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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圖書館 歡迎畢業生留下倩影
五、六樓新設創辦人及張故董事長展區 細數華岡歲月
第 808 期 畢業專刊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11 日

【文 / 李文瑜】 畢業典禮是華岡人
在學校最值得紀念的一日，圖書館
陳立文館長說，我們在這大學四年
或者五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留下了
些什麼？大家對學校認識的新的什
麼？建議大家來一趟圖書館五樓和
六樓親身親自參觀張故董事長及張
創辦人的生平事蹟及對中華文化教

育的執著與堅持。
陳立文館長說，未來圖書館規
劃張其昀創辦人及張鏡湖故董事長
常設展覽，選在學生最喜愛的五樓
及六樓電梯一打開地區，邀請知名
設計師設計展區，陳設創辦人的辦
公書桌、往來書信，包括與蔣中正
先生選定中國文化大學往來的書信

等，與文化大學息息相關，想親眼
一睹創辦人的書信，歡迎來圖書館
走一走。
陳立文館長也提到，圖書館對
於學生來不僅僅是看書、做功課，
更重要的是一個休閒的地方。選擇
在五樓六樓是文化大學的學生最喜
歡的圖書館設立創辦人及張故董事

長展區，更是創辦人及張故董事長
都非常非常喜歡在圖書館安靜的讀
書，這是值得回憶的好地方，畢業
典禮當天圖書館整個館樓都會開
放，歡迎準畢業生們，穿著畢業服
回來這裡走走拍照留念。

準畢業生若需申請提前或延緩入伍 應注意申請時間 確保權益
【文 / 李文瑜】為使將入伍之役男認識目前新兵
訓練生活，學務處提醒有意申請提前入伍者或延
緩兵役的學生，應準時申請登記，準役男應儘早
作好心理準備，順利的從校園生活過渡到軍旅環
境，並以健康、樂觀的態度面對兵役制度，體驗
人生的另類成長經歷。
凡是 83 年次以後常備役體位應屆畢業役男
6 月可畢業，可優先入營，可於 111 年 6 月
30 日以前畢業，可統一採取網路申請方式辦理。
申請期間至 111 年 6 月 15 日下午 5 時止，
將按優先入營待徵集役男之出生年次先後，同年
次者再依抽籤日期先後，同日抽籤者再依軍種兵

科籤號順序，依國防部排定各梯次徵集訓量，分
梯次安排役男入營服役。
此外，若須申請延緩入伍者，請於 111 年
7 月 1 日上午 10 時起至 111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5 時止登記申請，申請對象包括 83 年
次至 92 年次尚未列入梯次徵集對象的役男，應
接受 111 年常備兵役軍事訓練，因生涯規劃，
有延緩入營意願者。
凡有任何問題，都可洽文大軍訓室二十四
小時服務電話：02-28616630。或洽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兵役業務承辦人服務電話：02-28610511
分機 12105。

畢業相關資訊
就學貸款小叮嚀
服務終止說明小提醒 借款學生應於畢業滿一年後 開始償還貸款
【文 / 李文瑜】
畢業生注意，學
生專區在當學
期 畢 業 生， 已
辦理網路離校
或領取畢業證
書 者， 仍 可 使
用所有學生專
區服務至當學
期結束 (8 月底
或隔年 2 月底，
若尚未辦理網
路離校或未領
取畢業證書者，
可再沿用一個
月，而電子信箱
則可永久使用。
為了提供
畢業校友更完
整 的 服 務， 畢
業校友可透過登入學生專區後快速申請校友的專屬帳號，
或直接至校友網申請帳號。校友網提供下列校友服務包
括成績單申請 、畢業證書申請補發及聯絡校友。
在遠端儲存服務部分，如網路硬碟及影像儲存服
務，配合學生專區，將會同步停止服務，請同學務必於
學期結束前，自行將檔案下載備份。

【文 / 李文瑜】 針對應屆畢業且有辦就學貸
款之同學，學務處生輔組轉知台北富邦銀行
之相關還款注意事項，提醒同學詳細參閱，
已明瞭本身權益，避免個人畢業後權益及信
用狀況。還款須知借款學生應於畢業後滿一

年之次日起，開始償還貸款；在職專班學生
應於畢業後之次日起即開始償還本貸款。
借款學生出國留學、定居或就業者，應
於出國前一次償還。但成績優異，並獲政府
考選、外國或大陸、港澳地區政府機構或學
校提供留學獎助學金者，得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繼續升學至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日
後滿一年之次日起開始償還。為便利繳款，
借款學生在畢業後滿一年之前，應儘速至台
北富邦銀行各分行開立活期性存款帳戶，並
填寫「就學貸款扣繳借款本息約定書」，約
定自存款帳戶代扣本息。
此外，由於就學貸款並不是政府給予的
免費贈與，而是一種貸款，故每位學生應於
緩繳期屆滿時開始按期還繳；如因故無法如
期還款時，同學應主動與承辦銀行協商調整
還款時間與相關還款條件，銀行都會給予善
意的回應。
貸款逾期不還的後果在國內外都是非常
嚴重的。逾期未還款者，承貸銀行會將同學
逾期還款資料送請金融聯合徵信中心建檔，
這不僅會嚴重影響個人日後在社會上的信用
紀錄；將來如果向銀行申請支票、信用卡、
房屋貸款或信用貸款等，也都會遭到拒絕，
並影響未來個人在國內外就業或就學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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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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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風吹不倒深層扎根的大樹
—銘記校訓、培養剛柔並濟的韌性
與 110 年畢業生共勉

又到了鳳凰花開、高唱驪歌的時節。中國
文化大學 110 學年度共計有博士班 25、碩士
班 103、學士班 4148、境外生 178 以及 ROTC
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畢業生 7 人，共 4461 人
獲頒學位，我謹代表文大全體教職員工生，恭
賀各位畢業生順利收穫這塊堪稱人生最重要的
里程碑；更要向在各位畢業生幕後無時無刻默
默支持的家長，表達感謝之意。您們辛苦了！
兩年多以來，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球帶來極
大衝擊，今年的畢業生更是在文大全程參與和
疫情奮戰的全過程；甚至，在防疫優先大前提
下，今年也不得不限縮實體畢業典禮規模，搭
配視訊直播方式進行。身為校長，對於各位可
說是既感佩又心疼，謹藉此向各位畢業生及家
長致上敬意。
當然，無論是實體或線上畢典，都象徵著
「離別」的即將到來，校長以及全體師長對大
家縱有萬般不捨，卻也期待各位都能順利從華
岡出航、迎向未來人生。有幾點感想與期許，
與大家分享。
四年來，相信最讓大家難忘的就是這座美
麗校園的點點滴滴。恰恰在各位入學之年，文
大的彩虹獲得金氏世界紀錄認證，成為全世界
持續時間最長彩虹紀錄保持者；前不久，文大

又以「天空之城」的夢幻形象，成為另類網紅。
文大校園之美廣傳全球，甚至有人評價，
文大不僅是台灣最美校園之一，文大之美「更
勝在氣質，勝在浪漫與灑脫」。其意義就在於，
文大是無數前輩先賢永續深耕的努力成果，更
是 28 萬華岡人揮灑青春的共同回憶，正是大
家攜手努力建構出的氣質，才成就了文大的浪
漫與灑脫之美。
除了這些成長茁壯的共同記憶，每位文大
人也都曾經歷惱人的狂風、刺骨的寒冬，充分
感受到校訓「質、樸、堅、毅」的意義。正所謂：
「狂風吹不倒深層扎根的大樹！」相信大家經
過這幾年在文大的學習，尤其是歷經疫情帶來
的教與學上的嚴苛考驗，已經站穩腳步、更足
以展翅翱翔。
這幾年來，文大持續以跨領域、國際化、
永續發展等做為深耕大學教育的主軸；另一方
面，也著重培養學生的「就業力」、文大的畢
業生普遍在業界獲得佳評。希望大家都能以在
文大扎下的學養深根，勇於挑戰未來，在世界
舞台發揮所學、一展長才。這不僅是教學相長
的具體呈現，更是師長對各位的殷切企盼。
面對未來種種人生逆風，我們絕不能認命
隨風而倒、卻也並非一味死命硬摃。謹藉此也

與大家分享我的剛柔並濟、培養韌性的處世觀：
該剛強時就必須要剛強，該柔軟時身段也要柔
和，同時要有著不畏挑戰與承受挫折的韌性，
才有利各位未來的職涯發展，以及順利成就人
生目標。
文大擁有全國第一、也是大家都已修習
過的通識跨領域必修課程，這就是幫助大家扎
根、培養韌性、有助未來職場接軌的優勢與利
基。也期盼各位未來也能持續保持多元吸收新
知與技能的活力，要冷靜思辨、不要隨波逐流，
要創新思考、找出自己的長處，就必然會有屬
於自己的精彩的人生。
各位畢業生難得匯聚在文大渡過人生最燦
爛的青春歲月，共同抗疫的點點滴滴，也必將
成為大家未來最特殊又珍貴的回憶。希望大家
有空多回母校，看看師長、看看美麗的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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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

王淑音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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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 年 度 各 學 院 系 所 應 屆 畢 業 正 冠 代 表
上 午 場
系所別
中研所
文學組

受領獎項
文學院
碩士正冠

上 午 場
姓名

系所別

邱彧珮

都計碩
景觀系

學士正冠
外語學院

李俊賢

碩士正冠

郭慈悅

學士正冠
藝術學院
碩士正冠

潛位慈

謝博任

國貿碩 1

學士正冠
商學院
碩士正冠

國企 4A

學士正冠

陳怡均

全商碩士
學位學程
韓文系
國樂碩
音樂系

林羽菲

廖品亭

畢業生致詞代表

企業實務
管理數位
碩士在職
專班
國際企業
管理學系
二年制在
職專班
廣告學系
進修學士
班

受領獎項
環設學院
碩士正冠
學士正冠
推廣教育部
碩士正冠

下 午 場

下 午 場

姓名

系所別

受領獎項
理學院

姓名

許介瀚
簡辰芸

大氣碩

碩士正冠

呂奕勳

地理系

學士正冠

黃郁婷

生應碩

碩士正冠

李曜呈

森保系

學士正冠

張雅婷

受領獎項
社會科學院
碩士正冠
國發所
學士正冠
行政 4A
新聞暨傳播學院
碩士正冠
新聞系
學士正冠
大傳系
教育學院
碩士正冠
心輔系
教育系
學士正冠
體健學院
碩士正冠

詹士玄

學士正冠

林保華

工學院

尹宏明

化材所

碩士正冠

孫桲巋

電機系

學士正冠

趙梓茵

農學院
二專正冠

李少棠

法律碩

碩士正冠

李彥璋

體育學系
運動教練
研究所

法律系

學士正冠

陳淑英

國術系

法學院
進學正冠

鄭媛玲

上午場

系所別

在校生致歡送詞

姓名

趙韋智
陳胤妤
林聖哲
黃馨瑩
藍少芬
廖珮筑

上午場

英國語文學系四年級 李文燁

日本語文學系三年級 沈詩琦

此時此刻站在這裡，代表所有畢業生做發言，
我深感策幸。轉眼間，四年的文大生活即將畫上句
號，在這離別的季節，和很多在座的畢業生一樣，
越到說再見時候，彼此內心複雜的情結越會顯現。
四年特殊的時光，承載著青春的點滴，在這裡，我
們經歷了許許多多這些都不會隨離別而消散，他們
將化作永恆，留在我們最美好學生時代的記憶里。
現在總喜歡回想四年前的自己，當時懷著對
大學的憧憬，走進校園。短暫的陌生之後，慢慢適
應了文大校園生活，在這個過程中我開始認識文
大，享受文大。沐浴在這清新的環境中，吸收著文
大特有的文化氣息，一切都歸於美好，現在真希望
時光定格在那一刻，可是當時的自己怎能體會四年之後的感觸，天下無不散之
筵席，但曾經擁有過的就應該是留藏在心裡永遠的財富。
一年四時，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
使命。人生亦當同此理，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歷練，其實都是成長的必經之路。
我們都品嘗過喜悅的滋味，也有過深夜黯然落淚的傷感。但不管怎樣，都要好
好生活，把每一份經歷，都當作是歲月賜予的財富，然後帶上信心與希望，更
堅定地走好腳下的路。
當我們每個人背起行囊，再回望一次校園的時候，再多的遺憾都掩蓋不了
臨別時的難捨難分。曾經度過四年的地方，我們一起在這裡做著一點點人生的
改變。你們會笑看四年前自己的舊照，越發覺得滄桑了許多：與人交流，發現
自己莫名多了些無形的束縛，不再那麼單純；考慮事情，做一個決定越來越困
難，需要顧及的太多，因為我們都長大了。在這裡，我們每個人的四年都是不
可複製的，包含的內容也是千姿百態、絢麗多彩。
對於我而言，更多說的是感激。感激當初的努力鑲自己走進了大學校園；
感激父母對我的無私支持：感激老師的諄諄教導：感謝我的同學們，我們相遇
相知，一同度過四年時光，構築了我最美好的大學記憶。四年前的夏天，我們
劈荊斬刺，滿懷憧憬，期待著夢想中的大學生活：四年後的今天，我們並肩而
坐，充滿留戀，即將開始我人生新的徵程。對於未來，我滿懷信心迎接挑戰。
勤奮、踏實、謙虛、好學等等因素永遠都不需要我們存在多少天賦就可以
做到，我相信堅持好的人生態度會讓自己在成功道路上少一些彎路和抱怨，多
一些機遇和贊許。
四年了，我將要帶走的不僅僅是專業所學，還有從老師、同學那獲得的對
於做人做事的諸多理解。進入社會，書本上的學問所起的作用畢竟有限，而且
環境對於我們而言並不那麼寬容，所以學會做人至關重要。人們對於人才的定
義總是人為先，於在後，作為一名以大學生身份進入社會的人而言，學會做人
不僅是自身的要求，也是高等教育對於提升人綜合素質的應有體現。未來就在
眼前，需要你我共同去開創。年輕的我們，具有無限的能量，在人生的黃金年
代，要更多的打拼，而不是逃避，在不斷提升中閃耀自己的價值。大學曾像眼
前的未來一樣，讓我們懂憬萬分，但現在不得不說再見了。在這特殊的六月季
節里，我們在這裡肆意釋放著青春的激情，收穫辛勤勞作的累累碩果，寫下屬
於你我的時光紀念冊。
在這特殊的日子里，讓我們再次向中國文化大學致以最誠擎的祝福，祝福
文大永遠輝煌，永遠充滿生機！也感謝這四年師長的諄諄教誨，還有所有人的
幫助，哪怕缺少了一點點都不是完整的大學生活！謝謝大家！

尊敬的董事長、校長，現場及線上
的各位貴賓、師長、同學們：
很榮幸代表在校生向學長姊們表達
真摯的祝福，祝賀各位畢業生，經歷四
年來學習上的勤奮耕耘，如今，圓滿完
成學業，順利畢業。
今天是個激動人心，令人興奮的日
子。還記得大一剛入學時，自己青澀呆
傻的模樣嗎？轉眼間，輪到在場的各位，
面臨告別文大的一天，即將邁向各自的
康莊大道，創建下一個人生的里程碑。
在接下來的道路上，不再有熟悉的師長、
同學以及悠長的下課樂聲陪伴，在學這四年間，不論是全人學習點
數還是畢業門檻亦或是戀愛學分，我相信在座的各位畢業生們，肯
定都是相當拿手且得意的呢！告別青春，各位將展開人生全新的藍
圖，褪去過往稚嫩的模樣，轉變為成熟穩重的大人，離開校園面對
的是更多機會與挑戰，相信優秀並熱愛生活的前輩們，憑藉大學四
年的酸甜苦辣，所練就出的一切本領，在未來必定收穫卓越的成績，
來回報眾師長和母校的培育。
凝聚了四年美好記憶的文大，一路陪伴我們走過的師長們，傳
道、授業、解惑，教我們為人處世、熱愛生活、勤勉學習並活出生
命的價值，讓我們將無盡的恩情化作掌聲，感謝眾師長對我們學習
生涯所貢獻的一切。
今天絕不是圓滿的句號，而是開啟下一個人生篇章的分號。從
踏出校園開始，各位將帶著母校的肯定和勉勵走向漫漫人生路，勇
敢追逐你們的夢想，承載著師長、學弟妹們的祝福，願你們的未來
光彩奪目，在各個領域皆能嶄露頭角，成為最耀眼的那顆星。代表
華岡人實事求是、精益求精，傳揚「質、樸、堅、毅」的文化精神。
ご卒業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自分の好きな道を突き込ん
で、後悔のない人生にしていってください。
最後，敬祝所有學長姊們 前程似錦 一帆風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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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劇系江廷倫、國企系 4B 吳沛臻 引領全體畢業生宣讀畢業宣言
領先全大專院校推動畢業生宣言，今年
畢業生宣言將由國劇系江廷倫及國企系 4B 吳
沛臻擔任宣言代表，宣示承諾此時此刻畢業
後，將成為一個具獨立思考及有行動創造力
的人。
畢業宣言起源於 1987 年，在加州一所
州立大學，一群學生體認到個人的抉擇與行
為所帶來的影響，這些具有遠見及前瞻性的
學生策劃了一個宣示活動，而其宣言的意義，
是要幫助我們在步入職場之際，亦能思考工
作對社會及環境的影響及價值。今天畢業宣
言活動在美國與澳洲等地，有超過 150 多所

畢業生致詞代表

大專院校包括哈佛，史丹福及普林斯頓等，
共襄盛舉，並且受到高度的認同。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四年級
吳沛臻

下午場

在校生致歡送詞

中國戲劇學系四年級
江廷倫

下午場

行政管理學系四年級 黃詩媛

中國戲劇學系一年級 黃唯恩

董事長、校長、各位師長、貴賓、學弟妹們、
所有在現場以及在線上的畢業生大家好，我是畢
業生致詞代表 行政管理學系四年級黃詩媛。
記得 2018 的夏天我們帶著期待中又有些
忐忑的心情來到中國文化大學，聽著學長姐講述
著，自己在華岡不同且精彩的生活，傳授著大學
的生活技巧，卻忘了告訴我們如何排隊買口罩和
快篩，如何搶到打疫苗的資格。現在，四年一轉
眼就過去，沒想到寶貴的大學生活卻有兩年的時
間都在螢幕前渡過。
還記得大一時的我們參與社團系學會，沒
有口罩的隔閡，認識了無數朋友，陪著彼此夜
練、吃宵夜、偷看帥哥美女，欣賞全台北市最美的風景，體驗著全台北市最
神祕的黑箱，同時也被狂風爆雨擁抱著。
我們經歷了無數個颳風下雨，也看過雨過天晴燦爛的彩虹，有難得遇到
的下雪，還有一整排機車上的罰單，這些生活點滴，將是我們畢業後會懷念
的時光。
回想起四年來每一刻都值得我們去紀念，此刻真的感嘆著，時間過得好
快，我們準備好了嗎？準備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了嗎？準備好踏入一個全
新的生活圈了嗎？準備好高鐵再也不能買學生票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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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感謝家人，在這四年的時光，無條件支持著我們，陪著我們一同渡
過學生生涯的最後一段旅程。
祝福各位畢業生 健康平安求職順利以及最重要的畢業快樂 我們未來
見。

尊敬的董事長、校長以及現場的各位貴
賓、師長、同學及線上的老師、同學們今天，
我非常榮幸作為在校生代表上台發言。
我代表全體在校生向即將畢業的學長學
姐們表示最誠摯的祝福。
很榮幸與各位學長姐們ㄧ起分享你們收
穫的喜悅，當然也感受到離別的不舍。多少意
氣風發，多少歡聲笑語，都將在今天畫上ㄧ個
圓滿的句號，但是未來是以現在為起點。從今
天開始，你們將帶着期望走向漫漫人生之路。
我相信中國文化大學的學生，無論走到
哪裡，都能步上人生美麗的康莊大道。
學長學姐們，在你們青春肆意飛揚的時刻，請勇敢追逐你們的夢想
吧。
你們在未來的路上也許跌跌撞撞，但請記得，在這裡，有老師，有
學弟妹們的祝福。我們因文化驕傲、自豪，畢業之後，文化將因你們而引
以為傲。
學生時期，我們用眼淚去濕潤青春，用歡笑彩繪校園，接下來的人
生我們用努力裝飾它，完成獨ㄧ無二的人生巨作。
全體在校生也會以你們為榜樣，刻苦學習，勤於實踐，勇於創新，
爭取早日成才，與你們ㄧ起為中國文化大學爭光 ! 在今後的學習中，我們
會把握機遇，積極進取，用我們的
青春和智慧續寫輝煌的篇章。
謹代表學弟妹們，獻上衷心誠意的祝福，祝福你們在不久的將來都
能找到ㄧ個美好的人生方向。願在文大所發生的ㄧ切，都永遠刻畫在你們
心中。
我是中國戲劇學系ㄧ年級在校生代表黃唯恩 謝謝大家 !

畢業影像大募集 歡迎畢業生留下大學美好的回憶
校友總會體育館二樓有主題式布景
學務處、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會聯合舉辦
校友總會將於畢業季辦理 2022 青春永久～華岡

提供畢業生拍攝畢業照片，歡迎畢業生與學弟

感，提醒我們放慢腳步來感受生活，充滿溫度，

妹們一同來拍照留下大學美好的回憶。

令人著迷。

大恩館二樓復古擺飾畢業人形立牌

大恩館穿堂內將擺放復古擺飾、底片留言

人互動樂園，於畢業季當週 6 月 10 日 ( 五 ) 至

學務處課外組也在大恩館二樓推出，靜態

牆、拍貼機、畢業人形立牌等，等著各位畢業

6 月 11 日 ( 六 ) 於體育館 2 樓球場外室內空地，

藝術展區介紹，由於近年底片相機風潮復甦，

生們來合影留念。畢業了，四學分修滿修好，

接近景觀電梯，布置主題式布景和免費拍貼機

膠卷除了擁有數位相機無法取代的顆粒與復古

一同來留影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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