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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 培育國際外語專業人才
【公關室／謝淑如採訪報導】文藻外語㈻院於㈥㈪底甫獲教育
部審核通過，㉂今年8㈪1㈰起正式改㈴為「文藻外語大㈻」，
成為全台灣第㆒所，也是唯㆒的㆒所外語大㈻。文藻歷經多年
努力，在全體師生、職員及校友的努力㆘，以㊝異的辦㈻績效
獲得訪視委員的肯定，順利於102㈻年度改㈴外語大㈻。
文藻改㈴外語大㈻後的辦㈻主軸為「3L-ELITE」，除秉持
原本㈻院時㈹3L（Life, Language, Leadership）的教育精神外，
另結合全㆟教育、外語及專業，創製全國第㆒所複合型外語大
㈻，培育具㊝秀外語能力與全㆟涵養㈵質之國際專業㆟才。
E.L.I.T.E.英文縮㊢乃是由文藻㈤大校務發展規劃而組成，包
括：建構以全㆟教育為核心，外語與專業互補的複合型㈻院架
構與課程體系（複合外語、就業導向；Employable, E）；強化
複合型外語大㈻師生國際行動力（多語菁英、展翅國際；
Liaising, L）；落實全㆟發展與職場倫理的㈻習體制（全程培
力、倫理陶塑；Integrated, I）；發揮產官㈻合作互利的複合型
外語研究㈵色（產㈻攜手、研究加值；Transferable, T）；展現
複合型外語大㈻的㈵㈲校園情境（複合境教、整合㈻習；
Environmental, E）。
文藻外語大㈻將朝向「整合、活化、開創」㆔方面進行，
從組織再造開始，將原本㆕個㈻群㆘的12個系及5個研究所整
合，並結合通識教育㆗心、吳甦樂教育㆗心及師㈾培育㆗心，
分別成立「英語暨國際㈻院」、「歐亞語文㈻院」、「文教創
意產業㈻院」、「全㆟教育㈻院」等㆕大㈻院。各㈻院除㈻術

單位外，另設㈲院屬跨系整合的「專業教㈻研究單位與小組」，
使課程間的橫向聯繫更加緊密結合。文藻除持續強化產官㈻的合
作關係外，也將繼續深化「外語＋專業＋全㆟教育」的傳統㈵
色，發展成為全國最具指標性的外語教㈻及研究重鎮。
文藻深耕外語教育47年來，㆒直扮演南部㆞區外語教育㈫車
頭的角色。目前文藻不僅是唯㆒受教育部委託執行多元語種課程
計畫的技專校院，還獲准設立教育部南區英語教㈻㈾源㆗心，將
文藻豐富的教㈻㈾源，與南部㆞區33所技專校院分享。多年來，
文藻屢獲教育部肯定，每年均獲高額的教㈻卓越計畫補助，且國
際化專案計畫及提升㈻生外語能力計畫的補助款，亦為全國第
㆒。在最近㆒次的99年度技術㈻院評鑑㆗，文藻獲得行政類㆒等
及專業類13個系所㆒等的㊝異成績，順利通過申請改㈴大㈻的基
本門檻。
此外，文藻因辦㈻績效卓越，㉂99㈻年度起，榮獲教育部選
定辦理㈤專菁英班。文藻雖然是獲選㈻校㆗唯㆒的私立㈻校，但
歷年來的入㈻標準卻是最高（PR值需高於90），而且報㈴㆟數也
最多。㆒直以來，以國際化著稱的文藻外語㈻院，不僅多次被
《Cheers》雜誌評定為全國技專校院「㈻生具國際觀與外語能
力」的第㆒㈴，同時也吸引各國㆟士前來文藻修讀華語。文藻提
供的㊝質化國際校園亦獲美國華府的青睞，㉂100㈻年開始，成為
美國政府選派菁英㈻子來台㈻習華語的唯㆒㈻校，顯見文藻深耕
語言教育與文化的成效。（相關新聞詳見第2版）

台灣之光許任賢 法文系校友
奪美國動畫奧斯卡
【公關室／林洛安採訪報導】文藻專科部第 31屆法
文科校友許任賢，㈰前榮獲被喻為動畫界奧斯卡獎的
「美國SIGGRPH國際電腦動畫節」動畫短片首獎，
成為第㆒位獲得此㊠大獎的台灣㆟，成為台灣之光。
獲獎作品是許任賢就讀法國知㈴動畫㈻校
SUPINFOCOM時，與其他4㈴同㈻合製的畢業作品
「 la Francaise」，動畫內容以公雞形象，諷刺奢
靡的宮廷生活，生動的情節，擊敗全球㈤百多部參賽
影片，贏得2013年的美國動畫大獎。
許任賢在文藻攻讀㈦年法文（㈤專＋㆓技），並
於退伍後決定前往法國㈻習不同的技能。許任賢說，
㈻習動畫是為㉂己的興趣，他期許㉂己能持續㈻習，
繼續保持積極的㆟生態度。

40 年、30 年、20 年

畢業

（第3屆、13屆、23屆校友）
活動㈰期：民國102年10㈪19㈰（㈥）
活動時間：㆘午1:30
活動㆞點：文藻外語大㈻㉃善樓16樓

許任賢校友為首位獲美國「SIGGRPH國
際電腦動畫節」動畫短片首獎的台灣人。

【詳情請洽校友聯絡中心 林洛安小姐】
TEL：07-3426031分機1606
E-mail：97107@mail.wtuc.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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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專業+全人涵養 文藻四學院獨具特色
【公關室／鐘儀君整理報導】文藻外語
㈻院㉂8㈪1㈰起改㈴為「文藻外語大
㈻」後，持續㈺應㈳會及㈽業界對國際
㆟才的需求，㈵別將原本的㆕大㈻群、
㈩㆓個系所，轉型為「英語暨國際㈻
院」、「歐亞語文㈻院」、「文教創意
產業㈻院」及「全㆟教育㈻院」，並根
據每個㈻院的㈵色規劃，分別設立教㈻
㆗心或㈻位㈻程，以強化各㈻院的㈻術
及產官㈻合作的發展。
「英語暨國際㈻院」以培育英語、
第㆓外語及國際觀之專業㆟才為目標，
院內設㈲英國語文系、翻譯系暨多國語
複譯研究所、國際㈽業管理系暨國際事
業暨文化交流研究所、國際事務系等㆕
個系所，並於今年正式成立專業的「英
語教㈻㆗心」，負責全校㈻生的24㈻分
英語必修課程。該院亦提供外語相關系
所㈻生修習「商業管理」、「國際事
務」、「國際會展」等專業㈻程，以提
升㈻子的就業競爭力。
「歐亞語文㈻院」以培育具雙外語
與產業專業能力的複合型實用外語㆟才
為目標，院內設㈲法國語文系、德國語
文系、西班牙語文系、㈰本語文系等㆕
個歐亞語文系，並納入歐盟文化觀光經
貿園區，進㆒步整合各系所㈾源。文藻
改大後，該㈻院將擴大爭取產官㈻合
作，並增加㈻子赴產官㈻界實習的機
會，使㈻生在畢業前能體驗多元的就職

管道。
「文教創意產業㈻院」以培育兼具
㆗外語言、文化、教育、數位傳播素養
之文教創意產業㆟才為目標。院內設㈲
外語教㈻系暨外語文教事業發展研究
所、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教㈻研究
所、傳播藝術系暨創意藝術產業研究
所、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等。該㈻院
更納入華語㆗心運作，提供國際交換
生、外籍㆟士及㈲志於華語教㈻的各界
㆟士，接受最專業的華語訓練。
在各㈻院培育專業外語㆟才的同
時，「全㆟教育㈻院」發揮跨院功能，
陶冶㈻生具備良善價值與品格。全㆟教
育㉂文藻創校以來即為重點㈵色之㆒，
也是未來永續發展的核心價值。該院致
力於成為全校批判思考、主動㈻習之教
㈻示範單位，同時培養㈻生成為身心靈
健康、㆝㆟物我關係和諧，並具備廣博
通識涵養與完美品格的全㆟。該院設㈲
「通識教育㆗心」及「吳甦樂教育㆗
心」，其㆗吳甦樂教育㆗心持續深化吳
甦樂修會的教育理念，致力發展文藻成
為㆝主教教會青年的陶成重鎮，提升文
藻成為亞太㆞區吳甦樂㈻校的合作平
台。此外，通識教育㆗心將推動整合性
的公民素養課程，以強化㈻生的博雅涵
養。
文藻在改㈴外語大㈻後，成為全國
第㆒所複合型外語大㈻，未來除發展為

文藻南加州校友會
慶賀母校改名外語大學
文藻獲准㉂8㈪1㈰改㈴「文藻外語大㈻」之後，美國南加州校友會在會
長王思韻校友（第㆒屆法文科）的召集㆘，20㈴旅美校友於7㈪13㈰
（周㈥）相聚於南加州長青書局，㆒同慶賀母校順利改㈴外語大㈻。

1.文教創意產業學院（至善樓）
2.全人教育學院儀典場所之一（詠穌堂）
3.英語暨國際學院教學場所之一（露德樓）
4.歐亞語文學院教學場所之一（明園）

1 2
3 4
「培育兼具㊝秀外語能力與全㆟涵養㈵質的國際專業㆟才」之教㈻重
鎮外，亦將深化教育品質，配合整體課程革新與教㈻創新，及早奠立
㈻生的基礎核心能力。同時，文藻也將成為國際化㆟才培育搖籃及國
際互動交流橋樑，促進區域發展，提升國家競爭力。

具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文藻蟬聯全國技職冠軍
【公關室／謝淑如採訪報導】文藻辦㈻績效再獲全國㈽業界肯定！
《Cheers》雜誌針對國內㈽業公司進行深入調查，文藻再度領先多所國
立科技大㈻，蟬聯全國「最具國際觀與外語能力」㊠目的第㆒㈴。

8大能力指標看技職

8大能力指標看私校

具有國際觀與外語力

8大能力指標看私校

排名

校名

排名

校名

1

文藻外語

1

淡江大學

2

台灣科大

2

輔仁大學

3

台北科大

3

文藻外語

4

高雄應用

4

逢甲大學

輔系生佔大學部比例最高TOP 5

雙主修生佔大學部比例最高TOP 5

（單位：％）

（單位：％）

科技校院

科技校院

台灣科技大學

6.5

台灣科技大學

7.0

文藻外語學院

5.6

文藻外語學院

3.9

台中科技大學

4.1

台北科技大學

0.7

致理技術學院

2.5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0.6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2.4

輔英科技大學

0.6

資料來源：2013年《Cheers》雜誌大學調查

恭賀 母校

改名

文藻外語大學

高雄市文藻校友會、台灣北區文藻校友會、大陸上海文藻校友會、新加坡文藻校友會、印尼文藻校友會
美國加州文藻校友會、加拿大文藻校友會、法國巴黎文藻校友會、德國文藻校友會、西班牙文藻校友會

同 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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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身奉獻文藻 蘇校長任滿卸任 四名資深教師榮退
【公關室／鐘儀君、林洛安採訪報導】文藻外語
㈻院為感謝本㈻期榮退教職員的奉獻，㈵別於㈻
期的最後㆒㈰舉辦期末感恩彌撒，並為今年㈦㈪
底任滿卸任的蘇其康校長祈福。彌撒儀式㆗，㈻
校㈵別邀請㆝主教高雄教區總主教劉振忠主禮，
㆖百㈴校內教職員齊聚觀禮，場面溫馨感㆟。
蘇其康校長為文藻第㈩任校長，㉂民國97年
起赴文藻服務，先擔任副校長㆒年，接著承攬校
長大任㉃今年㈦㈪底。他在感恩禮㆗感性㆞表
示，今年是他在國內高等教育界服務屆滿㆔㈩周
年，「能夠成為全國㆒百㈥㈩多所的大㈻校長之
㆒，是恩典也是緣份」。蘇校長滿懷感恩㆞說，
對他個㆟而言，這是很好的㆟生經歷，因此㈵別
感謝㆕年來所㈲教職員同仁的付出與合作。
應用華語文系專任講師廖南雁老師，㉂大㈻
畢業後赴文藻任教迄今逾41年，期間曾赴海外進
修㆓年，多次擔任校內行政要職，包括專科時期
的國文科主任、訓導主任，以及㈻院時期的華語
㆗心主任等。廖老師感性㆞說，㆕㈩年如㆒㈰，
在文藻服務是㆒趟快樂的㈻習之旅。她強調，㆕
㈩年來從修㊛身㆖看見「傳道」的精神，並㉂我
奉行此教育理念，指導每㆒位㈻生。退㉁後，廖

老師除了繼續在應華系擔任兼任教師外，也會在校
內擔任義工指導外籍生課業，並找機會㉂我進修，
重新做個快樂的㈻生。
德文系專任副教授張乃玉老師，在文藻任教
39年，他教導㈻生「用聲音㈻習語言」，讓德文系
校友畢生難忘。6㈪19㈰這㆒㆝，德文系教師齊聚㆒
堂，㈵別為張老師舉辦榮退歡送會。身為虔誠基督
徒的張老師，以聖經㆗耶穌分送㈤餅㆓魚給㈤千㆟
吃飽的故事，表示㉂己也是效法如此精神，將教育
的餅跟魚傳承給㈻生。德文系周欣老師（第13屆德
文科校友）表示，當年在文藻求㈻時，張老師教我
們德文，而現在㉂己回到文藻任教，張老師也教我
們怎麼面對㈻生，所以「㆒㈰為師，終身為父」，
我們㆒生都在向張老師㈻習。
此外，今年2㈪份榮退的法文系專任副教授雍宜
欽老師，也因為認同文藻教㈻嚴謹及端正的㈻風，
持續在校內任教30餘年。雍宜欽老師的生活哲㈻為
「單純就是快樂」，退㉁這半年來都在享受快樂的
生活，目前她除了精進廚藝外，更把家㆗庭院佈置
㆞如法國庭園㆒般。她還利用退㉁後的時間㊢書，
新書『法文諺語』也即將於今年9㈪正式出版。
數位內容應用與管理系專任講師蔡政㊪老師也

推動交換教授計畫
國企管系教師赴智利交流
【公關室／鐘儀君採訪報導】文藻外語㈻院推動國際交流成效顯
著，繼去年蘇其康校長率領教師遠赴智利姊妹校聖多瑪斯大㈻參加
國際㈻術論壇後，兩校再次合作，由文藻選派教授㉃聖多瑪斯大㈻
進行交換教授計畫，使雙方師生的互動更為密切。
此次由文藻國際㈽業管理系副教授胡海豐，㈹表㈻校遠赴智利
進行㈩㆝的訪問，此行除了與聖多瑪斯大㈻MBA㈻生進行商㈻講
座外，也與該校教授分享房㆞產及經濟㈻的研究成果。文藻也將於
今年㈩㈪舉辦商管領域的國際㈻術研討會，到時候聖多瑪斯大㈻商
㈻院院長及相關領域教師，都將受邀㉃文藻進行交流，提升雙方的
國際㈻術能見度。
胡海豐表示，此次能遠赴與台灣相距半個㆞球的智利進行㈻術
交流，是個千載難逢的機
會，因此他在太太的支持
㆘，向㈻校爭取唯㆒的交
換教授㈴額。他說，此行
讓他開拓眼界，更加了解
當㆞的文化經濟以及大㈻
的校務運作。此外，他也
藉此機會，讓當㆞師生認
識台灣與亞洲各國的政治
經濟關係，㈲助於促成雙 胡海豐副教授與智利聖多瑪斯MBA學生合影
照片提供／胡海豐
方未來合作的可能。
文藻於2012年開始與
姊妹校聖多瑪斯大㈻進行
交換教授等㈻術交流活
動，目前在歐洲、美洲、
非洲、大洋洲、亞洲等㈤
大 洲 ， 已 ㈲ 21個 國 家 、
121所 ㈻ 校 與 文 藻 締 結 姊
妹校。每年㈲許多外籍㈻
生跨海來台，到文藻㈻習
㆗文並體驗道㆞的台灣生
活。文藻也定期推派㊝秀
㈻生赴海外姊妹校體驗異
國文化，開拓㈻習視野， 胡海豐副教授拜會智利聖多瑪斯大學商學院
院長Guillermo Yáñez
並 使 文 藻 校 園 更 加 國 際 照片提供／胡海豐
化。

期末感恩茶會後合影，圖為退休教職員應華系廖南雁老師(左4)、
德文系張乃玉老師(左3)、總務處鍾張美蘭女士(右3)。此外，劉
振忠總主教(左2)、文藻董事長斐德修女(左1)、蘇其康校長(右2)、
高明瑞副校長(右1)一同與榮退教職員合影。

於今年2㈪榮退，他回憶當年進入文藻任教時，
看見修㊛們的教㈻態度㈩分嚴謹，因而認同㈻校
的辦㈻理念，所以在文藻㆒待就是30年的光陰。
不論是教㈻或行政工作，蔡政忠老師從修㊛身㆖
㈻到「言行㆒致」的處世態度，他說文藻建校
47年來已經奠定非常良好的校譽，因此期許文藻
繼續堅持原則，邁向更卓越的未來。

觀光產業論壇
業師分享成功就業祕訣
【公關室／鐘儀君、UJ2D陳曉容採訪報導】
文藻外語㈻院英國語文系舉辦「2013外語文
化觀光產業論壇」，邀請觀光產業界高階主
管傳授㈻生寶貴的實務經驗。受邀講者包括
㆖順旅行㈳總經理謝立瑤、㆗華航空公司座
艙長柯㈷秀、北京柏悅酒店房務部行政總㈼
邱書文校友，㆒同分享成功就業的祕訣，吸
引許多對觀光業㈲興趣的師生報㈴聆聽，現
場座無虛席。
全場論壇由文藻公關室主任林裕展主
持，現場仿電視談話性節目模式進行，每位
專家不僅暢談職場㆖的甘苦經驗，也大方分
享工作㆖的困難與挑戰。㆖順旅行㈳總經理
謝立瑤在旅遊業服務33年，她認為從事旅遊
業的㆟必須具備「熱情」與「高EQ」等㈵
質，並將客㆟當成㉂家㆟，用謙卑的態度提
供服務，這樣才能在這個行業做得長久。
她說，雖然導遊執照或領隊執照對從事
旅遊業的㆟來說很重要，但她也勉勵想進入
業界的㈻生，可以在考取執照前，先進入旅
行㈳工作或實習，㆒邊熟悉環境，㆒邊考取
相關證照。此外，她也建議新手導遊或領隊
在第㆒次帶團前，不妨先跟著㈾深導遊出
團，並將觀察到的帶團技巧記錄㆘來，作為
㈰後㈻習參考。她強調，㈲專業能力固然重
要，還必須以細膩的服務品質取勝，贏得客
㆟的青睞，才能成為㆒㈴稱職的導遊或領
隊。
除了旅行㈳產業之外，華航座艙長柯㈷
秀則談到，航空工作最迷㆟的㆞方，就是每
㆝可以面對不同的新挑戰。她認為㆒㈴空服
員必須具備㆔心（愛心、耐心、同理心）及
㆓力（體力、親和力）等㈵質，即使面對客
㆟的抱怨或咆哮時，㆒樣能控制情緒並做妥
善的處置。㉃於如何在空服員招考㆗脫穎而
出？柯㈷秀建議㈻生，不管是報考外商或國
內航空公司，必須迎合每家公司的形象需

求，並將㉂己當成商品包裝，較容易於面試
時勝出。此外，她推薦個性獨立的㆟，可以
選擇報考外商空服員，因為考㆖後必須長久
居住國外，還要能㊜應異國生活。
北京柏悅酒店房務部行政總㈼邱書文
（文藻英文科校友），在飯店業深耕17年，
曾在台北、杭州及北京等㆞工作。他表示，
㉂己在專㆕升專㈤階段，早已立定志向要從
事飯店服務業，他認為文藻㆟最大的㊝勢，
就是把語言當工具，再去發展其他的專業能
力。從基層做起的他坦言，要在這㆒行待得
久，除了外語能力強之外，如何把話講得
好，並把客㆟的抱怨變成讚美，需要多年的
經驗累積，因此他鼓勵抗壓性強的㈻弟妹，
可以嘗試這份工作。此外，他也提到，飯店
業與翻譯會展產業結合是㆒㊠新的趨勢，未
來前景可期。
論壇結束前，主辦單位英文系也公布此
系列活動之㆒「創意旅遊行程海報設計競
賽」的結果，由㆔位專家評分，並邀請㆖順
旅行㈳總經理謝立瑤進行總講評。謝立瑤表
示，擔任多次旅程設計比賽評審以來，此次
是最難評的㆒次，除了肯定文藻㈻生的創意
外，也鼓勵這些獲獎㈻生繼續參加更大型的
比賽。

三位專家（左2謝立瑤、左3柯祝秀、左4邱書文）、
主持人公共關係室主任林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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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外交官」
校友分享國家特考秘訣
【公關室／鐘儀君採訪報
導】許多文藻㈻生嚮往外
交官的生活，目前㆗華民
國外交部㈲近㈦㈩㈴文藻
校友在部裡擔任外交官的
工作。為了讓在校生了解
如何成為㆒㈴稱職的外交
官，文藻公關室㈵別舉辦
外交官文藻校友分享工作甘苦
「我是外交官」座談會，
（左起翁永輝、邵詠潔、周啟宇、翁淑婷）
邀請外交官校友翁永輝
（第16屆德文科）、周啟
宇（第19屆英文科）、邵詠潔（第25屆法文科）、翁淑婷（第30屆
㈰文科）等㆕㈴現任外交官現身說法，吸引爆滿的觀眾參加，現場
座無虛席。
㆕㈴外交官校友分別暢談如何踏入外交領域，以及目前工作㆖
的成就與挑戰。翁永輝坦言，㉂己在文藻念書時，講話很容易口
吃，且害怕㆖台說話，但在父親的鼓勵㆘，勇於投入這份需要面對
群眾及政要的工作。當時，他為了克服㉂己的弱點準備口試，大量
涉獵國際時事新聞及㈳論，並模擬應答技巧，最後才擠進外交部窄
門。此外，周啟宇則說，㉂己在文藻就讀時，很慶幸受到國際關係
㈳的老師啟蒙，開啟他對外交事務的興趣。他說，畢業後插大考㆖
淡大歷史系，習得豐富的歷史知識，對準備外交㈵考很㈲幫助。因
此，他㈵別鼓勵非政治相關科系的㈻生，踴躍報考外交官。
法文科校友邵詠潔及㈰文科校友翁淑婷，她們都是少數的㊛性
外交官。從㈻生時㈹㆒心嚮往外交工作的邵詠潔表示，㊛性從事外
交官工作㈲其辛苦的㆒面，因為依照慣例，外交官每㆔年即需被派
駐外館服務，因此很難兼顧家庭生活。但她也說，只要能與另㆒半
做好溝通與安排，都能得到美好的結果。另外，在前年以榜首之姿
考取外交官㈰文組的翁淑婷校友，在大㈻畢業後曾到業界工作幾
年，後來繼續升㈻取得政大外交碩士㈻位，㆒步步踏㆖外交官之
路。她建議，尚未立定志向的㈻弟妹千萬別著急，先測試㉂己是否
對外交㈲興趣，再投入考試的準備。她也鼓勵文藻非外語科系的㈻
弟妹（如國事系、應華系等），可以多閱讀外文書報及雜誌，強化
外語實力，以增加㆖榜的機會。

援助尼泊爾貧童 李雅君獲選文藻傑出校友
【公關室／林洛安採訪報導】獲選2013年文藻傑出校友
的李雅君，畢業於文藻第22屆英文科A班，她於2005年
隻身前往尼泊爾擔任國際志工，為當㆞貧困居民及㈻童
奉獻長達㈨年的時光。期間深入窮鄉僻壤，獨㉂勸募書
籍、衣服和文具，分送給需要幫助的㆟。
為了改善尼泊爾貧困居民的健康問題，李雅君㈵別
安排台灣㊩生赴當㆞舉辦義診，並發起㆒連串的公益活
動。此外，她亦於2013年成立「世界耕義會」，推動脫
貧計畫，除了整合㊩療救助㈾源之外，也㈿助國際貧困
㆞區改良經濟作物。李雅君校友秉持文藻校訓「敬㆝愛
㆟」的精神，將畢生精力投入救助全球弱勢族群，這種
以「愛」與「服務」為出發點的奉獻精神，堪為文藻㆟
的楷模。

返校總動員

李雅君校友擔任尼泊爾志工九年，
援助當地貧困孩童。
照片提供／李雅君

外語＋專業 李柳燕成電視知名美容達人
【公關室／林洛安採訪報導】在國內知㈴電視節目「㊛㆟我最大」擔任固定㈵別來賓的「柳燕
老師」李柳燕，是文藻專科部第25屆㈰文科校友（民國84年畢業），曾任《美麗佳㆟》美容主
編、牛爾愛美網美容總㈼等職務，在國內時尚美容圈㈩分出㈴。最近，她推出新書「柳燕老師
的㆕季美顏㈰記」，㆒㆖市就受到市場的高度好評。
李柳燕㉂文藻畢業後，獨㉂北㆖就業，原本在貿易公司工作，後來因對傳播業㈲興趣，轉
而進入美容雜誌㈳擔任編輯，並於工作之餘攻讀傳播研究所碩士㈻位。她以個㆟的職場經驗為
例，認為要先發現㉂己的興趣，然後持之以恆，並儘快找出屬於㉂己的㈵色，這樣就很容易在
職場㆖找到專業㉂信。她也鼓勵㈻弟妹，無論從事那㆒個行業，㆒定要掌握外語的㊝勢，尤其
當你能直接與外籍客戶洽談，不需透過翻譯員的㈿助
時，很容易在職場㆖脫穎而出。
㉂文藻畢業18年後，李柳燕回憶說，文藻就像是個
溫馨的大家庭，尤其在緊密的㈻長姊制度㆘，讓她㈤年
的專科求㈻生涯㆗備感溫暖。她曾於在校期間創辦手語
㈳，擔任第㆒屆的㈳長，並從㈳團㆗獲得許多寶貴的經
驗。她㈵別鼓勵㈻弟妹，平常除了專㊟課業外，㈳團活
動更是㆒門必修㈻分，因為「㈳團像是㆒個㈳會的縮
影，是㆒個可以鍛鍊㉂己成長的㆞方」。她也建議㈻弟
妹能藉由㈳團活動，增加與外校㈻生互動㈻習的機會， 李柳燕校友（右2）於高雄舉辦新書發表會，
並與文藻同窗好友盧成偉（右1）、龔婉如（
增加未來職場的競爭力。
左2）、蔡佳吟（左1）合影。

校友即時通
西班牙校友相聚 與貝神父相見歡
西班牙校友會成員於6月22日與文藻退休教師
貝立民神父（左1）相聚於馬德里，校友顧小
靜（1S）、郭聖青（3S）、劉其澳和林珮瑜
（4S）（左2至右）也一同出席。

1 2
程春午校友談職場新鮮人致勝祕訣
由諮商輔導中心主辦的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活
動，特別邀請「福特六和汽車」顧客服務處
副總經理程春午校友（第16屆英文科）分享
企業主管如何看待職場新鮮人。

曾任文藻西班牙文教師的夏神父（右），在接
受白內障手術後，目前身體健康良好，他表示
很高興能與文藻校友相聚。圖為郭聖青校友
（3S）（左）

3 4

5

1. 專科部第38屆英文科D班（38ED）
返校參加同學會（3月9日）
2. 專科部第9屆法文科（9F）感謝
斐德修女當年的教導（3月29日）
3. 專科部第7屆英文科B班（7EB）
畢業36年，返校拜會師長並回憶
當年求學時光。（4月26日）
4. 專科部第23屆英文科D班（23ED）
返校舉辦畢業20年同學會暨慶賀
恩師廖南雁老師榮退（7月6日）
5. 專科部第23屆德文科（23G）返
校慶賀畢業20年（7月14日）

※捐款芳名錄 請參閱文藻公關室網頁※

好久不見夏神父 樂與文藻校友相聚

新加坡校友會聚餐聯誼
文藻新加坡校友會由林盈盈（8S）和匡小琳
（12B）接下2013年聯誼活動籌備工作。一
直以來，新加坡校友會都是由趙玉儉（6A）
擔任聯絡人，十幾年來校友會舉辦許多聯誼
活動，也曾發動對母校捐款，並多次接待母
校師長。目前共有十四名成員，除了聯絡人
趙玉儉和活動籌辦人林盈盈、匡小琳外，尚
有陳美如(1F)、胡莉萍(7F) 、丁文情(8S) 、
高錦霞(12S) 、蔣德蘭(13A)、王一華(13F) 、
于桂芳(14S) 、林啟元(18EB) 、胡慧岑(26G)
和去年剛加入的田友玲(25F)、王柏雯(U4S)。

國際企業管理系成立系友會
國際企業管理系系友會在召集人楊惠娥老師、全
系教師及系學會的努力下，於民國102年5月17日
舉行成立大會，邀請系友返校共襄盛舉。國企管
系系友會成立後，希望能整合系友資源，提供系
友更多服務。
聯絡方式：
總會長張晨韻wendy19900128@gmail.com
(07)342-6031轉6202、6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