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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2020 校友返校節即將在 11 月 7
日登場囉！今年華岡非常美，連續幾日的華岡長
虹讓人驚艷。學長姐們可還記得那些年在文化大
學求學的生活？今年返校節活動更勝以往，且每
個系所都有舉辦校友活動，母校永遠在這裡等你
們回來！
  今年的校友返校節，除紀念創辦人張其昀博士

誕辰的曉園致敬以及感恩音樂會外，在校園展覽
部分，則有張創辦人 120 誕辰紀念特展、故董事
長張鏡湖博士逝世周年紀念展等。
  校友部分也是精彩可期，華岡校友餐會參與校
友預估將倍增；今年的華岡領航人故事展，則由
土地資源學系第二屆系友、甫榮獲「哈佛商業評
論」評選為台灣「CEO 100 強第 18 名」的華

固建設董事長鍾榮昌學長領銜，展出 26 位校友
在各行各業的傑出表現。
  徐興慶校長說，擔任校長近兩年來，持續秉持
張創辦人及張故董事長的創校理念及辦學精神，
堅定培育學生成為社會國家中堅人才，未來將持
續提升學術品質，加強產學合作，推動國際化，
以及創意導入文化等面向來推展校務。謝謝每一
位校友，華岡因為有你們的支持，相信未來將更
加活躍，華岡學子將展現更亮眼的成績。
  徐校長說，文大創校迄今已有超過 27 萬畢業
校友，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每位校友
都是我們重要的資產，母校希望透過每年的返校
節活動，凝聚校友力量，並將校友的傑出表現及
經驗傳承給在校的學弟妹，藉由薪火相傳的交流
互動，強化校友對學校的認同及支持，建立代代
相傳的華岡大家庭。
校友返校節詳情請連結：
https:/ /discover.pccu.edu.tw/homecom-
ing/2020homecoming/B01.html

【文 / 李文瑜】年度友善校園周 21 日在大恩館
川堂舉行，徐興慶校長出席活動致詞時提到，文
化大學近幾年積極推動友善校園各項活動，均獲
得績優好成績，代表全校全員動起來一起完成，
讓文化大學成為有目共睹的優秀友善校園環境，
希望年年保持好成績。
  學務處軍訓室為營造安全、溫馨、適性的學習
環境，建構健康、和諧、友善的校園風氣，於今
年友善校園周提供多元化活動規劃，還有各種闖
關遊戲，更邀請學生宣誓反毒宣言，誓維護校園
友善學習環境之決心。
  今年活動著重加強實施法治教育、品德教育、

人權教育、生命教育、資訊素養與倫理教育及性
別平等教育之宣導，並置重點於「網路旅程 ‧
不留傷痕 - 防治數位性別暴力」，期間並融入宣
導反毒、反霸凌、反菸害、愛滋防治、賃居安全、
反詐騙、生命及性別平等教育、尊重智慧財產權
及國防實務的重要性，以促進校園安全與學生身
心健康與品德修養，營造友善學習環境。
  徐興慶校長除帶領教務長方元沂、學務長李亦
君等師長手持友善校園相關標語宣示文大致力友
善校園決心，並敲響銅鑼宣布友善校園用起跑。
他說，今年文大持續獲得了北一區友善校園績優
學校，這些都是學務處等單位、師長以及各位同

學努力得來的榮譽，非常不容易。
  徐校長說，友善校園，顧名思義就是學生在自
身的學習環境安全以外，更注重兩性的平等、尊
重，以及強調反毒的優秀校園；並且文大也特別
注重交通的安全，這些總合起來的優良表現，讓
友善校園的成績持續受到肯定，更能在北一區裏
面能得到最績優。
  徐校長說，不僅今年，去年、前年我們也是績
優，希望年年都可以保持這麼好的成績，甚至能
夠拿到全國最好的成績，希望包括我在內的大家
繼續加油、繼續努力，行政團隊會繼續推動友善
校園的落實。

2020 校友返校節 11 月 7 日登場

華岡友善校園 連三年獲績優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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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社團表現優，徐興慶校長親自頒發社團幹部獎章，彩妝研習社獲大學校院組學術性、學藝
性特優獎。華岡社會服務隊則獲服務性優等獎。生活應用科學系系學會在自治性，綜合性獲優等獎，中國戲劇學系系學會在年度最佳社團特色活動優等獎，
學生會則一舉拿下三大獎，包括優等獎、行政傑出獎及財務傑出獎。

  彩妝研習社提到，還記得那時候知道要出去比賽的時候很

緊張因為都聽大家說全國檔評不像校內一樣，確實在報名

的時候就開始感受到壓力，因為社團本身就缺少許多東西，

但經過老師們和學長姐的教導下發現到社團的潛力，很感

謝有他們的大力支持才能讓彩妝研習社順利出去比賽。最

可貴的應該是經過這次的比賽得到了一群戰友，一起去全

國檔評的戰友，還記得我們那時候到了要檢查的時間我們

前幾天都會上緊發條到麥當勞趕資料，麥當勞就像我們到

家，而他們就像我是家人一起為同一個目標努力著，雖然

全國檔評的過程很辛苦也很謝謝學校給這個機會讓社團出

去比賽，也因為這個比賽才體悟到彩妝研習社還可以更好，

但很可惜的是這次沒有到現場去比賽，沒辦法觀摩其他學

校的社團。

  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是每年學生會自我

檢視組織發展的重要契機，今年適逢肺炎疫情影響，改為

全面電子線上化，更是挑戰了各家學生會對於資料統整的

難度，在這樣的挑戰下，感謝團隊所有夥伴的努力，一起

拿下總體評鑑優等獎、行政傑出獎、財物傑出獎，沒有你

們不可能有這樣好的結果。在籌備的過程中，有歡笑有淚

水還有每一個數不盡辛苦的夜晚，是這些努力讓學生會能

夠持續茁壯，過去學生會組織目標賦予各屆次一個前進的

方向，從「奠基」、「突破」、「專業」、「親民」、「自省」、

「重生」到今年的「陪伴」，每個夥伴都用自己的方式，陪

著學生會成長，而學生會也陪著文大學生們成為大家的依

靠，同學們在感覺到權益受損時，第一時間會想到學生會，

在想到辦活動時，第一時間會想到學生會，這就是做學生

組織的期盼，而我們隨著前人的累積，在今年感受到了學

生會的再推進。最後再次感謝所有共同籌備夥伴的努力，

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組的協助，及歷屆學長姐的關心及支

持，秉持著「努力，只為聽見你的聲音」的學生會核心宗旨，

持續為學生發聲，成為學生的後盾，我們是第十六屆中國

文化大學學生會。「陪伴，讓我成為你的依靠」

  華岡社會服務隊則

提到，「歷經折騰半

年之久，終於得到優

等，這個獎項是所有

華服好夥伴共同完成

的，前人種樹，我們

方能乘涼，因為這次

的參賽，華服有了些

新氣象，更將服務的

真諦深植社團，未來

要朝著訂下的目標前行，也因為這次的參賽，看見了我們的不可能，服務是我們歷

久彌新的美好，只有我們還有能力，就會繼續服務，我們也會持續培養服務的精神，

讓更多人感受到服務後的滿足感、成就感，也培育更多想要服務的人，成為優秀的

服務人才；感謝中國文化大學的肯定及推舉，感謝課外組的所有老師的輔導與指導，

謝謝群組老師吳玥玲老師，沒有你的鼓勵沒有我們，謝謝陳映叡、梁乃心、黃若婷、

張喻雯、許心佩、簡嘉均、高煜閔、劉怡姍、黃仁弘這些日子的辛苦與付出，這項

榮耀屬於我們也屬於華服的。」

  國劇系學會一直以

來都致力於活動的創

新，這次的百戲狂飆

戲劇小品競賽，我們

選 擇 以「 古·After 

New」做為主題，目的

是想讓編導組的同學

們，學習將古代的史

事和現今的時事做結

合，並創新成一個屬

於他們的新劇本，讓觀眾有耳目一新的視覺饗宴。這次能代表學校參加「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社團評選 - 年度最佳特色活動」並且獲得特優的成績，實在非常榮幸，也

謝謝學校願意給我們這個機會，期許未來我們能以更好的方式呈現每個活動，謝謝

大家，我們是國劇系學會。

  在這次的比賽中很

感 謝 23、24 屆 的 所

有幹部們，我們一起

完成了屬於我們第一

次的全國檔評，但沒

有歷屆以來的努力也

沒有現在的我們，也

很感謝我們的指導老

師簡尹庭老師，栽培

我們歷屆以來的會長

們，希望我們可以把這些經驗繼續傳承下去，希望生應系學會可以越來越好，在這

個籌備期間我更能感受到帶人要帶心這個道理，如果之前的我沒有與幹部一起攜手

完成活動，我相信在參加全國檔評的路上，只有我一個人獨自奮鬥，很感謝一路陪

我走來的 24 屆幹部，和我的上一屆直屬會長張雅祺，這個獎項是我們一起共得的，

我愛你們這將是我們一輩子的回憶。

戰友一起努力 體悟好還會更好

迎接新世代  全面電子化

歷久彌新榮耀服務決心

傳承國劇特色展現世代文化

帶人要帶心 這將是我們一輩子的回憶

彩妝研習社

學生會

華岡社會服務隊

中國戲劇學系系學會

生活應用科學系系學會

109 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社團評選 華岡社團成就非凡 
彩妝研習社獲特優 華岡社會服務隊獲服務性優等獎
學生會一舉拿下優等獎、行政傑出獎及財務傑出獎

校友餐會人數預估倍增 百強 CEO 鍾榮昌學長領銜華岡領航人故事展

徐興慶校長：致力推動校園友善學習環境 文化大學全體師生義不容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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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莊子瑩 

愛來得太突然，
讓人措手不及

輔導老師，您好：
　我最近跟球隊的隊長走很近，感覺我們彼此
之間是有好感的，但才認識一個月，我認為都
還沒了解彼此，也還沒確定彼此的關係，就有
些親密的身體接觸，讓我有點緊張和不知所
措，我不知道怎麼表達我的想法和感受，而且
擔心說出來之後我們的關係會變調。我已經想
破頭，到底要怎麼表達比較好呢 ?

By 被愛所困的 小欣
親愛的小欣，妳好：

  感謝妳的來信，讓我們有機會共同面對妳現在感
情上的困擾，我猜想這過程中，妳內心有很多的聲
音浮出，也經常想到心煩意亂吧 ? 讓我們一起來看
看該如何將心中的想法讓對方知道吧 !
1. 在表達自己的想法之前，我們先來感受戀愛的感
覺

在這段曖昧關係中，妳感覺到甚麼？像是快樂、期
待、陪伴、信任、刺激、尊重、包容等等，在彼此
互動的當下，是否感受到自己心跳加速、有被愛的
感覺 ? 然而這些真實又特別的體會能否讓兩人關係
增溫，使自己更加值得被愛、被珍惜的感受 ?
2. 我們何時開始有了各種擔心 ? 
或許你內心出現許多不同想法，如 :「我們現在才
剛認識，要發生關係太快了啦 !」、「可是…如果
我拒絕發生關係，那會不會他開始變冷淡，我們就
結束了 ?」、「還是他會誤會我不信任他 ?」這就
意味著妳期待擁有明確的交往關係，並更深入認識
彼此。當妳有這些想法時，也許妳已經開始重視這
段關係，但同時也須檢視彼此對愛情的看法。別忘
了 ! 在「戀愛」中，彼此的尊重、互信和包容是重
要的，適當表達出自己在關係中的擔心和感受，不
僅是保護和珍愛自己，也是讓雙方能處在舒服的關
係中。
3. 又該如何表達讓對方知道我內心的想法呢 ?
可以運用三明治溝通法，簡單來說就是開頭、中間、
結尾。
(1)「開頭」跟「結尾」是麵包，用肯定、支持、讚

美的方式表達對對方的感受 (喜歡 )，如 :小明，
我們認識一個月，我跟你在一起很開心，我也
很喜歡上次出遊時，你陪在我身邊，跟我聊天
打屁。

(2)「中間」則是餡料，你對這段關係的想法(擔心、
期待、不確定、猶豫 ...)，以及對於關係中的界
線，如 : 我們認識一個月，我心中其實有很多不
確定的感覺，像是我們的關係、對彼此了解的
程度等，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深入認識彼此
的生活及個性後，再有更明確的交往關係。

(3)「結尾」是強調自己重視及渴望擁有這段關係，
如 : 我真的很喜歡跟你在一起，所以我試著說出
我的看法讓你知道，希望你能了解。

  最後，想要告訴正在關係中困擾的妳，辛苦了 !
表達並不容易，需要很大的勇氣，如果還在猶豫或
是說不出口，可以試著用寫的或是傳訊息，甚至與
朋友們討論都是不錯的方法唷 ! 期待妳能夠找到適
合的表達方式，擁有屬於妳的戀愛。

※ 參考文獻 :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206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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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大成館「落款」別具特色
讓師生享有更優質的學習及生活環境
【文 / 楊湘鈞】面對少子化海嘯衝擊，中國文
化大學選擇正面迎戰，利用暑假改造大成館、
大義館、大雅館及國際學人宿舍等館樓的內
在及門面，向國人展現傳統私大銳變後的嶄
新風貌，並讓師生享有更優質的學習及生活
環境。
  文化大學大成館是由台灣二戰後三大建築
師之一的文大建築系教授盧毓駿設計，也是
文大第一棟建成的館樓，對文大創辦歷史與
傳統具有重要意義。
  文大表示，此次改造以中華文化特色的印
章作為設計概念，一樓走廊兩側牆面與天花
版利用實木方塊、燈光錯落起伏，轉化為現
代的手法的大成館「落款」，別具特色。
  文大表示，1971 年完工的大義館也是由盧
毓駿教授設計，外觀為方正的明堂式建築，
頂樓則為天壇式造型，表現出「天圓地方」
的環境觀。校方鑑於該館主要為理、工學院

使用，因此帶入新世代的元素改造大義館門
廳川廊，讓學生經過通道時，可感受鏡面交
叉反射的線性燈光及自己，如同身處空間網
絡，進而帶出對知識科技的追求與自信。
  文大提到，受到少子化影響，多所大學將
宿舍改造列為校務發展重點，學校亦斥資裝
修大雅館女生宿舍交誼廳及學習資源中心，
以暖橘色的沙發、活潑的傢俱配置，搭配灰
湖綠牆面及粉膚色曲線的玻璃門框，創造出
專屬於女學生沈穩、柔美氣質的交誼空間。
  迎戰少子化的利器之一是力推國際化，為
此，文大將隱身於文大附近成蔭綠樹之中的
華岡新村、雙溪新村校舍「老屋新造」，作
為國際學人宿舍。每間宿舍都有獨立的客廳、
餐廳、廚房、洗曬衣間，讓居於此處的師生
可以和朋友下廚、聊天，營造家的感覺，更
可體驗陽明山特別的舊日風情。

大成館改造 以印章作設計概念

【文 / 翟敬宜】面對全球疫情與國際情

勢起伏不定，台灣高教更加碼承受少子

化攻擊，與兩岸政策、邊境防疫造成的

陸生外籍生人數銳減。身處種種「水

逆」般的嚴峻，中國文化大學 109 學年

度大學日間部新生註冊率仍成功越過九

成，以 92.57% 的成績超越去年前年，

創三年新高。各校喊苦的博班碩班註冊

率也比去年提高 5 至 8 個百分點，打出

艱苦漂亮的一仗。

  為維持科系完整的傳統，文化大學

日間部學士班，新生核定名額年年近

5000 人，母數之大居全台之冠。多年

來亦未以「寄名額」的手法，策略性減

名額以美化註冊率，因此招生競爭完全

是實打實的激戰，有賴學術和行政團隊

的整體拼搏，透過提升教學資源與品牌

能量，吸引學子加入華岡，踏實學習。

  由於文大規模多達 13 個學院 62 學

系，屬多領域的完整綜合大學，而註冊

率又是考生最終、最真心的就讀抉擇，

從文大今年各院系新生註冊率的數字，

也可一窺年輕人對大學學涯與未來職涯

的想像。

韓文系名額加倍照樣搶手

  建校 58 年的文化大學，文法商和新

聞傳播學院基礎穩固。今年的「學院註

冊率排行榜」，冠亞軍分別由校友群廣

大的法學院和新傳學院奪下。

  進一步分析科系趨勢，外語學院中，

韓文系與日文系註冊率升跌最為穩定，

三年平均皆在 9 成 5 上下，其中韓文系

去年只招收一班 60 人，今年名額增至

兩班共 105 人，魅力依然熱烈，可理解

新生代對東亞時尚文化的青睞。

  較令人驚豔的是俄語系，註冊率節節

上升，今年達新高點 96.4%，顯示語文

專長「物以稀為貴」的市場區隔性開始

受重視。

金融、數據運用，雙強鼎立

  商學院中，財金和資管系由於專業性

清晰，全球數位金融科技和數據運用不

斷演進，未來職涯魅力大增，牢牢吸住

新鮮人；財金系金融行銷組三年平均註

冊率超過 9 成 8。

紡織工程猴塞雷

  工學院在 109 學士班招生中也表現不

俗，尢其是全台大專院校中少見的紡織

工程系，取向與其他學校織品系偏重設

計大不同，學習地圖嚴謹涵蓋了工程、

材料、物理、化學，註冊率從去年起大

躍進，向 9 成 7 狂奔，足可呼應台灣科

技纖維的創新開發在國際間闖下的知名

度。今年加上防疫期間熔噴布口罩國家

隊的形象加持，讓工科的考生有了別於

傳統的新選項。

健康紅不讓，運健系人氣強強滾

  今年 8 月初文化大學成立了第 13 個

學院「體育運動健康學院」，就是看到

了「全民運動」、「一定要健康」的熱

潮，疫情帶來的正向啟發也在於此，不

論強身健體或長照 2.0，都指向「運動

健康」是高齡化社會必然的長紅產業。

文大運動與健康促進系國內考生註冊率

連年逼近百分百，也印証了考生意向、

學校育才和產業連結三者間的緊密關

聯。正值熟齡的文化大學，不僅重視歷

久彌新的學習主題，面對創新領域也絕

不缺席，努力為大學教育勾勒出藍圖完

整的「新文化」！

▲文大俄文系 109 註冊率大躍升，反應

學子對語文專長已有「物以稀為貴」

的市場區隔概念

▲力拚少子化海嘯 文大改造館樓展現銳變新風貌

▲文大老屋新造改建文青風宿舍，有獨立的客廳、廚、衛，為國際學人營造家

的感覺。

▲文大韓文系今年大一新生比去年增加

7 成，熱度居高不下

▲健康與健身全球都熱門，文大運健

系新生註冊率年年逼近百分百，呼

應了年輕人對職涯趨勢

文 大 109 新 生 註 冊 率 創 三 年 新 高
立 9 彌新 

韓文系名額加倍照樣搶手 金融、設計，數據運用，三強鼎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