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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每學
期一次的校園宿舍防災避難疏散演
練，10 月 20 日星期二晚不畏東北
季風強襲如期舉行。演練由學務處
軍訓室規劃，並與生活輔導組聯合
編組輔導演練，在輔導員與宿委會
幹部共同努力下，全體住宿生對逃
生路線與遵守「不語、不跑、不推」
之逃生要領，並對宿舍內設置消
防與逃生設備都有全新的認識與了
解。學務長李亦君全程督導，參與
人員個個認真投入，大家都有滿滿

收穫。
  軍訓室表示，年度演練晚上 6 點
半開始按計畫進行，由於陽明山上
近期風雨持續未歇，宿舍各館改由
每層樓樓長帶領同學們現地走一遍
逃生路線，了解各寢室主要與次要
逃生路線選定原則，並介紹樓層內
有哪幾個地方設置有滅火器與緩降
機。
  與此同時，軍訓室教官們也以駐
點方式，在大雅館交誼廳內生動活
潑進行防災宣導，宿舍幹部及住宿

生都踴躍參與，大家在輕鬆愉快的
氣氛中深刻了解所住寢室周遭防災
知識，以能在火災等災害來臨時，
如何選擇最佳逃生路線快速避難，
並學會使用消防設備降低損害，有
效運用逃生器材確保生命安全。
  軍訓室也安排宿舍各館同學自組
編成自衛消防編組，學校並委請台
北市政府消防局山仔后消防分隊支
援實施訓練，使每位成員都能確實
熟稔自身擔負任務及執行要領，建
立宿舍自救互救可恃能力。

  學務長李亦君表示，看到住宿同
學們那麼認真，與平時生活在一起
的輔導員一起進行此次演練，相信
對組織、對個人來說都是一個很好
的災害防救練習。就個人而言，可
以讓每一位同學藉此機會提高防災
意識；每學期一次的演練，也應該
都會帶給宿舍人員有不一樣的體驗
與實務經驗。感謝承辦單位軍訓室
精心策畫此次演練，同學們都辛苦
了。

【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 7 日舉行華岡校友
返校節，在校長徐興慶「凝聚校友向心力」的號
召，加上 2020 年適逢創辦人張其昀（字曉峰）
博士 120 歲冥誕，參與活動的校友多達八百餘
人，較之往年呈倍數成長，最後於文大體育館一
口氣席開八十餘桌，場面盛大、氣勢驚人。
  文大校友返校節相關活動首先由已成傳統的
「曉園致敬」展開序幕，隨後於體育館柏英廳舉
辦校友返校節暨創辦人紀念暨感恩音樂會，由徐

興慶校長致贈系所友會、海內外校友會卸任會
長、參加華岡領航人故事展校友感謝狀，以及文
大校友總會理事長趙國帥頒發新任會長及秘書長
證書。
  徐興慶校長致詞表示，今年適逢創辦人張其昀
博士誕辰 120周年紀念，前來致敬的校友也較往
年踴躍，包括今天出席的農委會前主委林享能即
是學生之一，他參與所有活動，以緬懷創辦人對
教育無私的奉獻，感恩創辦人對學生的付出。徐

校長同時向全體校友簡報上任迄今兩年來文大的
表現與進步，如所有學院系所均通過品質保證、
學生參與競賽論文出版全國第三、學生出國交流
人數排名全國第五，即使遭逢少子化海嘯，文大
總招生人數卻不減反增。
  新任校友總會理事長趙國帥則提到，聽到校長
的關鍵報告，感受到文大各方面各領域都有逐步
成長。雖然如今學校太多及少子化影響招生，但
文大成績卻非常亮麗，他接著祝福文大百尺竿頭
更進一步，表示未來將團結文大近 28 萬校友的
力量，讓學校、校友關係與感情更加深化。
  今年的紀念音樂會邀請到聲樂家孔孝誠校友、
音樂鬼才黃俊達及華岡唱友社 20 位學長姐攜手
合作帶來「致敬華岡」演出，並在他們的帶領
下，全場數百校友齊聲高唱文大校歌，場面溫馨
感人。隨後進行的校友餐會，因今次參與的校友
達八百餘人，特地選在挑高無柱的文大體育館席
開八十餘桌，刷新校友「返校呷辦桌」紀錄，場
面極為壯觀。

【文 / 李文瑜】年度實習達人競賽開始囉！此活動目
的是希望藉由實習成果發表競賽，提供參與實習同學
相互交流觀摩機會，進一步瞭解各類職場生態，並獎
勵實習表現優良同學，以有效提升實習效益。今年實
習達人決賽預計於 11 月 25 日 -11 月 26 日舉辦二天
競賽，同學即日起至本周五至大恩館二樓川堂，欣
賞實習成果展，票選心目中最優秀實習達人，佔有
10% 的成績。
  為選出最優秀的實習達人，今年的評分方式分為校
（內）外實習單位評分、全校學生票選與實習達人決
賽評審評分後加總。實習單位評分（60％）：依學生
於實習單位之表現，由實習單位填寫評分表，為評分
依據。全校學生票選（共計 10％）：包括於實習成
果展期間至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票選最優秀實習達人（5%）；於實習成
果展期間至大恩川堂票選選心目中最優秀實習達人
（5%）。

  今年實習達人表現優秀第一名五千元獎學金，第二
名兩位三千元，第三名四位二千元，參加獎五百元，
人氣獎三名各一千元。參加者除須實習表現優良，並
須分享實習經驗，包括提供實習單位介紹與實習內容
及動機說明、實習成果心得與反思、實習建議、協助
實習機構的解決方案或讚譽事蹟等各部分的參賽資
料、每部分約 200 字，並附上照片至少 5-10 張，含
參賽隊伍團體照或個人照，照片解析度須於 300dpi
以上，檔案大小不可低於 1MB。以及成果發表用簡
報投影片。
  實習達人決賽將於11月 25日至 11月 26日展開，
每組口頭報告發表時間 6-8 分鐘，可使用 PPT 或加
入影片闡述，評審 Q&A 為 2 分鐘，評審講評 5-7 分
鐘，共約 13-15 分鐘，滿 5 分鐘響短鈴 1 次，滿 7
分鐘響短鈴 2 次，滿 8 分鐘響長鈴 1 次，發表者須立
刻結束發表內容。

【文 / 李文瑜】鼓勵學生樂活健康，今年衛保組推出「多
喝水，飲料看燈行」，該活動得獎名單出爐囉！請得獎
者在 11 月底前至衛保組領取禮物，恭喜獲獎同學。有
問題請洽衛保組。
  衛保組推出「多喝水，飲料看燈行」活動，希望學
生多多喝水，健康樂活，今年並送出 line 點數、樂
活元氣穀物樂活杯、抗菌洗手乳及抗菌健康噴霧等贈
品，未來還會推出系列相關活動，歡迎學生多多上網
看衛保組相關公告。

宿舍防災演練

優秀實習達人選拔 分享實習經驗 成為未來職場菁英

活動得獎名單出爐

華岡人 緬懷創辦人辦學艱辛　
逾八百文大校友「呷辦桌」寫新頁 徐興慶校長：華岡有你們真棒

實習達人活動競賽 最高獎金五千元 參加獎也有五百元

學務長李亦君 : 提高防災意識 避免災害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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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諮商中心【心靈診所】

專欄作者：林宛宣 

家人外遇了
-壓力事件帶來的情緒

輔導老師，您好：
　我是大三的珊珊，最近我無意間發現了爸爸
與同事的曖昧簡訊，爸爸似乎外遇了！我的心
中非常震撼，因為這打破了我對於爸爸原本嚴
謹、愛家的形象，我不敢相信爸爸是這樣的
人 ! 爸爸是不是不愛我們了？會不會拋棄我和
這個家？如果他不愛媽媽，為什麼要生下我 ?
好想告訴爸爸，他讓我好生氣、好失望，最近
走在路上只要想到這件事，眼淚就不自覺地掉
下來……我到底怎麼了 ? 好想讓自己冷靜下
來……

By 好想大哭的珊珊 

親愛的珊珊，妳好：

  感謝妳的來信，讓我們有機會可以陪伴妳一起思

考及面對現在所面臨的難題。珊珊，我想爸爸外遇

的事肯定讓妳倍感壓力，爸爸的外遇，也崩解了他

在妳心目中的形象，這些失望、擔心、害怕也把妳

壓得喘不過氣，甚至動搖了妳對關係的信任。

  我想這件事的發生，對妳而言非常意外，妳現在

的心情可能也很複雜，生氣、難過、失望正是你所

經歷的感受，或許也希望自己可以擺脫這些難受的

情緒。但在這樣的壓力之下，妳發現到自己正在經

歷的感受和平常不太一樣，這是很好的覺察 ! 這個

時候可以好好地看見並照顧自己的情緒。當我們經

歷重大事件時，以下是可能會出現的歷程與感受： 

1. 否認：事件發生後，可能會選擇性的掩蓋或避免

面對現實，可能會不敢相信爸爸是這樣的人，覺

得這樣的事情怎麼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

2. 憤怒：事情帶來的痛苦與衝擊太大，內心的挫折

感因而投射到自己或他人身上，開始責怪爸爸沒

有對家庭負責，或是責怪爸媽為什麼感情出了問

題依然要生下自己。

3. 討價還價：憤怒之後，想改變結果讓它不至於那

麼糟，可能出現「如果我沒有看到簡訊，可能就

不會讓自己有那麼多情緒」的念頭。

4. 沮喪：了解到現實無法改變後，內心可能變得消

極、脆弱，開始覺得「爸爸可能不愛我了，他可

能會拋棄我」。

5. 接受：走出沮喪，擁有不一樣的體會，並開啟新

的生活，接受父母關係產生變化的事實， 重新

整理、經營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並安頓自己的情

緒。

  經歷重大事件後的反應與感受、歷程可能會因人

而異，以上是提供給妳可以參考的資訊，希望能對

妳有些幫助，這些情緒也需要好好的被正視，當然，

若需要有人可以陪伴妳一起走過這些情緒、更深入

的探討自己的議題，或有任何問題想尋求相關資源

或幫助時，也歡迎妳前來學生諮商中心喔！

參 考 資 料： Elisabeth Kübler-Ross (2014). On Death and 

Dying： What the Dying Have to Teach Doctors, Nurses, 

Clergy and Their Own Famil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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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棒球隊於今年
梅花旗全國棒球錦標賽完成二連
霸，甫結束的全大運文大同樣獲得
了私大排名第二的 12 金佳績，文
大在校友返校節時，特別設計「華
岡好棒」儀式表揚傑出選手。首
先由文大棒球隊全體隊員獻旗給學
校，徐興慶校長則回贈榮譽旗及全

體教練、選手感謝狀，感謝球員們
為校爭光。
  今年文大代表團在全大運賽事拿
下 12 金、12 銀及 17 銅，總獎牌
數為 41 面的優異好成績，在全國
私立大學排名第二、全國大專院校
排名第九，柔道隊更獲公開男生組
總錦標。

  徐興慶校長感謝文大每一位參賽
選手，在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訓練進行及比賽調整的狀況下，
還能獲得超越前屆的佳績，這非常
不容易，謝謝每一位選手的表現，
學校都會謹記在心，運動員最重要
的是運動家的精神，無論輸贏，都
是文化之光，更何況表現如此傑

出，更是文化的榮耀。
  各代表隊奪牌內容為：柔道獲 4
金 3 銀 7 銅、拳擊 2 金 1 銀 2 銅、
桌球 2 金 2 銀、軟式網球 2 金、競
技體操 1 金 2 銀 2 銅、田徑 1 金、
射箭 3 銀、空手道 1 銀 1 銅、跆拳
道 4 銅，以及木球 1 銅。

【文 / 李文瑜】2020 年華岡校友已超過 27萬
人且遍布全球。華岡人的成就，不僅僅是母
校的驕傲，期勉與支持更是推動華岡莘莘學
子效學向上的一大力量，今年在校友返校節，
徐興慶校長為感謝優秀的華岡校友們，特別
致贈參展校友感謝狀，也希望校友們秉持提

攜後進的心，提供學弟妹不一樣的人生學習
典範。領航人故事展在大孝館 8 樓交誼廳展
出，展期至 11 月 26 日，歡迎全校師生蒞臨
觀展，同學前來觀展可獲得全人學習護照群
育 2 點。
  母校秉承創辦人、張董事長及歷往傑出師
長校友先進們創校與建校的崇高理念，每年
校友返校節都會邀請各系推薦畢業於華岡，
在各行各業奮力不懈、事業有成的校友，撰
述其個人學習與人生經歷，並製作手冊與海
報，冀期透過這個展覽，讓在校生能以校友
作為標竿，見賢思齊，勇敢追夢！
  展現優秀校友成功典範故事，今年持續舉
辦，2020 校友領航人故事展共有全校 12 個
學院 23 個學系推薦，總計 26 位優秀校友展
出其努力奮鬥、堅持不懈的人生故事。

【文 / 李文瑜】華岡博物館為慶祝
校友返校節，結合近年文大積極推
動的「陽明山學」研究發展特色，
邀請校友提供作品及結合館藏，舉
辦「鳳鳴高岡─張創辦人其昀博士
120 誕辰紀念展」，共有三個單元
主題：「華岡興學」、「文化興邦」、
「吾愛吾校」。展期於即日起至明
年 1 月 15 日止，歡迎校友及民眾
返校參觀。
  「華岡」二字為張創辦人為校地
的創名，取意「美哉中華，鳳鳴高
岡」，並期許華岡博物館能「以表
彰當前文藝復興為目的，著眼於未
來。」本展分為三大主題：「華岡
興學」、「文化興邦」、「吾愛吾
校」。
  「華岡興學」以創辦人肖像畫及

手稿、蔣中正前總統、陳立夫、于
右任、錢穆…等名人書跡為主，並
特別展出美國前總統雷根夫婦親筆
簽名祝賀張創辦人的生日賀卡；「文
化興邦」選取當時藝壇重量級藝術
家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傅狷
夫…等書畫作品，以彰顯現代文藝

復興在華岡之理想；「吾愛吾校」
展出本校歷屆教授孫多慈、莫大
元、陳丹誠、吳承硯、歐豪年、施
翠峰üü等人作品，並徵集畢業校友作
品於 11 月 7 日開幕當日展出，以
為薪火傳承。
  本次展覽共徵集了沈以正、李可

梅、阮常耀、林永發、林進忠、陳
永模、白宗仁…等 25 名校友作品
展出，並已獲得沈以正、黃緯中、
林永發、陳永模、廖鴻興、何正良、
劉有慶、侯獻堂、莊伯顯、古耀華
等校友將作品於展後捐贈給華岡博
物館。捐贈作品將編輯入明年華岡
博物館 50 周年館慶圖錄中。開幕
式將邀請國內知名藝術家暨學者沈
以正老師，代表展出及捐贈校友致
詞及接受感謝狀。
  華岡博物館將於明年歡度 50 周
年館慶，期望能透過本次展覽的舉
辦，凝聚校友感情，並延續文大創
辦人張其昀先生的創館精神，達到
創辦人對本校「百花綻放，盡善盡
美」之期許與理想。

華岡好棒！棒球隊獻旗給文大 棒球隊文化的驕傲

大孝館 8 樓交誼廳展期至 11 月 26 日

鳳鳴高岡─張創辦人其昀博士 120 誕辰紀念展

【文 / 楊湘鈞】今年校友返校節擴大舉辦校友餐
會，中國文化大學董事張海燕在餐會致詞中，以
「文化大學是個偉大的學校」為題致詞，細數創
辦人張其昀博士辛勤辦學歷程，以及文大為何偉
大的原因，獲得校友熱烈迴響。

  張海燕董事說，文大跟她有太濃厚的感情，因
文化大學就像家那樣熟悉、親切。從她有記憶以
來，最常看到畫面便是張創辦人從文大回到家
中，跟她的祖母柏英女士在家中談論學校點滴。     
  為何創辦人會選擇陽明山辦學？張海燕董事
說，創辦人認為讀書的環境很重要，大學又是一
個人最重要的人生的階段，因此希望創辦一所不
但能求得知識、更能讓人的心靈變得偉大的大
學。如今回顧創辦人辦學點滴，「我心中只有一
個感想，那就是：文化大學是一所偉大的學校！」
    張董事說，文大是一所偉大的大學，它位於
陽明山，有個得天獨厚的環境，是孕育學生的搖
籃；文大重視德、智、體、群、美的均衡教育；
文大改變了許多學生的命運，它看到的不是今天
調皮的學生，而是未來那個有理想的青年；它將
人才培育視為最重要的事，從不輕忽任何一個領

域；它有偉大的規模，可以擴展學生眼界；它在
社會有一定影響力，知名校友比比皆是。
     她表示，文大是一所偉大的大學，因為它
總能抓住脈動，提供社會最需要的知識；它讓你
我寫下夢想、追逐夢想；文大的教職員為理想、
為教育工作，而不是只為求得溫飽；師生間感情
濃厚感情，老師是學生的榜樣，學生從老師身上
可以看到日後的自己。
  張董事表示，文大改變她的價值觀，讓她心甘
情願為教育犧牲奉獻，更是一件美好、光榮的
事。有人問她文大哪裡不一樣？她深深認為，文
大是一所充滿光與愛的學校，它佇立在陽明山像
一座燈塔向山下發光，當你心情沮喪看到山上的
文大，會記得在文大求學的日子，會使你心情舒
暢，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讓我們以身為華岡人
為榮。

張海燕董事於校友餐會致詞 文化大學是偉大的學校 2020 華岡領航人故事展

運動好優！全大運拿下 12 金 全體隊員獲徐校長感謝狀

開幕典禮齊聚美術系優秀校友 展期至明年 1 月 15 日

姓名 系級 畢業年度 職稱

鍾榮昌 土資系 63 年 華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高弘儒 日文系 66 年 環宇包裝網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李傳偉 新聞系 69 年 正崴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劉殿敏 戲劇系 69 年 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文中心教師

陳天賜 體育系 70 年 真理大學運動管理學系教授

林進忠 美術系 72 年 台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系教授 ( 前院長 )

郭永宗 政治系 72 年 良福保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玉燕 畜牧系 76 年 台北市動物園動物組組長

陳登武 史學系 76 年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李書孝 法律系 77 年 環宇法律事務所主持合夥律師

潘世偉 勞工碩 77 年 台灣勞動學會理事長

黃燕玲 廣告系 79 年 堯智科技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創辦人

潘燕民 經濟系 79 年 厚聚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 錸德集團 ) 董事長

彭立沛 建築系 80 年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系系主任

張正道 會計系 80 年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張繼華 舞蹈系 81 年 恆崇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王寶元 土資系 82 年 德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陳英凱 市政系 85 年 禾榮產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林英騏 紡工系 87 年 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助理工程師

林桐榮 生物系 87 年 格園社會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黃華瑋 會計系 88 年 成功大學會計學系特聘教授

鄭兆琪 法文系 89 年 Diabnext 數位醫療公司亞太區總經理

楊謙柔 建築碩 90 年 華夏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助理教授

周映珊 物理系 101 年 鴻海科技集團專案經理

李海華 國企碩專 107 年 大聯大控股友尚集團人資暨行政處副理

陳美至 國企碩專 109 年 中國文化大學會計室組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