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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媒體素養營隊 三重高中生感受大學學習氛圍
大傳系規劃營隊數位課程超吸睛 訓練學生影像敘事與媒體製作
【 文 / 大傳系 - 黃郁庭、尤千昕 】
文 大 大 眾 傳 播 學 系 於 11 月 13 至
14 日舉辦為期兩天的「高中生媒體
素養營隊」，參與營隊的 70 名新
北市立三重高中生，透過營隊課程
學習數位敘事與製作能力，除感受
到大學的學習氛圍，更透過實學、
實 拍、 實 剪 進 行 創 作 完 成 各 組 作
品，收穫豐富。
大眾傳播學系執行本校高教社會
責 任 計 畫（USR-Hub） 辦 理 高 中
生媒體素養營隊，第三梯次活動 11
月 13 日於三重高中開營，透過影
像敘事與腳本創作課程，訓練 70
名學生現代公民所必須具備的獨立
思考與媒體製作能力。
第二天實作課程，由 36 名學生
赴本校校本部製作創意短片，作品
由大傳系教師進行講評，學習過程
中師生互動極佳、笑聲不斷，讓參

與活動的高中生感受到文大校園學
習氛圍，回程路上學生還自發拍攝
短片感謝文化大學師生的熱情接
待。
大傳系湯允一主任於課程中帶領
學生拍攝文化大學著名的彩虹，指
出傳播要做得好，就要具備專業能

力結合敏捷的洞察力，他並鼓勵學
生在以後的創作中都需要有耐心與
毅力。湯主任表示，本次課程讓學
生體驗到本校傳播專業教育，課程
開放校內攝影棚與使用相關設備讓
學生進行創作，期許學生能在未來
選擇興趣專業時能先有更進一步的

了解。
該活動負責帶隊的三重高中大傳
社指導老師李宜芳，是本校大傳系
四年級學生，她對於能帶高中學弟
妹到自己的學校學習感到興奮與榮
幸。她指出，這活動極具教育意義，
並能有效增進高中生對文化大學的
認識與喜愛。
大傳系王翔郁副教授指出，為因
應 108 課 綱 的 實 施， 高 中 需 開 設
多元學習課程，而課程綱要中「科
技資訊與媒體素養」是大傳系的強
項，本次課程依據策略聯盟高中所
需規劃課程，合作學校反映極佳，
已有多所高中接洽未來合作的可能
性。他進一步指出，面臨少子化的
衝擊，唯有與策略合作高中攜手合
作，展現專業，才能一起強大，共
同面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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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院 富裕東亞論壇 開啟後疫情年代全球會議新頁
徐興慶校長：建構多元文化交流 國內及陸、韓、日、越 58 名學者視訊連線

美術系 教師聯展 華岡博物館一樓 展出創作研究精品

【文 / 李文瑜】為持續展現系所的創作成果，美
術系「教師聯展」展出該系專、兼任老師平時創
作研究精心之作品，展期自 11 月 17 日（二）

開始至 11 月 26 日（四）結束，地點在華岡博
物館一樓，歡迎全校師生蒞臨觀賞！
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已創系五十七年，至今培
養眾多美術專業人才，校友歷年投身藝壇及相關
產業，累積、深耕無數美術相關經驗，並創立不
少成功典範。
本次參展美術系教師有：有吳大光、譚國智、
林金標、、李錫佳、劉小鈴、王鼎曄、魏良成、
李婉慧、李既鳴、莊伯顯、許坤成、翁美娥、古
耀華、許益富、趙永惠、陳華俊、洪昌穀等專兼
任教師，創作媒材有油畫、水墨、陶藝、書法、
設計、水彩、雕塑、多媒材、多媒體等。
美術系老師集結作品展出，期望透過展出促進
與校友彼此間的情誼聯繫，歡迎全校師生及美術
愛好者前往參觀！

【文 / 楊湘鈞】為建構多元文化交流宏觀視野，
中國文化大學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 11 月 9
日到 10 日連續兩日舉辦「富裕東亞、躍動東亞－
東亞人文、經貿、科技的交流」論壇，今年雖逢
新冠肺炎疫情，仍有國內及陸、韓、日、越多達
58 名學者親自或以視訊與會，場面熱烈。
徐興慶校長致詞表示，東亞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院每年舉辦東亞學年度大會，旨在跳脫傳統人文
學與社會科學研究的分界，以及一國史的限制，
主張以跨國、跨領域的共同合作研究新思維，建
構多元文化交流的宏觀視野，改善教師及研究生
的跨領域研究環境，積極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帶
動提升國內東亞學研究能量。

永慶房屋攜手文化大學 培育房地產即戰人才
【 文 / 李文瑜 】為落實企業社會責
任，中國文化大學都市計劃與開發
管理學系與永慶房屋產學合作，內
容涵蓋校園講座、企業參訪、畢展
製作及企業實習等，積極培育學術
理論與產業實務兼備的優秀人才，
兩年來成果豐碩。超過 150 位校友
在永慶房屋工作，而大手牽小手的
合作關係，有助學弟妹在就學期間
就能擁有房仲實務經驗與知識。
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院長楊松
齡表示：「自 2018 年簽署產學合
作備忘錄以來，雙方維持緊密合作
關係，藉由永慶集團的實習機會，
提供文大都計系的學子在就學期間
即能擁有房仲實務經驗與知識。」
「360 度無死角方式欣賞都市樣
貌。」是去年文大聯合畢業展最大
亮點，永慶房屋藉由提供最新 VR
技 術， 幫 助 學 生 打 造 都 市 系 列 作
品，展現創意成果，體驗者只要戴

上 VR 眼鏡，就能進入虛擬城市，
運用手指還能進入大樓內部觀看格
局設計。除此之外，永慶更秉持公
益 精 神， 進 一 步 攜 手 與 文 大 開 辦
「不動產經營講座」，安排資深業
師前往校園分享實務經驗。

楊松齡院長指出，永慶提供專業
師資參與「不動產經營講座」課程，
幫助學子掌握台灣不動產業的多元
發 展 及 未 來 展 望 兩 大 議 題， 並 深
入探討都市環境與房地產的連動關
係，有助於學子發揮學術專業去分

析業界實務案例。
永慶房屋提供完善福利，並將人
才視為企業永續發展的重要資產，
每年提供大四生每月三萬六千元及
不限名額的實習機會，幫助準畢業
生們提前探索自己的職涯方向。永
慶房屋人資部經理塗振宏說明：「實
習名額無業績或接案壓力，還會安
排一對一師徒制及完整的教育訓
練，若於實習期間表現良好，還能
優先申請轉為正職人員，享有正職
員工福利。」
此外，永慶也致力於推動幸福職
場文化，塗振宏表示：「公司不斷
翻轉產業，打破房仲高工時陋習，
現已有超過一百五十位的文化大學
校友在永慶服務，他們優異的表現
為公司屢屢締造佳績，期待未來有
更多新夥伴加入，一起實踐人生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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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校長說，雖適逢疫情，今年東亞學論壇仍邀
請多達 58 位東亞研究相關領域的學者與會演講
或發表論文，並透過全球視訊方式，提供遠端會
議商討，開啟了國際研討會的新世代。
由於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卻暫無結果」話題廣
受世人關注，在開幕式上，學者也聚焦於討論美
國大選後的東亞局勢。多位學者表示，未來東亞
各國勢將居於全球發展的核心，台、日、韓等都
必須重新適應此新國際秩序。
大陸東北師範大學副校長韓東育以視訊發表看
法指出，隨著川普落選、美國主導的環太平洋安
保圈勢將淡出，過去 4 年人類秩序的脫軌期也必
將有所改變。

文大社科院院長趙建民表示，他不認為新冷戰
對抗、「亞洲北約」等會在東亞出現，因為現實
是美中經貿往來「密切得不得了」；未來中方勢
必在東亞新秩序扮演核心角色，台、日、韓都要
重新適應。
政大東亞研究所教授王信賢指出，歐美疫情救
了習近平下滑的威望，其權力也更為鞏固。面對
美國總統換人做，他認為美中戰略競爭雖是長期
結構性的，卻會因領導人不同而有頻率及程度差
異；而在兩岸從戰略模糊走向戰略清晰的此刻，
台灣也勢必要從抗衡、扈從、避險、中立之中作
出抉擇。

華岡之光！文大都計系副教授徐國城獲地政貢獻獎

【 文 / 楊湘鈞 】華岡師生再傳傑出
表 現！ 內 政 部 於 11 月 11 日 舉 辦
「地政節 66 周年慶祝大會」，並
頒發第 25 屆中華民國地政貢獻獎。
今年地政貢獻獎共有 12 位產官學
界人員獲獎，其中，中國文化大學
推薦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副教
授徐國城參與選拔，經內政部評選
小組評定後，獲頒學術研究類地政
貢獻獎。

今年的地政節大會是由內政部長
徐國勇主持，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蒞
臨會場，並親自嘉勉及頒發各獎項
得獎者。
徐國城副教授畢業於原文大市政
暨環境規劃學系，後再獲長榮大學
土地管理與開發學系碩士以及國立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他的研究
領域包括都會區空間發展型態、住
宅市場與價格分析、國土計畫體制

等。發表期刊與專書 20 餘篇、研
討會論文 40 餘篇、主持及參與之
研究計畫 30 餘案。
近年來，徐副教授持續協助內政
部營建署研擬新國土計畫體制的相
關配套法令與執行機制，並受農委
會委託建立農地容許使用的管理機
制。在擔任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期
間，除審議相關都市計畫之變更案
件，亦參與臺北市公設用地通盤檢

討計畫，將一百處、面積二百餘公
頃之無使用需求的公設用地變更
為更適切的用地，藉以保障地主權
益。
徐副教授同時擔任臺北市都市更
新權利變換計畫審議小組成員，在
兼顧開發者適當利潤與原住戶權益
合理保障的原則下，把關更新事業
計畫的推展，協助臺北市達成都市
更新之政策目標。
此外，徐副教授多年來也擔任土
地改革協會、不動產估價學會、土
地經濟學會、都市計劃學會等地政
及都市計畫之學術社團的理事及幹
部。在擔任土地改革協會的秘書長
及主任委員期間，負責籌辦 2016
年海峽兩岸土地學術研討會以及多
場有關區段徵收、房地產稅制、地
價政策改革、工業土地政策等專業
論壇，促進產官學界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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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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們辛苦了！華岡有你們更溫暖
徐興慶校長：擔任導師最引以為傲的就是收到學生謝謝兩字

商學院 國際貿易學系

商學院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聶瑋瑩 老師

陳曦 老師

感謝學校與系上給予這份肯定與殊榮，擔
任導師最有成就感之處為，能夠提供自身經驗
或相關經歷給同學，使其學習思考如何面對問
題、處理問題、進而解決問題，使其人生可以
走得更順暢、發展得更寬廣，幫助同學增強自
信心、得到真正的成就感，對於此，我最樂見
的就是看到同學的成長與轉變，未來我也將會
持續努力，給予同學適時且適當的協助與溫暖。

本校財務金融學系具備非常好的環境與條
件，師資專業優異，已錄取來自全國各地的同
學也相當優秀，具備第一流的聰明才智；因此
能任教於此深感幸運，擔任導師更深感責任重
大。而班上同學大多表現良好、品行端正且努
力學習，班級幹部也幫忙甚多，令人欣慰；此外，
透過與同學互動及分享更加能認識與融入新世
代，學習新知教學相長，獲益良多，非常感謝校方與系上的支持肯定。

商學院 觀光事業學系

商學院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魏玉萍 老師
【文 / 李文瑜】為感激導師平日輔導學生辛苦、
讓導師們分享教學經驗和感想，學務處諮商中（?
日）在大孝館 8 樓柏英廳舉辦 109 學年度第一
學期全校導師會議。執教鞭超過三十多年並擔任
過多屆導師的徐興慶校長分享經驗說，身為導師
最引以為傲的事，就是收到學生的一句真心的謝
謝，每次都很感動，因為學生感謝的不單單在學
業的教誨，更多的是導師們真心的付出，他們感
受到了。
徐興慶校長說，非常謝謝文化大學的導師們，
因為有你們，華岡的學生都很幸福。身為導師除

負擔課業教授外，更多的是服務的精神，在下課
之後給予學生更多的協助與心靈諮商。
徐校長建議導師們，給予文化學生信心非常重
要，透過學習態度的正確引導，就能引導正確的
學習，對學生幫助非常大。他也鼓勵導師們不要
在學生一開始進學校時就要求他們要有生涯規
劃，這太難了，應該等他們開始願意面對未來職
場時，導師們再給予適時的建議，輔導他們找到
未來方向。
王淑音副校長則表示，導師很辛苦，須扮演多
重的角色，包括長輩、朋友、心理諮商師，還需

藝術學院 中國音樂學系

要專業的課業指導，學校非常感謝導師們的付
出，因為有導師們的付出與努力，才能培育優秀
的華岡學子。
今年總計有 64 位老師獲選為績優導師和教官，
李亦君學務長指出，導師是學生成長關鍵，只要
導師多投入熱情，就能為華岡培育更多品學兼優
的社會公民。
未來文大校訊將定期刊登獲獎導師感言，謝謝
導師們的付出。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林慧寬 老師

段富軒 老師

很感謝學校對我的肯定，作為導師帶領學
生是我的責任，學生來自不同的成長背景，也
有了各種疑難雜症的問題，對導師而言，就像
是一個包山包海的工作。作為導師除了叮嚀課
業外，也帶領學生學習「責任」與「互助」，
在大三完成了全台畢業巡演後，真正落實了
「責任」與「互助」。團隊精神是我身為導師
想帶給學生信念。未來的夢可以很遠大，也期待學生能一直存著這樣的
信念，最後將這個榮耀與中國音樂學系第 22 屆同學一起分享。

非常感謝也很意外的獲得這個殊榮，擔任
導師已經 10 多年了，看到同學們青澀的來到
文化大學，4 年之後能夠順利圓滿的畢業，心
中有說不出的高興。
大學是進入社會職場的預備教育，學校提
供了各種豐富的課程讓同學可以充分的學習，
我的工作就是協助及引導同學，當然沒有同事
及助教我是不可能完成這些任務的，謝謝音樂系對我的支持，更要感謝
文化大學給我這些機會。我會更努力的在自己的崗位上好好工作。

藝術學院 戲劇學系

藝術學院 中國戲劇學系

李柏霖 老師

吳承澤 老師

謝謝維馨主任提名與學校的肯定，擔
任導師讓我有機會更認識年輕世代。透過
面談或是課後輔導等方式，了解學生們的
生活與學習狀況；在學生畢業之際，亦能
與同學談論對於未來的生涯規劃，適當地
給予建議與經驗分享，增進良好的師生關
係與信任感。

文學院 哲學系
蔡龍九 老師
「導師」是一個
很奇特的身分，多年
來學習如何當任「導
師」的狀況下，其實
自身的收穫非常多。
嘗試深層理解學生的
諸多問題時，發覺學
生跟老師一樣，都是
成長中的個體，都有缺漏、有遺憾、有不足、有
迷惘……；都是有故事的人。關心學生，是一種
是互相尊重的理解過程，也是互相鼓勵的學習過
程。學習如何扮演好「導師」時，將期勉自己盡
力又量力，並持續與學生一同成長……。

越來越習慣在文化大學的生活，也越來越
感覺到自己和年輕學生的年齡逐漸拉大。30 歲
剛開始出道教書的時候，和學生僅僅只是大哥
哥和弟弟妹妹的差異，但現在和學生在年齡上
的差異已經可以構成父女或父子的關係。這也
意味著在從事導師工作時要花更多時間理解現
在的孩子。
我必須承認這種理解是一件困難的事，同
時也是一件耗時的事，但最終這也是一件令我的內心感覺到喜悅的事。
感謝緣分給了我和他們相處的機會。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中國文學組
林彥如 老師
感謝主任推薦及
前輩導師們的承讓，
給我這新手導師此番
鼓 勵。 禮 記 說「 教 學
相長」，擔任導師亦
如是，不同於學業領
域，讓我接觸到更多元的知能，例如將正念融
入導生會談等。而這一年最大的挑戰是獨自領
著二十多位學生前去大陸交流，值得高興的是
看到同學們在學習中結交朋友，增廣眼界，接
軌社會，而我也才放下懸著的心，累績功力，
充電歸來。

文學院 史學系
劉傳暘 老師
很榮幸有此殊
榮，再度獲得績優導
師。自進入文大任教
以來，擔任導師從未
間斷。個人以為，隨
著年齡漸長，與年輕
學子們的代溝越來越
深。要填平這代溝，
擔任導師為不二法門。藉由與學生的對談與接
觸，能夠更加了解這個世代的年輕學子們期望
的生活與面對的問題。了解問題後，方能助其
解決。導師雖不輕鬆，但真心期盼在有限的教
學生涯中能繼續擔任此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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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銘甫 老師

大學導師的工作是個全方位的工作，比起
專業課程的傳授，大學導師要在學生適逢交友、
學業、人生方向及職涯發展等重要關鍵時分享
自身經驗並給予適時協助。導師職能也是要不
斷的升級，除了導師工作的基本項，特殊情況
如車禍事故、家中重大變故、如何理性 / 安全
分手、網紅 DENOTE、簽賭網站、情緒障礙的協
助等，感謝系上教師、諮商中心、教官室等學校資源的協助，大家一同
織個安全網托住學生，文化的孩子真是幸福 !

感謝主任與學校的協助，讓我有足夠
的資源與時間投入於學生教學與輔導上。學
生在求學的過程中，往往容易迷失方向且對
未來沒有明確目標，導致在學習的過程中，
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去調整與修正，但透過許
多系上老師及助教們的努力與開導，並且透
過「手拉手，心連心」，大家一起邁向光明
的前程。

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商學院 會計學系

王福星 老師

蕭莉芃 老師

感謝資管系杜淑芬系主任的肯定以及推
薦，也謝謝我的導生們之配合。儘管在上一學
期，因為疫情的影響而減少了與導生們面對面
的關懷與輔導機會，而我的導生們能夠以 Teams
或是 LINE 和導師持續進行 Live talk，讓我的
導師任務能夠不間斷，實屬難得。我將持續扮
演好導生們的亦師亦友角色，盡力協助這些年
輕學生在學校的健康發展。

今年是我進入文大會計任教的第五年，也
是我擔任導師工作的第五年，這次有幸獲得績
優導師，要感謝會計系各位師長的厚愛及學生
們的回饋。由於本身亦擔任導師班會計學相關
課程的授課教師，使我更能夠及時了解學生的
學習狀況，適時地給予協助。擔任導師的工作，
也時常提醒我投入教育的使命，除了授業之外，
也應給予學生正確的價值觀與道德觀。

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商學院 會計學系
余平 老師

沈宗德 老師

擔任導師是很美好且神聖的工作，個人從
早期職場，再進入學校教學，並可讓自己將在
生活工作經驗分享給學生，扮演支持者角色，
給予學生表現機會，設法讓學生能力逐漸展現，
啟發學生潛能，讓學生相信自己、肯定自己，
找到未來人生可以發揮的舞台。引導學生當行
的路，是每位老師的使命，願與大家共勉之。
並感謝行政同仁在資源上的大力協助，讓我在教導的歷程順遂，在此致
上最深的謝意。

導師在大學這個階段，最大的難處大概是
找出你該做些什麼？ 高中階段或許還能做些常
態性的關懷，但對於大學生來說，比起「導師」
我想或許沒有預設立場的「陪伴者」才是當下
最適合角色。不得不說導師真的是一項充滿學
習與挑戰的工作，非常感謝今年有機會獲得學
校的獎勵與肯定，也感謝那些陪我一起走過的
師長與同學，日後我將更加努力扮演好導師的角色。

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文學院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黃燕忠 老師
感恩資管系及文化大學，這次得獎是難得
的殊榮；近年來，我調整只要求學生學期成績
的思維，轉變為多和學生溝通，並以激發學生
自律學習的能力為主。可以感受到學生的學習
力，比過往在教室的學習效果更好；我相信個
人教學態度的改變可以激發學生潛能，更能影
響學生走向適合自己的興趣及專長；這次的得
獎，不但讓我了解自己在過去幾年是走在正確的教育正道上，也希望帶
動更多的導師，引領學生深化自律學習，累積能貢獻社會的專業能力。

陳彥君 老師
很開心也感到榮幸自己能當選 108 年度績
優導師，也很感謝系上師長的推薦和學校的肯
定。這幾年在擔任導師和學生互動過程中，有
很多的學習，也有遇到不少挫折，但每每看到
導師班級同學們願意將我當成朋友去分享他們
的想法，也肯嘗試去聆聽我所的建議，心中也
會有著許多的感動。未來我將持續在導師工作
上努力，企盼自己能扮演好導師這角色並真正對學生產生正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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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