30分可由本校官網 https://www.pccu.edu.tw/ 首
頁進入畢業典禮專區觀看畢業集錦影片，10 時
正式收看典禮實況。
  今年展翼華岡，飛向世界的畢業盛宴出席者包
含行政一級主管、各學院院長、博士生、各院學
（碩）代表各一名、畢業生致詞及宣言代表、各
學生受獎家長代表，每位受獎學生限一名家長陪
同與會觀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