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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胡幼偉勉勵畢業生：時代越困難越要靈活

畢業快樂  我們未來見

王淑音校長勉畢業生：狂風吹不倒深層扎根的大樹 祝福畢業生鵬程萬里【文 / 李文瑜】文化大學新聞學系
第 56 屆畢業生畢業典禮 6 月 11
日在新聞系系館外舉行，這也是新
聞系首度突破傳統室內畢業典禮於
戶外舉行。因疫情關係，典禮雖縮
小規模，但學生及家長熱情不減，

吸引近百位師生及家長參加，見證
畢業精彩時刻。

新聞系實習媒體華岡電視台
則同時透過新聞系臉書實況轉播，
讓線上畢業生及家長都能一同共襄
盛舉。畢業生表示，在文大及新聞

系渡過的璀璨歲月，以及歡樂、艱
辛的生活點滴，也必將成為大家未
來最寶貴的青春回憶。

出席畢業典禮師長包括新聞
暨傳播學院院長胡幼偉、主任郭文
平，以及莊伯仲、夏士芬、陳慧蓉、
陶聖屏、陳雅琪、徐振興等師長，
他們除了一同到場祝福這美妙的時
刻外，同時也為畢業生進行正冠儀
式，代表著每位畢業生成功完成學
業。

胡幼偉致詞時勉勵同學，「時
代越困難大家要越靈活」，也希
望畢業生未來遇到問題保持冷靜，
多方位思考，並參考有用的相關資
訊，詢問師長及學長姐，新聞系的
學長姐將會是大家珍貴財富。胡幼
偉也期盼畢業生找到好工作，把新

聞系傳授的知識與技能發揮得淋漓
盡致。

郭文平也將 56 屆畢業生比喻
成國外野地裡常見的「雪降花」，
它們冬天藏在雪地裡，春天時便四
處綻放。郭文平表示，活潑、熱情
洋溢、做事勇往直前是新聞系畢業
生的代名詞，56 屆畢業生也擁有
非常好的新聞人特質，但也提醒大
家在衝得時候要小心不要衝過頭
了，每一步踏得穩後再往前進，
他也期盼 56 屆的畢業生將來依舊
懷抱著熱情，帶著熱情一步一步地
走完屬於自己的路，並在困境時培
養自己、累積自身實力，機會到來
時像雪降花一樣「突破逆境勇敢綻
放」。

畢業生致詞代表   英國語文學系四年級 B 班 李文燁                                              
收穫辛勤勞作的碩果  

寫下屬於你我的時光紀念冊
此時此刻站在這裡，代表所有畢

業生做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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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致詞代表       行政管理學系四年級 黃詩媛

畢業快樂 我們未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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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生致歡送詞   日本語文學系三年級 B 班 沈詩琦                                             
今天絕不是圓滿的句號  

而是開啟下一個人生篇章的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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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我們因文大而驕傲，
畢業之後，文大將因你們而自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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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生致歡送詞          中國戲劇學系一年級 黃唯恩                                             
祝學長姐在青春肆意飛揚的時刻  

勇敢追逐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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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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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將在今天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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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李文瑜】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6 月 11 日
在文大體育館舉行。面對兩年多來共同與學校走
過對抗疫情全過程的畢業生，王淑音代理校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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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祝福全體畢業生勇敢前
行，也謝謝家長們的支持與奉獻。

文大今年共有文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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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傳暨傳播學院、藝術學院、環境設計
學院、教育學院、體育運動健康學院及推廣教育
部的博、碩、學士班等近五千名學生畢業。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響，文大今年也不得不限縮實體畢
業典禮規模，搭配視訊直播方式分上下午兩場進
行畢典。

今年文大畢典，是由王志誠副校長首先為
博士班畢業生正披肩，再由王淑音校長為他們正
冠及頒授畢業證書；至於碩士班及大學部，則是
由各院系所選出代表參與實體畢典，再由各學院
院長親自頒發畢業證書及正冠。

王淑音校長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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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對於各位
畢業生可說是既感佩又心疼，首先向各位畢業生
及家長致上敬意。

王淑音校長說，最讓畢業生難忘的就是文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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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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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未來種種人生逆風，王淑音校長也與
畢業生分享她「剛柔並濟、培養韌性」的處世觀，
期盼大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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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大新聞系首度戶外畢典

文大今年近五千人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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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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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典禮曉園致敬
傳承與感恩，是每一場畢業典禮重要的意涵。

110 學年度畢業典禮在 6 月 11 日曉園舉辦致

敬典禮，由校長帶領師生代表，向張其昀創辦

人靈寢行三鞠躬禮，感恩張創辦人對華岡的努

力及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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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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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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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淑音校長：讓師生感受兩人對文大的貢獻

【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圖書館於六樓、五
樓新設張其昀創辦人及張鏡湖故董事長紀念展示
區，6 月 11 日舉行剪綵儀式。王淑音校長說，
展區開幕選在文大 60 周年的畢業典禮之日，非
常有意義。張創辦人及故董事長為文大扎根、打
基礎，也都熱愛讀書更是圖書館常客，展區設
於此處，可以讓師生充分感受兩人對文大的貢
獻。 

出席剪綵儀式的師長，包括出王淑音校長、
張海燕董事、王志誠副校長、方元沂教務長、李

亦君學務長、施登山總務長、陳維斌國際長、王
舒民資訊長、社科院趙建民院長、華岡博物館館
長劉梅琴等。

圖書館陳立文館長致詞表示，她很感謝王
校長同意以經費支持此計畫，圖書館特別找來專
業設計師，分別以「典雅」、「絢爛」風格打造
兩展區，希望未來能成為文大的文化展示中心。

王淑音校長說，她非常幸運能在文大六十
周年做了很多有意義的事，在畢典之日又參加了
這個很有意義的活動；王志誠副校長表示，設立

創辦人及張故董事長展區可以讓師生更知道感
恩，這是很重要的事，因為感恩正是未來做事的
基礎。

張海燕董事則帶來一幀創辦人與故董事長
同框合影的難得照片表示，兩人一生都離不開
書、都喜歡寫作。她並細數創辦人對文大的三大
貢獻：創辦文大、建立完整學術體系、以空前之
舉成立文大圖書館及華岡博物館；張故董事長則
為文大建立堅實財務基礎，並且做到「傳承而不
守舊、創新而不忘本」。

剪綵後，陳立文館長並為大家導覽兩展區。
創辦人展區是以 U 型意象書櫃為門面，進入後
即可見地板一幅創辦人繪製的「台灣全球戰略地
圖」，並分別展示創辦人著作、手稿、書桌及書
櫃等文物，意寓對學生進入世界、擁抱世界的期
盼；張故董事長展區則以象徵兩翼及打開書本的
V 型櫃為設計主軸，對映文大彩虹校景地板，希
望學生能打開書本，進而看到彩虹、天空乃至全
世界。

【文 / 楊湘鈞】中國文化大學與桃園大眾捷運股
份有限公司，6 月 6 日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文
大校長王淑音表示，文大與桃捷的合作進展非常
順利，希望未來雙方能有更好的聯結與發展；代
表桃捷董事長劉坤億出席的桃捷高級管理師馮瑜
華則帶來提供文大學生暑期有薪實習的好消息，

並表示簽約後立即推動實質合作。 
出席簽約儀式的桃捷貴賓一行除了馮瑜華

高管，還包括人力資源處張逸群經理及蔡易穎專
員、公共事務室林芸帆副管理師及盧韋任專員
等；文大師長包括王淑音校長、教務長方元沂、
資管系主任王福星、土資系主任李家儂、資傳系

主任陳又菁，以及資工系教授林世崧、電機系教
授王明浩等。

王淑音校長致詞表示，文大與桃捷「認識
不久，但進展很快」，在 4 月 19 日桃捷劉董事
長一行蒞臨文大，拜會本校陳泰然董事長，雙方
洽談有關智慧軌道產業的產學合作暨人才培育合
作的可能面向之後，文大緊接著即於 4 月 29 日
回訪桃捷並再次座談，直至此次簽約，進展很順
利，也期待未來更好的合作與交流。

馮瑜華高管則轉達桃捷劉董事長簽約後即
要實質推進與合作的期盼，並帶來桃捷將於今年
暑期提供有薪職場實習名額的好消息。

張逸群經理表示，包括資訊組、車輛廠、
電子廠及票務中心等單位均有實習名額，希望藉
此讓更多同學了解軌道產業，也希望文大相關科
系或是對於軌道產業有興趣的學生，都可報名參
與。

【文 / 李文瑜】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中
國文化大學王淑音校長與純萃整合設計有限公司
張益壽董事長，5 月 31 日合作簽訂「台灣 AI 綠
能校園與循環農業產學合作示範計畫」，未來文
大將與多家企業及單位共同合作，成立氣候變遷
及循環農業產學合作中心，希望以文大校園為中
心，結合永續綠能產業與專家，打造文大成為國
際綠能大學典範。

今天出席簽約儀式的業界代表包括張益壽
董事長，以及台灣低碳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張三
河、宏智國際文創股份有限公司韓佳宏董事長及

神農獎得主、中華民國傑出農民協會秘書長李振
輝等人，文大則有王淑音校長、施登山總務長、
社科院趙建民院長、行管系余小云教授、文大台
商中心執行長杜長樹等師長。

王淑音校長致詞時表示，文化大學近幾年
來相當重視永續發展與社會責任，成效斐然。根
據網路溫度計最新統計，致力推廣永續教育的文
化大學，在網路聲量上勇奪全台各大學院校之
冠，也顯見文大致力推展 SDGs 永續校園的成
果，希望成為台灣永續、綠能校園的標竿學校。

張益壽董事長指出，文大相當有遠見與魄
力，願意提供各項產學合作計畫，他代表企業肯
定學校致力投入的努力，也希望這項計畫能成為
國內各大學院校的典範，這是非常重要的里程
碑。

社科學院趙建民院長指出，這項合作計畫
是依據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與「SDGs 永續校園計畫」，導入綠能環
保相關產業企業配套研發技術，設置校區示範展
示基地，配合政府 2050 淨零碳排目標，以文大
校園為中心，結合產業永續綠能發展各項專家，
打造文化大學成為國際綠能大學典範。

依據計畫，未來將分二階段推動執行，包
含五個項目主計畫及十三個配套計畫，預計一年

內將所有示範項目建構完成，成為台灣首座綠能
校園示範大學。包括十二家企業與氣候變遷學會
及傑出農民協會等共同參與這項合作計畫，這也
是全國第一個集合產官學專家與全面性跨產業領
域、共同合作推展 SDGs 永續校園的示範計畫，
期以推進文化大學成為台灣永續校園標竿的學校
目標。

主計劃項目包括薄膜綠能發電、綠能儲電
設備、電動車充電樁、微風力垂直發電、屋頂離
地有機種植，預計投入計畫資金將達兩億元左
右；相關配套計畫包括：屋頂發電綠藻減碳、屋
頂太陽光熱系統、牆面垂直薄膜發電、牆面平板
綠藻發電、廢棄物循環再利用、微納米氣泡超濾
膜淨水、環保餐具循環利用、都會家庭陽台菜
園、量子光波節能、再生農業契作銷售、碳權憑
證綠電交易、無毒農產品綠色消費、量子機能性
商品開發等項目。

未來也計畫以文大校區為核心，延伸成為
示範計畫擴及陽明山國家公園，成為全台首座綠
能低碳國家公園示範基地，並結合產業永續綠能
發展各類產業專家學者，配合學校舉辦永續綠能
學程，帶動地方民眾與社會組織共同參與，攜手
為達成淨零碳排目標共同努力。

【文 / 李文瑜】文化大學 6 月 11
日畢業典禮，中國文化大學校友總
會為慶祝畢業生此刻成為校友，特
別在大孝館二樓舉辦畢業影像大募
集，並在留影區邀請學校師長簽名
祝福，自左至右依序張海燕董事、
王淑音校長、彭誠浩董事及師長簽
名後，也親切地與畢業生合影留

念，祝福學生鵬程萬里。
校友總會舉辦的影像大募集活

動，邀請畢業生現場拍照並上傳校
友總會粉絲專頁，即可以領取小禮
物，現場同學踴躍參與，計有 108
則照片上傳。

校友總會也提供便利貼讓同學
們留言，有的祝福前程似錦、有的

祝福鵬程萬里、有的訴說自己對學
校的感情，感覺畢業生們對未來、
對同學、對學校，都有非常多的感
觸。

校友總會在現場準備拍貼機供
畢業生拍照留念，有四種不同的校
景相框可選，畢業生們開心的排隊
使用拍貼機，並且對各校景相框饒

富興趣，同學們對校友總會提供的
服務十分滿意。

校友總會歡迎畢業生加入校友
會，祝福各位畢業生鵬程萬里、前
程似錦。

文大圖書館新設創辦人及張故董事長展區 文大桃捷簽產學合作意向書 拚「就業力」提供有薪實習嘉惠學子

AI 綠能校園與循環農業產學合作起跑 打造文大成為綠能大學典範

校友總會募集畢業影像 彭誠浩、張海燕董事及王淑音校長齊獻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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