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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結合近來即

將熱門上檔的國片電影「刻
在你心底的名字」，新傳學
院大傳系王翔郁副教授 21
日與該宣傳公司合作，在其
《網路行銷企劃與應用》電
影行銷系列的課程，邀請
電影柳廣輝導演與主角陳昊
森、曾敬驊一同分享電影，
大談導演夢與青春夢想。
  柳廣輝導演表示，拍這部
是分享自己的故事，更是他
的夢想，謝謝兩位主角圓

了他的夢想。
他鼓勵現場學
生，年輕人不
怕作夢，只要
努力去做，就
有機會成功，
他拍了很多愛
情故事，但都
是別人，他最
想拍的就是自
己的故事，他
有夢，也努力
實現，歡迎大
家蒞臨電影院
聽他的故事。
  曾主演「返
校 」 的 曾 敬
驊，是首次到
台北「最高學

府」陽明山的中國文化大
學。他分享，剛剛走在文化
大學的路上，覺得道路名稱
與館樓都相當具有中華文化
特色風，很高興有機會來文
化大學宣傳，未來有機會也
還會自己來參觀。
  新傳學院大傳系王翔郁副
教授說，大傳系學生應該多
與各種媒體型態進行合作交
流，唯有產學互動合作，才
能讓學生了解市場動態，學
生才能從中找到興趣與方

向，未來還是有機會找市場
行銷公司合作，引進相關
與傳播的公司來學校演講分
享，提供學生接軌職場的最
佳平台。
  大恩館國際會議廳擠滿聽
講的大傳系學生，除現場兩
位演員魅力分享拍攝電影甘
苦談外，學生也相當熱衷詢
問導演對該片電影主題曲由
盧廣仲主唱「刻在你心底的
名字」這首歌，在電影未上
映之前就在網路掀起熱潮的
看法。
  柳廣輝導演說，歌曲裡的
「覺得連呼吸都是奢侈」是
他寫的，也是他最感動的，
因為在那個年代同志的課題
是隱晦未明，連說都不能說
的事，更是同志們藏在心裡
的印刻，連一口呼吸都是奢
侈的，因此，透過這個故
事，要分享的不是那大理論
下的爭議，而是要告訴你我
周邊人的故事，跟每一段刻
骨銘心的愛情一樣，有愛有
恨，有淚有笑。
  現場學生更大膽告白系上
學生，也讓導演與演員們相
當開心，因為年輕就是要說
出來，不要放棄任何一種可
能。

【文 / 楊湘鈞】目前多所大專校院
開設了高爾夫球體育課程，並成為
學生熱門選修項目。為進一步在大
專校院推廣、培養高爾夫人才，以
及提升比賽水準與裁判執法素質，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學系選在風光明
媚的礁溪球場承辦今年度大專校院
教職員工高爾夫錦標賽，兩天賽事
於 8 月 28 日、29 日圓滿閉幕，並
產生六組冠軍。

  由大專院校體育總會主辦的大
專校院教職員工高爾夫錦標賽已
舉辦數屆，這項賽事除有助提升
各校高爾夫的比賽、裁判、教練
水準，藉由切磋球技，亦有助提
升各校校際間教職員工情誼。
  今年度大專校院教職員工高爾
夫錦標賽是由文大體育學系承
辦，主辦單位表示，為鼓勵更多
師長參與，今年新增與不同以往
的三項規則，包含 1. 設定每洞最
高標準桿、2. 當地規則特別表明
罰桿後可移回球道 3. 每洞同時開
球，以讓所有師長能相互交流情
誼。比賽選在可遠眺龜山島、俯
視蘭陽平原，視野奇佳的礁溪高
爾夫球場舉行，共有來自 13 所大
專院校的 107 位師長共襄盛舉。
  承辦的文大為表重視，特由體

育系主任兼大專體總高爾夫委員
會主委陳嘉遠與副主委李鴻棋，
帶領體育系 10 名教師與 5 名學生
投入賽事相關工作，校長徐興慶
也親赴礁溪，為六組成績優異的
選手頒獎。這項賽事，並獲久津
實業、名牌食品、有熊運動、群
倫體育用品社、維維樂等企業贊
助。
  今年的賽事除團體組銘傳大學
外，其餘各組冠軍如下：女子組
致理科技大學鄧碧惠、長青組銘
傳大學廖智雄、長春組真理大學
柯彥惠、青壯組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劉博承、首長組臺南應用科技
大學翁家瑞。

【文 / 招生政策辦公室 張婷】因應 108 課綱，
大學選才的方式必須對接改變，文化大學在 9 月
17 日曉峯圖書館 2 樓討論室，舉辦 109 學年度
招生專業化評量尺規發展第三次工作坊，徐興慶
校長表示，謝謝全體教職員共同努力，今年文化
大學招生率維持九成三，成績亮眼。為配合新課
綱，招生策略辦公室將積極推動落實大學招生專
業化計畫，該計畫為全校各系組確實執行的重要
招生規劃，正因為是全新的改變，再度懇請老師
們按照時程漸步到位，務必理論實務並駕齊驅，
為文大招生再創新亮眼成績。
  招生政策辦公室邀請國內兩位在高中端或大學
端實戰經驗豐富的外部講師，分別是高雄市立鼓
山高中莊福泰校長與銘傳大學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張淑卿組長，與全校 61 系組帶動新型態評量尺
規制定的種子老師們，透過共識凝聚講座與尺規
實作分組討論方式分享經驗。
  方元沂教務長推崇莊福泰校長教學經驗和行政
資歷完備，是翻轉高中教育現場的重要推手之

一；張淑卿組長是推動招生專業化、北一區示範
學校銘傳大學現場執行者，理論實務並駕齊驅，
也是常常與文大互動交流的優久大學聯盟好朋
友。 
  莊福大水校長接著切入重點指出，111 學年度
起，由高中端上傳的的書審資料中，負責制定評
量尺規與評分選才的大學師長們，要看哪種資料
與主題？要如何從其中找出鑑別度？他透過投影
片分享他蒐集來的高中生實作，如：「學習歷程
與反思心得」；「實驗報告」、「科學筆記」、「OO
探究與實作」和自主學習的規劃與成果。他表
示，若將以上參採資料寫入尺規中，相信能簡化
大學師長的評分過程，聚焦在想招到的學生。
  莊校長還分享鼓山高中與義守大學透過大學端
校務研究來優化選才的實例。他表示，社區型態
的鼓山高中目前每屆有 7 班學生，每年有 2 班學
生就讀義守大學。義守大學會回饋給鼓山高中，
該校畢業生在大學的每學年成績表現，近期更涵
蓋畢業生流向調查。雙方透過緊密的互動，也讓

大學更利於修正、落實能力取向招生政策。
  張淑卿組長是文大推動第一期招生專業化的教
練老朋友，她說，建立評量尺規最大的好處，就
是幫助評分老師建立選才共識，加速評分進度，
降低差分檢核。其次，她建議尺規評分標準要說
明清楚，但不能自設框架，而是要把能篩進來的
學生量放大。例如很多系組要求看多益成績來證
明外語能力，但多益檢定是商業行為而非必要的
高中修習，這項要求可能拉大城鄉差距、無法兼
顧弱勢學生；她建議可採用廣泛性的說明如「具
備同等級能力」之字樣，來擴增可納入的篩選人
數。
  她提醒各系組要清楚自己的生源在哪裡、定位
在哪裡。111 學年度進大學的高中生，學測成績
只能反映出高中時期 80 學分左右的學習成果；
至於隱藏在 1 百多個學分中的能力，要從書審資
料和面試過程中去判斷。將高中生的校排、班排
等表現作為招生條件並非不可，建議要與 IR 校
務研究結合，來持續追蹤這項評量尺規的效能。

大傳系王翔郁副教授：產學合作 學生近距離與導演對話

第二期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正式上路

大專校院教職員高爾夫賽 文大徐興慶校長親頒六組冠軍

肩負經驗傳承大任 徐興慶校長感謝文大先行學系老師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柳廣輝導演與主角陳昊森、曾敬驊蒞臨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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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文系副教授 陳毓敏】中國文化大學 
109 學年度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第 1 回，

由徐興慶校長以「台灣之東亞學研究構築與其發
展」為題擔任主講。徐校長於課程開始勉勵年輕
人要有遠見，不要短視近利。並提到文大校友人
數眾多，活躍於政經文教等各個領域，相當優
秀。強調校友乃是文大的資產，目前正著手建構
校友地圖，期能成為文大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徐校長首先說明「亞洲共同體」的概念在 1 百
多年前被提出，財團原名為 One Asia Founda-
tion，現更名為 Eurasia，即是歐亞。Eurasia 的
概念即為「歐亞共同體」。其理念是跳脫政治、
經濟敏感問題，從文化 , 教育的領域來思考「共
同體」如何可能的問題。
  他提到，財團理事長佐藤洋治先生表示如果要

實現亞洲共同體，必須先消除「自我之牆」、「企
業、團體之牆」與「國家、民族之牆」三個障礙。
並透過教育的落實提出「無戰爭的世界」的和平
建言。    
  東亞學之構築，徐校長提到回到文大後所做的
努力。第一是落實日本研究，成立了日本研究中
心。第二是成立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整合
社會、科學、人文的人才。不僅要跨院，更要跨
校、跨國，檢討截至目前的研究成果，嘗試構築
台灣的東亞學。而關於構想新合作模式，校長列
舉了 : 邁向人文與社會的對話、如何解讀東亞之
越境空間、以培育年輕學者為中心、將國際共同
研究化為可能等議題。

Eurasia 基金會國際講座
徐興慶校長：構築台灣之東亞學 構想新合作模式 



第二版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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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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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七月傳來雙捷

報：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順利通過重新稽核轉換

成新版 ISO 45001：2018，成為首批取得此項

認證的大學之一；同時並通過稽核審查，取得

ISO50001:2018 新版能源管理系統證書，為環

保校園再增添光榮紀錄。

  文大指出，國際標準組織 (ISO) 於 2018 年 3

月 12 日發布全球一致性的「職業安全衛生管理

系統國際標準－ ISO 45001：2018」。依據國

際認可論壇 (IAF) 公告，之前所有依據 OHSAS 

18001：2007 頒發證書的機構，須於三年期限

內完成系統轉換。文大今年 7 月順利通過重新稽

核，順利將 OHSAS 18001：2007 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系統轉換成新版 ISO 45001：2018。

  文大表示，ISO 45001：2018的重大變革包括：

整合高階架構、簡化流程導向、提升領導層級與

承諾、主動發現機會與評估等。推動新版職安標

準，可消除危害及降低職安、衛生風險，提供更

安全、健康的校園環境。

  在節能減碳部分，文大以永續經營為宗旨，

在不影響校務運作下，將自身的能源使用效率

提升到最佳狀態，早在 106 年 11 月 23 日即

通過驗證審查，取得 ISO50001 國際能源管理

系統證書。為符合 ISO50001 新版標準要求，

文大今年 7 月 17 日再次通過稽核審查，取得

ISO50001:2018 新版能源管理系統證書。

  文大表示，希望未來全體教職員工生配合學校

政策及依循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模式，大

幅提升能源使用效能，以樹立節能減碳環境教育

典範。

  中國文化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順利通過重新

稽核轉換成新版 ISO 45001：2018，成為率先

取得此項認證的大學之一

職安衛生、節能減碳表現傑出 文大通過 ISO 兩項最新認證

　
   

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陳昱安 

剛升大學心驚驚
 - 學習與「焦 慮 」共處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剛升大學的卡卡，最近總覺得壓力好大。
在 IG 或 FB 上，高中同學與他們大學認識的新朋
友都到處遊玩。反觀自己上課都一個人，下課沒
有朋友去玩樂吃飯，更不用說交到知心的好友，
覺得好寂寞，甚至感覺自己有點可憐。我高中人
緣也不算差，上大學後嘗試跟同學相處就是聊不
來，最近一直在思索，是不是自己個性的問題，
現在只要到上課時間，就會不想來上學，我是不
是太大驚小怪了 ?

By 不知所措很想要改變什麼的卡卡

親愛的卡卡，你好：

  你的人生正在經歷轉換時期，高中與大學的生活的確
相差很多，練習與自己相處，許多時間都需要自己安排
與規劃，看似美好的自由，需要勞費心力，花時間去探
索。感覺你被很多事情困擾著，每件事都交雜在一起難
以有個解套，要獨自面對，承擔壓力造成的情緒，是件
不容易的事，辛苦你了 ! 
    從中看得出來，你想為自己生活做些改變的想法，
只是不知道從何下手，讓你不太想要來上學。你有許多
「焦慮」的情緒，這是很自然、普遍的狀況，它雖然在
我們身邊，但難以察覺，或許藉由認識它，會讓我們學
習如何與焦慮共處。
認識 - 什麼是焦慮？
    焦慮是一個正常的情緒，在面對事件時，它往往會
幫助我們面對並突破這些事件，例如：面對期中考時，
期待自己考到一定的成績，我可能就會感到煩躁、著急，
覺得都讀不完，這種感覺就是焦慮 ! 就像卡卡看到高中
同學在大學過得很開心，反觀自己卻不如期待的樣子，
這也會造成焦慮。經歷焦慮的時候，你可能無法清楚說
出自己在焦慮什麼，焦慮多是來自內在的感受，而非外
在事件的影響。
覺察 – 發現我在焦慮了 !!!
    焦慮會影響人的生理、心理及行為等等，範圍甚廣，
生理會感受肌肉緊繃、心跳加快、呼吸急促甚至會有噁
心或腹痛的狀況，心理則可能感到不安、煩躁及恐懼等。
在身心的影響下，行為可能會影響行動、表達能力。長
期不清楚來由的焦慮，會造成莫名的擔心，失去掌控感、
脫離現實感。
    焦慮對每個人強度、頻率都大不相同，因人而異，
有幾種類型的人，相對容易產生焦慮，例如經常猶豫、
容易自我批評、陷入自我思考難以跳脫、有高標準的完
美主義、擔心別人看法的人，這幾類的人有時會停留在
某件事上思考許久，造成事情沒有變化或拖延，容易擔
心結果不如預期等等。
行動 – 與自己的焦慮共處
    儘管身體有相對機制去處理焦慮情緒，但長期處在
焦慮底下，身體就會像一直被拉緊的橡皮筋失去彈性。
卡卡大學剛開始，提供幾個步驟給卡卡參考。1. 意識焦
慮的存在，靜下來感受身心有沒有前面描述到焦慮的狀
況。2. 思考生活中有什麼人事物讓自己感到壓力，造成
有點抗拒的感受。3. 思考這些擔心的事情，會不會真的
發生 ? 調整期待或是評估是否身旁有資源來幫助你達成
目標。例如：想要交到知心好友，可先調整成先跟同學
認識聊天，而學校資源包含社團等，都可以增加認識人
的機會。
    上述的方法，卡卡可以試試看，過一陣子如果仍感
覺到來上學有些抗拒或壓力很大，則可以預約學生諮商
中心，與老師聊一聊，希望你的大學生活能越來越順利
順心。
※參考資料：劉佳澐 (譯 )(2019)。與焦慮和解 (原作者：
Alice Boyes)。台北市：高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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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湘鈞】文大進修學士班休

閒學程餐飲管理實務模組與日系餐

飲三井集團的產學合作，提供喜

歡餐飲、想要從事餐飲工作的學生

「入學就讀等同就業」的無縫接軌

產學計畫，成為產學合作一大特色

與模範。9/16( 三 ) 舉辦第二屆開

訓典禮，文大徐興慶校長與三井餐

飲集團黃奕瑞董事長均出席，期勉

同學學以致用、提升學識與實務能

力。

  三井集團擁有十家門市、近千名

工作伙伴。黃奕瑞董事長向來視人

才為集團最重要資產，積極投入培

訓專業優秀員工，期能把真誠服務

美意及品牌精神傳遞給顧客。與文

大進修學士班進行產學合作，就是

認可文大教育的理念精神，更了

解人才培育需要長遠務實的規劃，

希望藉由專業培育研修計畫，延攬

優秀餐飲人才直接進入三井集團服

務。

  文大休閒事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主任何慧儀表示，選擇進入休閒學

程餐飲管理實務模組學習的同學，

在四年的課程裡，除了商學院和休

閒學程的必修課程，還要修習文大

為餐飲管理實務規劃的一系列實務

課程。

  何慧儀主任表示，餐飲工作環境

著重外國語文，因此，文大規定同

學均須同時學習餐飲英文及日文，

讓這批平時在餐廳裡擔任內、外場

的同學具備第二外國語的能力，自

信地接待外國客人。每學期也結合

不同的實務課程，邀請三井業師協

同教學，課程包括餐飲管理概論、

廚藝料理與飲食文化、日本料理專

題、品牌經營等。此外，本學程預

計在暑假期間開設海外休閒產業

專題課程，修課同學可至日本進行

六天五夜的休閒及餐飲產業參訪與

見習，以增廣國際觀及提升語文能

力。

  何慧儀主任表示，休閒餐飲班課

程內容著重於知識理論搭配實習情

境教學，虛實交替、完美結合，課

程內容理論實務並重，每週排課一

天半，含半日實作課程。上課時間

外則到三井集團餐廳上班，藉以讓

學生將所學應用於實務，再輔以

紮實的英日語學習，進一步拓展學

生國際視野，進而強化經營管理能

力。

【文 / 李文瑜】教育部推動數位學習政策，中

國文化大學除於 108 學年度獲得教育部磨課

師課程推動計畫額定最高的經費補助，更傾全

校之力配合參與開發，投入資源完善相關錄製

攝影棚等軟硬體建置，磨課師課程獲肯定。8

月 10 日在文大大夏館 10 樓會議廳進行教育

部現地訪視及期中審查報告，同時在大夏館

B1 國際會議廳舉行獲教育部補助之 19 所大

學交流座談會，期望透過合作交流，再開啟創

數位學習新空間。

  在計畫總主持人逢甲大學前校長劉安之教授

簡短開場後，徐興慶校長接著提到文化大學發

展數位學習內容開發的三項優點，包括強化多

元教學特色、優質課程無遠弗屆及提升學校形

象，全校之力投入資源完善相關錄製攝影棚等

軟硬體建置，輔以文大再開發數位教材及內容

的經驗豐富，經驗十足，未來將可提供國內各

校做為示範與參考

  該計畫是由校長親自領軍相關一級單位參

與，也讓執行的團隊有更多製作上的能量與動

力。王淑音副校長表示，由校務政策去推動本

計畫，可使得數位課程開發更具動能，也讓疫

情之下的境外學生有更多元學習管道。

  其中，文大光電物理系鄒忠毅教授的「Py-

thon 在基礎物理學的應用」，與中文系徐紀

芳教授的「中文數位導航式寫作」兩門數位課

程開發，透過數位課程，讓學生自然走入文學

之美，以及更讓艱深的物理教育更具生活趣味

化，別具吸引力。

  徐紀芳教授感謝教育部核准課程的肯定及學

校的支持。她提到，將文學課程的應用數位

化，有利於更多人領略文學之美；鄒忠毅教授

則介紹所開發的課程如何應用於自主學習，並

以向下紮根對高中生的推廣及課程小單元模

組化的應用提供新的思考方向。

  遠距教學中心陳信助主任指出，數位課程開

發在教育部的經費挹注與文大中程特色計畫

的搭配下，將此兩門課程精緻與高階化，以做

為對外展現數位課程之標竿，增加學校競爭

力；於教師端能幫助教師專業發展，在學生學

習層面有助於提升學習成效；就本案製作進度

的審查意見回覆，日後在品質與進度控管取得

平衡，採滾動式管考追蹤，以符合計畫辦公室

之進度目標。

文大、三井產學合作第二期開訓 理論實務並重、充實外語訓練 教育部訪查磨課師課程推動 
校長徐興慶：文大數位學習內容三大優勢獲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