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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盛宴 直播典禮現況
109 學年度

畢業生致詞代表
政治系 李怡宣

身為畢業生的我 在此宣示
在進入職場之前，我願意認真考慮
我發誓 就業後全心投入工作，為社會及
整體之進度，盡上最大心力。
我保證 盡我所有能力，創造一個平等丶
沒有偏見丶沒有歧視，也沒有壓迫的世界。
我許諾 以實際行動保護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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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戲劇學系 四年級 陳邦妮

新聞學系 四年級 翁唯真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 我們未來見
雖然是以不同的形式致詞，但非常榮幸今天能
在這裡，代表著所有畢業生分享這四年的其中一塊
拼圖，不久前我看到一位摯友分享了一句話，畢業
是個殘酷的季節，無論有沒有成熟，都會被一同收
割。
記得 2017 的夏天我們帶著期待中又有些忐忑
的心情進到大學，聽著過來人講述著自己不同且精彩的大學生活，聽著學長
姐要我們珍惜這四年因為很快就會過去，那時候什麼都不懂，直到現在我們
以那麼措手不及的形式結束大學生涯。
今年因為疫情關係無法相聚在一起經歷這個重要的時刻，是遺憾的，但
相信很快我們就會再見。願踏上每一條路的我們更加，努力、謙卑、學習，
願努力能帶來機會，謙卑能給予尊榮、學習能不斷前進，能在自己所學的事
上更加的卓越。最後我想送給大家一句話給予我大學四年很大力量的一句話。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行為、信心、愛心，都作為榜樣。我們未來見！

未來，我們都將帶著母校的祝福
無所畏懼的向前進
許多人說大學就是由你玩四年，但這
個玩要如何玩出精彩、充實、又有意義，就
是各憑本事。
很快的我們進入了社團系學會，認識
了無數朋友，陪著彼此夜練、吃宵夜，相信
這些回憶都是我們共同擁有，也是最精彩的一筆。同時我們對華岡產
生也認同，欣賞全台北市最美的風景，不過陽明山上最無情的不是房
東租給我們的房子有多貴，而是天氣的變化，我們經歷了無數個颳風
下雨，也看過雨過天晴燦爛的彩虹，還有難得遇到的下雪，這些生活
點滴，將是我們畢業後會懷念的時光。
畢業後的我們，會成為什麼樣子，最重要的是，是否已在實現自
己的夢想。給自己一個期許，未來的路不管多艱辛，我們都會無所畏
懼的向前進，也將在母校的回憶，化為前進的動力。

第 59 屆畢業歌 << 微風 >>
畢典裡頭 氣球散佈禮堂 胸花別在前方
不是滿分畢業上榜 期許留給下個地方
彷彿剛結束 離開 上個出口 畫面又將重複
穿上新衣染上新髮色 在校園持續逛著
用酒精助興 用歌聲互應 友誼基礎才剛奠定
還是沒有機會帶著喜歡的女生進入新北耶誕城
還是沒有行車駕照上山遲到還是只能靠共乘
還是沒有想好碩士就業就像疫情還是沒被破解
學士袍還沒喬到位 攝影大哥就按下快門鍵
來不急準備與你道別 還想在這校園多走幾遍
生活變了樣 很多人補上 也很快被擠下
空出多少空位 但是一張沙發又能有多大
典禮後撕下包裝 別忘了我們也能大哭一場
微風吹過 在校門口
我們揮手也撇了頭

詞曲 / 翁孟澤

曲 / 翁孟澤、張明勳

風吹在 對未來迷失的人群中
新章節中 有新生活
難免遇到 不同坑洞
新角色 在雲中穿梭
微風吹過 在放晴後
未來聯絡 請別忘我
和你在 四年的途中一起渡過
將那陣風 放在心中
渡過秋冬 不再寂寞
那日子 是你陪著我
想到你說 青春已過 時間被工作綁走
角落還有很多的夢暫被保留
未來還有 機會碰頭所有情緒都被相擁
原來能再見面也是一種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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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後疫情時代」、開創職涯的無限可能

新聞學系 3B 張鈞皓
偌大的天空等著你們去彩繪
遼闊的道路有待你們去開創
時光飛逝，轉眼間你們就要畢業了～
在這些日子來有歡笑有淚水，這些美好的時
光將伴你們的畢業而先告一段落，但留給我
們的將是無限的懷念和不捨。
今天，看著你們自信的神采，心裡有
莫名的感動。這些年豐碩的學習成果，我知道你們變得更成熟了，在
未來的道路上，一定有更好的成就和發展與我們分享。
看著鳳凰花開，我們即將依依不捨得說再見！當學長、姐離開這
個校園後，偌大的天空等著你們去彩繪，遼闊的道路有待你們去開創。
今後，不論是升學或是就業，文大師生會永遠以你們為榮。

楊湘鈞

因為危機，才有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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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是夢想的建築師 放手去開創
首先要先恭喜各位學長學姊們經歷了四年的歷
練，從中國文化大學畢業，在疫情的肆虐下無法面對
面祝福各位實在相當的可惜，希望你們一定能順利度
過疫情的考驗，展開新一階段的人生。
有人說過「自己是夢想的建築師」，想要建築出
屬於自己的「世外桃源」就得放手去開創，相信這四
年你們已奠定了紮實的基礎，一定能夠在世界的公佈欄上努力寫上自己的名字！
此時此刻，就是你們該挺起身來的時候，即使哪裡都去不了，不能去教室上
課、不能去派對，不管去什麼地方，所有人都在談論世界有多糟、多惡劣，但這
時候的我們更應該停下腳步仔細觀察世界，發掘自己的才能，勇敢追夢，在未來
的某一天，夢想必定會成真～

曾嚮往過大學生活 幾次只是夢過想過

社長／徐興慶

主

109 學年度畢業典禮專輯
歡迎分享及下載收藏

行政管理學系 三年級 黃詩媛

一直都想待在愛吃糖的年紀
跌倒待在原地 不怕被人嘲戲
永遠搭著肩 和歡笑快樂走的很近
直到生活被現實給捲進 重新定義
你聽 鐘聲響起 是校歌的旋律
五點鐘的飯局 是要去哪裡
注意 通知來臨 不分屆有更新
當年口中排名 不像最初滿意
微風吹過 在校門口
我們揮手也撇了頭
風吹在 對未來迷失的人群中
新章節中 有新生活
難免遇到 不同坑洞
新角色 在雲中穿梭

發行人／中國文化大學

文／校長 徐興慶
又到了鳳凰花開、高唱驪歌的時節。109 學
年度文化大學共計有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
境外生以及 ROTC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畢業生共
6788 人獲頒學位，我謹代表本校教職員工，恭賀
各位畢業生；更要向四年以來無時無刻，默默支
持各位同學成長、茁壯的家長，表達感謝之意。
您們辛苦了！
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球帶來極大衝擊。去年
此刻，在防疫優先大前提下，學校不得不限縮現
場參與畢典人數，並以視訊直播方式進行，我也
以「因為疫情，讓文大更為茁壯、讓華岡更為團
結！」為題與畢業生們共勉；未料今年情況更趨
嚴峻，只能在虛擬空間與畢業生共度你們人生最
燦爛的時光，為控制疫情我們都盡了一分心力，
這是本屆畢業生回饋給學校最珍貴的能量。疫情
造成大家的不便還請大家見諒，更向要各位畢業
生及家長致上敬意與歉意。
預告「離別」 迎向未來人生的另一個啟航點
當然，無論是現場或線上畢典，都向我們預
告著「離別」的即將到來，校長以及全體師長對
大家雖然萬般不捨，卻也更加期待位各畢業生即
將迎向未來人生的另一個啟航點。以下有幾點感
想與期許，與大家分享。
四年來，相信大家一定曾在校園內經歷惱人
的狂風、刺骨的寒冬、甚至於被國寶鳥藍鵲「偷

襲」，也能夠感受到校訓「質、樸、堅、毅」的意義；
除了各位在這個被評為最美麗大學之一的校園環
境中成長茁壯，且有共同感受與記憶，相信各位
經過這幾年在文大的學習，也已經站穩腳步、即
將展翅翱翔。
近年來，文大學生在學術及多項競賽、活動
均有傑出表現，不僅是教學相長的具體呈現，更
是身為師長的我們對於同學的殷切企盼。希望所
有文大畢業生，都能夠在華岡奠下的堅實基礎，
勇於挑戰未來，在全球化的世界舞台上，發揮所
學、一展長才，成為一位向全世界訴說屬於你自
己故事的華岡人。
人生得與失無標準 看你如何解讀
取人之所長 未來成功關鍵
校長也深切期盼各位同學畢業以後，持續保
持吸收新知與技能的活力，人生的得與失，並無
標準答案，就看你如何解讀，如何定位你人生的
價值觀。我認為，人品好，講信用的人，足以建
立良好的人際關係。具有關懷社會、尊重別人，
取人之所長的人格特質，才是未來成功的關鍵。
不要人云亦云，所以要冷靜思辨，不要隨波逐流，
所以要創新思考，我自己的長處自己找，堅持自
己的信念與人生的價值，相信就會找到充實、快
樂與精彩的人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首相邱吉爾曾有一

王淑音副校長

句名言：千萬不要浪費每一場危機！近幾個月以
來，因為受到新一波新冠肺炎影響，讓全體師生
在短時間之內再次捲進數位教學的洪潮之中。文
大全體師生並不畏挑戰，本校是全國第一個宣布
分流遠距教學的私立大學；師生情感也未因為網
路、螢幕的阻隔而有所減損。相信這些共同抗疫
的點點滴滴，也必將成為各位畢業生未來最珍貴
的回憶。
未來，就把握在你們的手上
這一波疫情變化，台灣社會不僅只教育，從
政治、經濟、產業…甚至到生活層面，勢將面臨
更嚴峻的挑戰與改變。面對危機，我們無需恐懼、
憂心或埋怨，我們可以做得更多、更積極，對各
位畢業生來說，甚至從此刻開始就必須認真思索，
如何在「後疫情時代」開創職涯的無限可能。未
來，就把握在你們的手上！
各位華岡人難得聚集在文化大學渡過人生最
燦爛的四年青春，今日你以文大為榮，明日文大
以你為榮，希望大家有空多回母校，看看師長、
看看美麗的校景，看看在風雨生信心中的學弟妹
們，同時回憶求學生活點點滴滴。校長與所有教
職員同仁，隨時展開雙臂，迎接各位的榮耀與成
就。最後，祝福大家鵬程萬里，展翅高飛。謝謝
大家！

方元沂教務長

本著華岡人的精神質樸堅毅 迎接未來挑戰

計 6788 名畢業生順利畢業 獲頒學位證書

各位畢業生大家
好，真沒想到是在這種情
況下錄影跟大家說一些祝
福 的 話。 因 為 疫 情 的 關
係，我們不得不用錄影來
給大家祝福，在祝福大家
以前請大家乖乖待在家裡
不要亂跑，疫情總是會過
去的，你們一樣即將要走
進職場面對社會。
在這邊很幸運的你們都是華岡人，請你們要本著華岡人的精神，質樸堅毅，來面
對你們即將面對的社會，要腳踏實地、要實事求是，遵守承諾，才會得到大家的肯定。
華岡一定是你們值得想念的地方，不管是華岡的一草一木、華岡的狂風暴雨或者
是雲霧彩虹，百萬夜景也好，甚至是名聞全球的鬼故事也好，還有最近最夯的藍鵲巴
頭也好，這都是你們將來每一年回到學校來看看的一個主要原因。你們也不用等太久，
明年就要慶祝華岡六十週年校慶，我很期待明年可以看到大家帶著歡欣的心情回到學
校來。祝福大家鵬程萬里、乘風破浪、畢業快樂、就業順利。

本人謹推薦 109 學年度本校文學院、國際暨外語學院、理
學院、法學院、社會科學院、農學院、工學院、商學院、新聞
暨傳播學院、藝術學院、環境設計學院、教育學院及體育運動
健康學院及推廣部應屆畢業生、博士班 30 名、碩士班 381 名、
大學部 5752 名及推廣教育部 625 名，共計 6788 名，以上學
生在校修業期滿允准畢業，請校長依學位授予法規定分別授予
博士、碩士、及學士學位並頒發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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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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祝賀畢業生鵬程萬里

新聞暨傳播學院 胡幼偉院長

文學院 黃藿院長

國際暨外語學院 趙美聲院長
把握機會充實自己 努力不懈 開創未來

用心回饋社會 讓我們為更好的明天而努力

在此先恭祝各位同學順利畢業，完成了
中國文化大學的學業，而且順利取得了學位，
在此也同是恭祝各位同學，無論是就業或繼
續深造，都能夠心想事成，前途光明，鵬程
萬里。
今年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年，而且注定在
你們生命中會非常難以忘懷的一年，就在你
們畢業前的一個月，台灣因為新冠病毒的肆
虐，讓所有的學校必須中斷實體授課，全部
改為線上教學，而原來你們可以風風光光的，帶著家人來參加的畢業典禮，讓家人分享你
們幾年來努力學習的成果與成長，現在卻必須改為線上來進行，心中多少會感到一些遺憾
與無奈。
儘管如此，我要引用否極泰來這一句中國成語，來給各位同學加油打氣，現在不僅
是台灣遭遇到疫情的衝擊，全世界的疫情也幾乎都是方興未艾，而就如英國大文學家狄更
斯所說的，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如果我們能夠在這個即使是最艱困的時代當
中，仍能好好的把握機會充實自己，而且努力不懈，必然能夠為自己創造光明的未來。

恭喜同學們順利畢業了，畢業不是學習的
結束，而是另外一個嶄新的開始。
祝同學們畢業後，能夠持續保持求新與探
索的激情和夢想，同時更要維持終身學習的的
興趣和習慣，用心回饋社會幫助弱勢，讓我們
為更好的明天而努力。

法學院 王志誠院長

理學院 盧光輝院長
要好好的享受你們的人生 鵬程萬里

耐力 毅力 意志力 創造力決定人生成敗

各位畢業同學大家
好，你們的人生旅行要往
前邁進一大步了，在此時
刻，首先要恭喜同學鵬程
萬里。
未來有打算升學的
同學，祝你們學業繼續往
目標邁進，打算就業的同
學，希望你們的職位步步
高升，當兵的同學，不要太用功，要多注意身體，未來要嫁娶的同學，
趕快解決台灣少子化的問題，對於這些沒有壓力暫時不用工作的同學，
希望你們多運動，多注意飲食。
最後再次祝福你們，畢業後要好好的享受你們的人生。

在此祝福大家恭賀
大家順利畢業，幾年前你
們躊躇滿志，帶著忐忑跟
喜悅的心情來到文化大
學，今天你們不僅滿懷夢
想期待，也帶著疫情所造
成的不安離開文化，將開
啟你們人生的嶄新旅程。
未 來， 這 會 是 一 趟
漫長，有鮮花、有荊棘、有歡喜，也有艱辛的旅程，人生就像一場沒有
裁判的馬拉松，學歷只是一個起點，耐力、毅力、意志力、創造力，將
會決定你們人生的成敗，希望大家要把握生命的光輝時刻，做正確的抉
擇，堅守自己工作崗位，開創自己的美麗人生。

社會科學院 趙建民院長

農學院 黃鵬林院長

心中有愛愛家人 永遠不放棄自己

真正的偉大是樸實無華 真正的力量是堅毅不拔

首先恭喜全體畢業
生，恭喜你們走過人生最
關鍵的一段行程，這樣變
化無常的世界，未來各位
該如何自處，我謹提供三
點意見。
第 一， 心 中 一 定 要
有愛，未來各位會面臨同
儕、同事間的競爭，如何
維持一個純真的心我覺得非常重要。第二，永遠不要放棄自己，我們在
跟其他人相處的時候，老是會覺得別人為什麼比自己更聰明一些，可是
你未來會發現每一個人都有無限的潛力，你需要做的是如何開發自己的
潛力。第三，愛你的家人，父母跟小孩親人的關心是再多的職務升遷買
不到的，要多把握跟父母相處的機會，最後祝福各位一切順利。

大學是人生中的黃
金歲月，各位已經學得一
技在身，可以馬上進入社
會發揮用途了，我想要勉
勵 各 位， 認 清 自 己 的 優
點，找出自己的方向勇敢
努力地向前衝刺，隨時保
持多面向的學習，再來要
保持運動的習慣，有了均
衡的體能，身心自然健康，恆心、毅力、決心和熱忱，自然能夠保持，
人生就可以走得遠、走得順。
最後希望同學離開學校以後，追求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美妙人
生，永遠記住發揚校訓質樸堅毅的精神，不管世界潮流和社會如何變化，
真正優秀的品格，才是永遠無上的價值。

藝術學院 樊慰慈院長

畢業之後才真正學習的開始

毫無疑問我們正處於一個非常時期，一方面要為面臨不能進行面對面的人際接觸時，慶幸好用的科
技，可以遠距教學，甚至遠距畢業典禮。二方面就是人類的知識、文化上的進展，從最早以前的口傳心授、
文字傳抄人際關係排版印刷，然後到了電子的傳輸，我們真的準備好要進入未來世界的挑戰了嗎？
還有，半世紀社會經濟發展，從中產階級的崛起，倒 v 字型，然後到二十多年前，有一位日本大學
者大前研一，他所強調的一個 M 型社會的發展，甚至到現在已經變成了極端，在學校裡面我們教的絕大
部分都是已知的知識，不是未知的觀念。
大學裡面沒有辦法教原創性的觀念，可是要成為社會的上層人物，更需要的就是學校沒有辦法教遠
創觀念，與對觀念的信念和執著。或許同學會說太晚知道這些，但其實絕對不會，因為大學之後才是你要更認真學習的開始，除非你就甘願做 M 型社
會最底層的那一群。所以與其老套的祝福大家，寧可在此砥礪各位畢業的同學們，希望大家做好準備，畢業之後才真正學習的開始，祝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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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學院 汪進揚院長

學會面對挫折 訴諸科學克服艱難挑戰

不斷的挑戰自己 擴充能量 超越自己

今年也許大家會覺得
沒有辦法參加畢業典禮，
好像是大學生涯中一個遺
憾， 但 是 在 這 個 疫 情 期
間，大家應該可以同意最
重要的事情，就是每一個
人都要顧好自己的身體健
康，避免被病毒傳染。
我希望未來大家都能
夠找到理想工作，結合自己興趣，配合自己專長，在職場上好好發揮。
疫情給各位很好的啟發，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上，不見得都那樣的一帆風
順，在環境中可能隨時會出現，沒有辦法預料的挫折、考驗或者磨難。
這些挫折可能會對我們的生活、對我們的工作，帶來很多的挑戰跟不方
便，我們要學會面對這些挫折，在艱難的環境中，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相信經過這次疫情的考驗，大家特別有所感受、體驗。
最後再次祝福大家，今後在職場的生涯中能夠發揮自己的專長，祝
福大家，謝謝 。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
係，沒能舉辦實體的畢業
典禮，我想各位的心中一
定有些許的遺憾，不過從
另一個方面來看，讓我們
在此時此刻能夠見證人類
與病毒的對抗歷史，使我
們更加的深刻體認到數位
時代的來臨，以及數位科
技對我們每個人生活和職場的重要性，也是彌足珍貴、有所收穫的。
畢業就代表要投入下一個階段的生涯史，各位要體認，職場生涯好
比馬拉松式長跑，不是一開始跑很快，就一定跑得好。而要跑得好，必
須要跑得穩定，就需要先按照個人的能量，立定目標，接著按照目標，
去訂定可行的計畫。並透過過程中，不斷地反思、檢討、學習，做滾動
式的修正，才能夠讓自己不斷的挑戰自己、擴充能量，來超越自己。
同學畢業了，恭賀同學們，取得學士、碩士，甚至是博士的學位，
祝福大家都能夠在職場生涯中發光發亮，為個人以及母校爭取光榮。

環境設計學院 楊松齡院長

教育學院 張建成院長

用感恩的心來迎接未來璀璨的人生

學而篇共勉 繼往開來兼善天下

在各位同學踏入社會
實現夢想之際，我祝福各
位同學能夠用樂觀的態度
來面對社會的挑戰，同時
用感恩的心來迎接未來璀
璨的人生。
祝各位同學未來發
展，就如同校歌歌詞：振
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
最後記得離開校園之際，帶領親朋好友找機會回母校參觀美麗校園，同
時用感恩的心去謝謝這四年來教導你的老師，以及陪伴你的同學。學校
的大門永遠為大家開放著，祝各位同學鵬程萬里。

我想以出自論語的學
而篇、孔子學生曾子說的
「吾日三省吾身」。曾子
每天都要從三方面來反省
自己，第一個就是「為人
謀而不忠乎」？就是為人
處世能否盡心盡力，克盡
本份，能夠把自己的事都
做得非常完整，非常敬業

工學院 陳景祥院長
靠自己人品行止受人家尊重 用自己的專業在社會立足
工學院的同學畢業
以後，尤其是台灣以製造
業為主的一個國家，目前
台灣的科技產業還有製造
產業，以目前狀況來講的
話，就是事求人，所以你
畢業以後一定有很多的工
作在等你，可以好好的挑
選你要從事的工作以及你
有興趣的工作。
畢業不是學習的結束，而是另一個嶄新的開始，願你們帶著師長的
祝福和叮嚀，發揮信心的翅膀，飛翔在開闊的天空，用眼去觀看，用心
去領受，盼望你會發現人生的美麗，讚頌生命的喜悅。
祝福畢業的同學能夠勇於做夢，也能夠踏實築夢，靠自己人品行止
受人家尊重，用自己的專業在社會立足，靠自己的終身學習，不落人後，
開拓自己的精彩人生。尤其就業以後，各位會面對很多的競爭壓力，必
須要挺得住，要知道在一個競爭的社會裡，你要特別突出，你的人生、
前程才會是光明的 。

推廣教育部 許惠峰教育長

與樂業。
第二個就是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就是我們跟人交往時是否能言
而有信，能夠不愧己言，能夠做到自己答應的事情。
第三方面的反省就是所謂的「傳不習乎」？對自己所學的知識，專
業本領能夠身體力行具體實踐對社會做出貢獻，每一個同學都能從三方
面來反省，每一個人都能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擴及整個社會，
繼往開來兼善天下，我以這三句話與同學共勉之。

體育運動健康學院 蘇俊賢院長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體育館是我們的大本
營，回想各位在這裡留下
的汗水、淚水，成功的喜
悅和失敗的黯然，歷歷在
眼前，各位學長姐在華岡
留下的努力和榮耀，學弟
妹們必然跟隨各位烙下的
的印記，一步一腳印再創
光輝，薪火相傳。
我給畢業生一句提醒跟一句祝福，提醒的是劉備告戒劉禪的一句話，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在這裡期勉各位畢業生能夠運用
你的專業善盡社會的責任，給各位的祝福就是運動能夠為大家帶來一生無
窮的樂趣與健康的財富。愛因斯坦曾說過，「我生平喜歡散步，運動帶來
無窮的樂趣。」祝福大家都能夠在運動裡找到快樂與健康的幸福。

「信、望、愛」在愛的價值下常懷感恩心

今年我想以三個字與大家共同勉勵，也就是「信、望、愛」。「信」是相信，是信仰，是你的思想
哲學的中心，出社會工作後，要時時不忘自己心中的核心思想，同時也要相信自己做到你能想做的事情，
「望」就是期望，做很多事情對人生對未來都要保持著一種期望，永遠活在一個有希望的親情，或者有
希望的未來當中，要對自己有所期望，希望達成怎樣的自己。
「愛」就是我們常講到的愛，愛國家、愛家庭、愛你的親戚、愛你的週遭、愛你的朋友，同時我覺
得愛有感謝的意思，珍愛自己的一生、珍愛很多機會，常懷感謝心，感謝周遭的人讓你能夠活在一個比
較民主的法治、自由人權保障的社會。
我們作為一個人，隨時要有自己的信仰，要相信自己對未來生活要有希望，對自己要有期望，在愛
的價值觀下面，常懷感謝心，付出自己的愛幫助別人，我想大家的未來會是一個快樂又有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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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