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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海外
青年技術訓練班（海青班）景觀暨
室內設計科第 38 期畢業展，12 月
7日至十日在曉峰博物館一樓舉行。
該展覽以設計繪圖的技巧以及展場
的規劃，表現出主題「光影閃爍」
之美，令人驚艷。
  王淑音副校長出席致詞時提到，
海青班學生在台灣學習只有兩年，
卻能做出這樣驚豔作品，讓現場老
師們都相當感動，覺得付出非常有

成就感，謝謝展出作品的學生們，
未來回到僑居地時，不管在創業或
者求學，定能開創新局，成為華岡
傑出之光。
  今年海青班作品主題為「光影閃
爍」，希望透過景觀設計的概念，
展現雖在台灣學習只一瞬間兩年時
光飛逝，卻能學習到精彩的過程，
而作品裡的光彩耀眼的就是最好的
證明。
  王淑音副校長說，海青班學生都

是隻身在台灣學習的學生，雖無家
人、親人陪伴，但也或許因為這樣，
才能專心做出好成績，文化大學非
常榮幸有這樣海青班學生，更有能
完成驚艷作品的優秀學生。
  海青班自 2005 年開辦至今已有
16 個年頭，每年畢業前夕都會舉辦
畢業成果展，展示學生在台灣兩年
的所有成果。
  這次展覽空間分為畢業設計、學
生作品、活動照片三區域，畢業設

計為主場設計，利用倒影的樹枝投
射在地上產生光影的變化，並分為：
療癒花園、休閒農場、住宅空間、
商業空間、校園空間、民宿空間等
多元的空間展現，並用平面圖、剖
面圖、立面圖、3D 透視圖以及模
型製作來呈現出最完整的作品；學
生作品則是展現兩年來課堂繪製的
成果作品；活動照片則是實習課程、
課外活動、校外參訪等。

【文 / 楊湘鈞】前衛生署長、亞洲大學講座教授
楊志良，8 日發出警言表示，台灣如今已逐漸成
為「孤寂社會」，而孤寂恰是對人的身心靈最大
的傷害，也會拖累勞健保及國民年金體制；為此，
他提出先建立廉能政府後增稅、捨棄無謂醫療以
及建立互助社會等三大改革方向。
  楊志良是應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大講堂」之
邀，以「從世界局勢看台灣發展」為題發表演講，
並與文大商學院長汪進揚、會計系主任王茂昌、
前經建會專門委員徐廣正，對談勞健保財務省思
與因應、勞工政策，以及台灣人口趨勢與保險等
議題。
  文大校長徐興慶表示，楊志良說話直率、勇於
面對困難，以實踐社會公義為人生目標。感謝他
從人性面的信仰出發，探討善惡概念以及延伸出
的人類劣根性等話題，並示警我們可能陷入孤寂
社會，以及跳脫同溫層、培養獨立思考與思辨能
力的重要。
  楊志良首先以「世界危矣！台灣危矣！」破
題，對文大師生拋出人類是不是進化了？人類最

強大的基因是什麼？等問題表示，所謂進化的結
果導致許多物種滅絕，也使人類更加痛苦；人類
因有信仰而賦與自我生命意義，但信仰也是個麻
煩的東西，「可以成就人類，也可以使無數人頭
落地」。也因此，分辨信仰的善與惡就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因信仰而傷害無辜；唯有倡導及實踐愛
及尊重生命的信仰，才能帶給人類幸福及喜樂。
  楊志良直言「美國已回不去了」指出，民主自
由在美國似是假象，因為美國表面科技發達，但
現況卻是沒全民健保、窮人上不起大學、空有疾
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但新冠肺炎確診及
死亡病例最多，顯然「科技是一回事、體制又是
另一回事」；相對的，中國大陸卻是屬於高度控
制的社會，沒有思想自由。
  楊志良也提醒，蔡英文總統說台灣於疫情之下
經濟仍正成長，但貧富差距也已來到最大！他並
以執政黨批評在野黨在國會丟豬大腸為例說，只
要聽到執政者談法律與秩序，就一定要想到「沒
有正義與公正，就沒有法律與秩序」。
  楊志良隨後公布答案：人類最強的基因就是把

基因傳遞下去。卻因為缺乏公平與正義，同時結
婚率、出生率直直落，台灣社會發展顯然違反此
自然定律，「台灣將變成孤寂的社會，只有原
生家庭而無第二家庭，社會支持體系將因而崩
潰！」
  楊志良表示，如今台灣對立嚴重、可說是最不
願相互幫助的國家；核四、故宮南院及一堆蚊子
館，亦顯示政府效能不彰。但無論是勞健保或國
民年金，都應奠基於互相幫助，因此他期盼能先
從建立廉能政府出發，進而增稅讓人民更加互
助，並倡議「第三家庭」，希望人與人間能互相
提供有品質的陪伴與照顧。
  文大自去年開始，在徐興慶校長的倡議下，推
出大型高素質的學術論壇「華岡大講堂」。希望
透過學術大師之學思歷程，引領師生思考生命的
意義，並與社會結合產生新的價值。本月除了楊
志良的演講，廿一日及廿九日也將邀請僑委會委
員長童振源、行政院前院長毛治國，分別主講外
交僑務以及創新議題。

【文 / 楊湘鈞】徐興慶校長指出，華岡大講堂從
2019年 9月開始辦，至今已邀請七位大師演講，
其中更邀請到日本知名建築師隈研吾蒞臨演講，
隈研吾曾獲日本、義大利、芬蘭等國之建築獎。
其實，每一場都是超精彩的，在他校長任內都會
排除困難，一直辦下去！
  徐興慶校長也提到，華岡大講堂就是弘揚創辦
人的教育理念，承中原之道統，集中外之精華，
這是一個精神。

  徐興慶校長說，大學時候，最愛聽演講了，但
一個人很難同時聽多場，還請當年女朋友，現在
的老婆的父親一同到處去錄音，錄下來後慢慢
聽，每一場演講都是演講者的精華呈現，就是一
場濃縮技術，聽一場演講，勝讀萬卷書。
  徐興慶校長也允諾，未來只要學生想要的學
者、大師，對社會有益的人，文大都會傾全力邀
請。

【文 / 陳亭妘 攝 / 大傳系 4B 李宜芳】為提升校
園實習風氣，鼓勵學生前往職場實習，使學生在
踏入職場前了解職場，並做好準備，學生事務處
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特別辦理【2020 中國文
化大學實習達人競賽】，透過有實習經驗的學長
姐分享，讓在校生可以一窺職場樣貌與生態。今
年的比賽共有 28 隊近 40 位學生參加，在為期 3
個月的競賽中，同學們爭奪「職場新秀」的最高

榮譽，以及 3.1 萬的總獎金。
  職涯發展與校友服務組劉雅鈴組長表示：「職
發組長期致力於學生職涯發展與規劃相關業務，
深知職場實習對於學生了解職場及規劃職涯之重
要性，因此除了鼓勵學生利用暑期前往各單位實
習外，也辦理相關補助及發表會活動，透過分
享，傳承實習經驗，同時也是讓未前往實習的同
學們可以了解職場環境，做為未來生職涯的參

考。」
  競賽評分共分為三大部分，包含：職場實習成
績（60%）、人氣獎投票（10%）及成果發表
（30%）等，同學們從暑期前往職場的實習單位
開始，便已是參與競賽，透過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3 日於大恩館 2 樓川堂的人氣競賽以及線上
FACEBOOK粉絲專頁的人氣投票，將自身實習
經驗分享給校內同學，讓同學們可以透過他們一
窺職場樣貌。
  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6 日為期 2 天的競賽，更
是邀請到專業職涯諮商師來給與參賽同學建議及
鼓勵，評審群包含：職涯顧問王瑋琪、夢想之家
實習生發展專案研發顧問曾馨慧、夢想之家就職
前培訓專案研發顧問唐元熙、倍能顧問公司張芳
嘉顧問等四位評審。
  今年度參賽作品豐富多元，包含：政府公部門、
媒體、企業、製作公司、公關公司、農場、環境
教育中心及非營利組織等單位，參賽學生在經過
職場實習的淬鍊、全校師生的人氣評選，以及專
業職涯顧問的洗禮之後，相信他們不僅僅只是實
習達人，更是未來的職場新秀。

【文 / 李文瑜】推動學習達人期末獎勵抽獎，本
學期獎勵獎項已抽獎完畢，恭喜 94 位積極參與
課外學習活動的同學獲得獎勵！中獎同學請親自
至大恩館 2 樓課外活動組辦理領獎登記。
  領獎登記時間自 109 年 12 月 14 日起 至 12
月 18 日止，請於上班日上午 10 時至 12 時、下
午 13 時至 16 時 ( 中午時段不受理領獎登記 ) 親
洽大恩館二樓課外活動組登記領獎。
  本活動以線上公告得獎者名單作為領取獎項依
據，得獎同學於學生專區之聯絡資料若有錯誤，
請務必逕洽洽學籍維護單位進行資料更新。中獎

人登記領取獎品時，請攜帶「學生證」核對身分、
若為提早畢業學生則請攜帶相關證明 ( 請一併影
印於同張 A4 紙張 )，無中華民國國籍者則須檢
附居留證及出入境證明影本提供稅務相關扣獎及
列報。
  請獲獎同學務必於規定時限內親自登記領獎，
逾期將視同放棄資格。部分獎項可能會因到貨驗
收等因素，而採先登記制度領取，若造成不便敬
請見諒。若遇特殊情形需請人代領 ( 如 : 提早畢
業、服役、離境或其他事由 ...)，請與業務承辦
人聯繫。

實習達人競賽 見證未來職場新秀誕生

海青班景觀科第 38 期畢業展 設計繪圖技巧展現光影閃爍之美

推動學習達人期末獎勵抽獎得獎名單出爐

前衛生署長楊志良：台灣必須走出孤寂社會、建立互助社會

徐興慶校長：持續辦理華岡大講堂 全力邀大師演講

王淑音副校長：短短兩年學生作品令人驚豔 文大以每一位學生為榮

94 位同學得獎 12 月 18 日前請至課外活動組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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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李文瑜】中國文化大學 12
月 1 日與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
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簽訂產學
合作，未來在產官學界合作下，朝
共同建立全國「租賃住宅與社會住
宅服務產學合作推動平台」目標前
進。
  簽約儀式由文大土資系李家儂主
任與中華民國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鄭俊杰理事長
代表雙方簽約，未來文大學生可前
往相關實習單位學習，提前規劃職
涯，有利學生累積職涯經驗。
  出席見證簽約典禮的產官學界貴
賓包括內政部地政司王成機司長、

租賃公會全聯會鄭俊杰理事長、不
動產仲介全聯會張世芳理事長等。
  徐興慶校長致詞指出，文化大學
土地資源學系成立至今 52 年，
在產官的支持下，培育無數菁英，
如前國有財產局郭武博局長、新竹
縣政府楊文科縣長、華固建設鍾榮
昌董事長、戴德梁行顏炳立總經理
等，文大土資是北台灣私校不動產
界的第一品牌，一直與產官保持密
切合作。
  徐校長提到，非常高興文化大學
身為北台灣第一私校不動產界第一
教育品牌，能夠與「中華民國租
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建立產學合作，感謝內政部的
指導，地政司王成機司長出席指
正。
  徐興慶校長說，台灣的房價與物
價持續走揚，租賃相關產業規模越
來越大，商機更是難以計算，全台
租屋人口已成長到近 300 萬人，
租賃產業的產值遽升，在租賃專法
的帶動下，將過去屬於灰色地帶的
租賃市場導向透明化，非常值得學
生來學習並從事相關產業，此一合
作案對產官學界非常有意義，更有
助學生提前培養職場經驗，累積資
歷。
  地政司王成機司長指出，建立全

國「租賃住宅與社會住宅服務產學
合作推動平台」是非常了不起的
平台，租賃這一行業在台灣是新興
行業，以前是地下化經濟，兩年前
內政部與全國產學界人士熱心推動
下，將租賃產業專法，並使之檯面
化，透過法律、產業制度的健全，
讓整個台灣租賃產業透明完整，並
使之該產業往正面發展，而在此一
專法通過後，更意謂租賃市場商
機日趨龐大，需求該領域的人才趨
多，未來將可藉此一平台，讓年輕
學子，更早加入此一新興產業，成
為該領域的菁英。

全國不動產產官學龍頭齊聚文大　

【文 / 楊湘鈞】111 年是文大創校六十周年，為
盛大喜迎這極具意義的日子，校長徐興慶 2 日首
次以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身分，召集學術行政主
管舉行第一次籌備會議，副主委、校友總會理事
長趙國帥也親自出席，宣示文大將與 28 萬校友
攜手同慶華岡一甲子生日，並緬懷、感謝創辦人
張其昀博士、故董事長張鏡湖博士，以及許多優
秀師長、傑出校友對華岡的貢獻。

  徐興慶校長表示，如今距離創校 60 週年校慶
日僅餘一年半，必須盡快籌備、期使相關活動能
辦理完善。他推崇趙國帥理事長自上任以來，積
極與各分會聯繫與召集會議，推動校友與學校間
的合作與發展，凝聚校友的向心力；期盼在今年
校友返校節倍增校友返校的基礎上，有更多的校
友參與明年 59周年及後年 60周年校慶，並積極
回饋母校校務發展。

  趙理事長國帥致詞表示，自文大畢業的校友約
有 28 萬人，如何使校友對學校有認同感並不容
易，校友總會將持續與學校配合，深化與校友互
動，致力使傑出校友歸隊，同時期盼母校更加爭
氣，做得比以前更好，才能讓校友對學校產生向
心力。
  在會議中，除確認 60 週年慶祝活動籌備委員
會各項目召集委員外，與會者 也初步討論相關
活動的規畫方向。例如王淑音副校長提議可挑選
具有代表意義的創校名師於校史館展出其事蹟，
文學院黃藿院長也建議推出名人牆，回顧、鋪陳
優秀師長的無私奉獻場景等等。
  徐校長總結表示，文大是以發揚傳統中華文化
起家的綜合型大學，張創辦人與張故董事長對於
學校的發展，以及文、史、哲等領域均有極深的
著墨，從創校初始即積極延聘名師，並造就出許
多優秀人才，相信屆時六十周年校慶相關活動與
展出，應能夠讓許多校友「很有感覺」。

喜迎華岡一甲子  文大、校友攜手規劃 60 年校慶活動

土資系與租賃公會簽約推動租賃、社會住宅產學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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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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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設學院 建築學系

鄭昭民 老師
對於一個新手教師來說，如何與大學生建

立良好的互動模式，並給予適度的關懷、協助，

是一項相當嚴峻且深刻的考驗。感謝學生們這一

年給予我積極、友善且真誠的回應，讓彼此更為

認識、並建立起深厚的信賴關係，使我得以擁有

美好的人生初次導師體驗。每一學年的導師工

作，都是一個全新的人際關係建立的開始，你們

讓我更有自信，去面對未來接踵而至的挑戰。

社會科學院 政治學系

蕭國忠 老師
導師工作雖然繁瑣，但也讓我有機會與同

學們深入交談與近距離互動。年少輕狂的同學

們常會讓我瞠目結舌、大開眼界，有助於延緩

腦細胞老化的速度，避免提早成為老古板。再

次謝謝導生班的同學們，他們每一位都很活潑

可愛，我們亦師亦友，他們知道我教研室的門

隨時為他們敞開。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張瑞雲 老師
擔任導師的工作已十多年，其間也榮獲幾

次績優導師的獎項，此次再度獲獎，除了高興

之外，更覺得自己的責任愈來愈重大，期盼自

己能扮演好這些孩子們的引導者。再者，非常

感謝這些年帶過的班級學生讓我成長很多，因

為有他 ( 她 ) 們的認同與回饋才有我這位“績

優導師”的產生，願此榮譽與本班同學共享。

社會科學院 社會福利學系

龔尤倩 老師
與學生的對待是一種人我關係的學習， 也

在不同世代間學習體會、看見他們的成長生存

處境與轉換自己的視角。 

有些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期許自己能為

學生進入江湖過程中，儲備一些些強健的心態

與能耐。 

感謝一切在路上學習的人們。

環設學院 都計學系

洪禾秣 老師
榮獲績優導師，十分榮幸，也賦予更多的

責任與使命感。導師真的是一項充滿學習與挑

戰的工作，需要專業的協助及團隊的力量才能

有所成，感謝同事的合作與支持、師長的栽培

與提攜、學校的信任與支援。非常感謝今年有

機會獲得學校的獎勵與肯定，也感謝陪我一起

走過的師長與同學們。這份榮耀歸屬於大家，

與大家一同分享！

社會科學院 經濟學系

洪乙禎 老師
新冠肺炎疫情未歇，許多活動都縮小規模

或取消，看著學生們以不同型式留下屬於畢業

生的美好回憶，身為導師，心中滿是感動和驕

傲，因為這群學生真的長大了！

與學生們一同走過的四年，看到有些人在

學科專業中找到興趣、有些人在其他領域發掘

潛能，這大概是大學教師這份工作最有趣的部

分。

社會科學院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吳慎宜 老師
因學生自主性高，少有全班性之活動，由

此減少我在團體活動中觀察個別學生的機會，

不過也拜科技之賜，通訊社群軟體(如line等 )

也提供了我對與個別學生連絡便利之用。對於

我的關心，回應雖非立即，但不會是「已讀不

回」，謝謝他們！陪伴，是導師工作的核心，

如何維持有點黏又不會太黏，將是我後續導師

工作努力的重點。

社會科學院 行政管理學系

蔡馨芳 老師
導師的輔導工作中，很重要的是「陪伴」。

擔任大一的導師，陪伴行管新鮮人展開大學的學習

生活，看著孩子們逐漸熟悉、適應及成長，挺開心

的！在導師課程之中，安排了一些靜態及動態的活

動，從互動、溝通的過程中，師生慢慢變成朋友，

看著大家回饋的意見都表示很有收穫，感覺很有

成就感，謝謝這群孩子們，也希望他們持續進步，

為自己打造一個精彩而充實的大學生涯。

環設學院 景觀學系

王瑋 老師  
很開心去年擔任畢業班

導師，因帶學生去暑假義大利

工作坊而變得熟稔。學生不把

我當作傳統的老師看待，而是

同房的室友或是分食一盤料理

的旅伴，在旅途中分享彼此觀

點也就更了解而變得親近。去

年也因畢展籌劃與學生時常接

觸，平日研究室開放給學生工作，並提供義式咖啡，有

的也會藉著在研究室畫圖的時間與我聊聊心情或同儕之

間的相處。我認為有時候學生們需要的不是解答，而是

陪伴以及傾聽，再適時給予一些不同視角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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