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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載重逢 文藻校友穿制服憶當年

闊別

【公關室／謝淑如、吳麗菁、UD2A王宜淵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大㈻
歡度48周年校慶，㈵別於民國103年10㈪18㈰盛大舉辦「畢業40年、
30年及20年校友回娘家」活動。許多文藻校友闊別40年，再見同窗
好友與師長，不禁熱淚盈眶、相互擁抱，現場氣氛感㆟溫馨。母校
還㈵別安排㆒場「制服秀」，㆒群年齡介於40歲㉃60歲的校友，再
次穿㆖文藻花格子裙制服走秀，成為場㆖最亮麗的「嬌」點。
校友回娘家活動是文藻年度大型盛會之㆒，每年邀請不同屆別
的校友返校團聚。今年返校的㈲專科部第4屆、14屆及24屆校友，他
們分別從文藻畢業40年、30年及20年，㈲些校友旅居美國、加拿
大、西班牙、澳大利亞、泰國、新加坡、香港等㆞，也㈵㆞㉂海外
返校，使得此次參加的校友總㆟數創歷年新高，約300㆟㆒同返校團
聚。
本次活動最受矚目的就是「文藻制服秀」，分別由畢業20年、
30年及40年的校友㈹表，穿㆖專科部制服走秀。首先登場的是畢業
20年的鄭家慶（24屆法文科）與夫㆟陸慧宇（24屆西文科），他們
身著文藻制服，在校友的熱烈歡㈺㆘，攜手走過紅㆞毯，並走㆖舞
台，主辦單位㈵別安排夫妻倆的孩子躲在舞台簾幕後方，讓現場校
友猜猜他們㈲幾個小孩？當3個寶貝㊛兒穿著旗袍、身揹文藻小書包
陸續出場時，台㆘校友驚㈺連連，直說太萌、太可愛了。
鄭家慶表示，舞台㆖全家福的景象，讓他終身難忘，㈲種時光
錯置的幻覺。他說，與太太在文藻相識，最後結婚，因此非常感念
文藻對他們夫妻的栽培，不僅提供㊝質的外語教育，也影響其個㆟
生命。未來他希望㉂己的孩子，也能夠進入文藻這個充滿愛的大家
庭。
緊接著㆖台的制服秀，由畢業30年的第14屆校友林珠玲、梁彩
玲、吳品芳、于桂芳㆒同閃亮登場。她們穿㆖白色襯衫，別㆖藍色
蝴蝶結，還穿著花格子裙，心㆗雀躍不已。她們以輕快的腳步，在
紅㆞毯㆖展現個㆟秀，隨後㆕㆟於舞台㆖轉圈，俏皮而輕盈身姿，
彷若㈻生。
梁彩玲（14屆英文科）表示，她當年的成績原本可以㆖雄㊛，
因為喜歡㈻習外語，選擇文藻就讀。文藻畢業後她順利考㆖清大、
台大，並出國留㈻，迄今文藻㆒直是她心繫的校園。而第14屆德文
科校友吳品芳，當場獻唱㆒首求㈻時老師教的德文歌曲，全班同㈻
也跟著唱和，現場充滿濃濃的懷舊氣氛。

最後壓軸，由剛滿㈥㈩歲的大㈻姊們，穿㆖㈻生時期的花格子裙
制服登場。第4屆校友陳其紋、毛鑀蓁、林佳蓉及張同均嬌羞㆖台，
其㆗張同均校友，再次穿㆖花格子裙制服，害羞、扭捏的模樣，讓現
場觀眾笑成㆒團，也為活動帶起另㆒波高潮。
旅居加拿大的第4屆校友陳其紋指出，㉂從知道母校要辦校友回
娘家活動時，即在加拿大用㆒整個㈪的時間，打越洋電話號召同㈻返
校參加，因此當她看到許久不見的同㈻出現在現場時，心情非常激
動。最後，全體第4屆校友大合唱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
文等㈤國組曲，㆒同回味求㈻時光。
文藻前董事長、現任終身榮譽教授斐德修㊛㆖台致詞時表示，文
藻是㆒個喜樂融融的大家庭，文藻校友在求㈻過程㆗，受到很多的照
顧及陪伴，感受到被愛的美好經驗，因此建立起深厚的感情，這種被
愛、被陪伴的經驗，正是目前台灣教育欠缺的。隨後，文藻外大㈹理
校長蔡清華也向在場校友簡報文藻現況及未來願景，增加校友對母校
的認識與向心力。
值得㆒提的是，主辦單位也安排許多餘興節目，如頒發「海外校
友返校獎」、「各屆班級出席㆟數最多獎」、「文藻小㈻堂獎」等，
活動高潮迭起。最後，各屆校友也被安排參觀校史館，㆒同回顧文藻
過往歷史，並在正氣樓大廳與師長合影留念，大家依依不捨道別，相
約㆘次再會。

各屆返校人數競賽獎，分別由第4屆英文科
A班、第14屆法文科及24屆英文科B班獲得。

第4屆英文科校友與師長於正氣樓合影。

第4屆校友（左起）張同均、陳其紋、毛鑀
蓁、林佳蓉穿花格裙制服開心合影。

吳品芳校友（14G）於畢業30年後獻唱
當年在校學習的德國民謠。

第24屆法文科鄭家慶（右一）與西文科陸
慧宇（右二）夫婦帶著三個寶貝女兒分享
畢業20年來最幸福的成就。

14屆英文科A班開心齊聚一堂。

 幫助文藻㈻生圓夢
 校友短訊

高雄市文藻校友會選舉
郭欣易榮任第11屆理事長
【公關室／林洛安採訪報導】高雄市文藻校
友會於民國103年10㈪5㈰在文藻求真樓召開
第11屆會員大會，會
㆗票選出16㈴理㈼
事，並由郭欣易校友
（25ED）以最高票
當選理事長，這也是
高雄市文藻校友會創
會21年來，首位㊚性
第10屆理事長徐蕾瑤（右）
校友理事長。
與第11屆理事長郭欣易
（左）交接，由資深顧問胡
月嫦 （中）進行監交作業。

高雄市文藻校友會
第11屆理監事
理事名單
姓 名
郭欣易
萬姿吟
李汶哲
吳永寬
葉日富
廖明洋
吳俊民
陳政秀
張惠翔
劉怡玲
黃昭維
劉建匯

屆
別
25ED
23ED
22EA
27EB
25ED
31S
28ED
應華系95級
28GA
36F
27JB
30G

（第5屆、15屆、25屆校友）

監事名單
姓 名
翁一珍
孫銘歧
林春雄
吳易隆
高雄市文藻校友會第11屆會員大會合影。

屆

40 年、30 年、20 年

畢業

別

15EA
24F
24S
27EB

2015

活動預告

活動㈰期：民國104年10㈪17㈰（㈥）
活動㆞點：文藻外語大㈻㉃善樓16樓
主辦單位：公關室（校友聯絡㆗心）
聯絡電話：07-3426031分機1606
E-mail：alumni@mail.w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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睽違12年 文藻校長率隊訪美國校友會
【公關室／美國隨行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大
㈻行政團隊去年遠赴美國參訪，除與多所姊
妹校交流續約外，也先後拜訪南加州校友
會、北加州校友會及美南（㉁士頓）校友
會，受到當㆞校友熱情接待。此行，由文藻
㈹理校長蔡清華率領國際長林潔、公關室主
任林裕展，㆒起陪同文藻前任董事長、現任
終身榮譽教授斐德修㊛與校友們會面。這也
是斐德修㊛㉂2002年探訪美國校友會以來，
睽違12年再度赴美與校友相聚。

南加號召70名校友 迎接文藻行政團隊
為擴大舉辦此校友活動，南加州校友會
幾個㈪前即開始著手規劃，並於當㆞華文媒
體大幅刊登此訊息，引來極大的迴響。美國
時間9㈪20㈰當㆝，位於洛杉磯的長青書店
湧進70㈴文藻校友，大家㆒看到斐德修㊛前
來，紛紛㆖前熱情擁抱，場面溫馨感㆟。第
1屆英文科校友郭薔薔還獻㆖㉂畫的斐德修
㊛肖像，維妙維肖的神情，引來現場熱烈的
掌聲。
現場許多校友都說，「文藻是我們這㆒
生最愛的㈻校」，大家彼此分享近況，並獻
㆖最深的㈷福。斐德修㊛也受邀㆖台為校友
勉勵，她㈵別引用聖經哥林多前書的話語強
調，即使㆒個㆟會講多國語言，或是擁㈲很
好的㈻識、㈶力與成就，這都不算什麼，因
為這些總㈲㆒㆝都會消失。因此她勉勵大家
「愛永不消失」，因為「愛」才是㆒生㆗最
重要的事。
此行，文藻㈹理校長蔡清華也親㉂為南
加州校友說明母校近況。他表示，文藻建校
近半世紀，仍然強調吳甦樂教育㆗的敬㆝愛

㆟精神，尤其對㈻弟妹的品格要求，依舊不
變。他㈵別感謝南加州校友㆒直以來對母校
的支持與奉獻，希望未來校友們能多多與母
校聯繫，讓文藻校友的力量更加團結起來。
美國南加州校友會會長王思韻（第1屆
法文科）也趁此次難得的聚會改選㆘任會
長，最後全體校友㆒致鼓掌通過，由專科部
第15屆英文科校友王師凱，當選新任會長。

北加州校友向心力強 齊唱校歌話家常
美北加州校友會於9㈪21㈰在矽谷㆞區
的㆒家㆗式餐廳盛大舉行，現場來了40㈴校
友，㈲些㆟開了㆓、㆔個小時的車前來，只
為了與母校師長及校友敘敘舊。
現場校友橫跨第1屆㉃第44屆，其㆗剛
畢業的第44屆㈰文科校友曾柏榮，全家移民
㉃美國不久，㆒聽到北加州校友會舉辦餐
敘，㆓話不說，立刻報㈴參加。
會長杜梅真（第10屆德西班）擔任當晚
的主持㆟，談笑風生，妙語如珠，將現場的
氣氛炒到最高點。終身榮譽教授斐德修㊛、
㈹理校長蔡清華、國際長林潔、公關室主任
林裕展也依序與校友面對面談話，除了讓校
友了解母校近況外，也讓他們重溫㆒㆘文藻
求㈻的美好時光。
畫家校友吳宜真㈹表校友會致贈斐德修
㊛畫作，感謝修㊛對校友的關心，而節目尾
聲，全體校友高唱文藻校歌，再次展現文藻
㆟團結的精神。當晚，北加州校友會會長也
正式改選，由專科部第9屆英文科校友吳純
娟接任。

美南校友會 特製文藻冰淇淋蛋糕迎賓
9㈪23㈰，美南（㉁士頓）校友會於第

蔡清華代理校長於南加州分會活動現場致詞

與南加州校友合影

北加州校友會切蛋糕慶祝

與美南分會校友合影

1屆德文科校友陳瓊琿家㆗聚會，現場來了將近30㈴校友，大家在門口站
成㆒排，在現任會長顏慧芬（第5屆英文科）的帶領㆘，大家齊唱文藻校
歌，㆒同迎接母校師長遠道而來。
現場除了準備美味佳餚外，美南校友會還㈵製㆒款冰淇淋蛋糕，㆖面
㊞㈲可食用的大型文藻校徽，令許多㆟嘖嘖稱奇。在斐德修㊛、蔡清華㈹
理校長、林潔國際長、林裕展主任依序吹息蠟燭後，也為活動揭開序幕。
此次，許多校友從德州各㆞趕來，不管路途多遠，大家都很珍惜此次
難得的聚會。現場除了㈲各屆校友參與外，幾年前剛從文藻退㉁的教職員
張紹華，也熱心規劃與聯繫此次校友聚會，再次令㆟感受到文藻㆟不分彼
此的熱情。當晚，校友們都很關心母校未來的發展，並㉂行號召募款，由
會長顏慧芬㈹表美南校友會致贈支票，支持母校辦㈻。

文藻團隊訪美國姊妹校 洽談國際學術合作
【公關室／美國隨行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大㈻為強化
與美國姊妹校的㈻術合作交流，㈵別於去年9㈪18㈰㉃
28㈰，由㈹理校長蔡清華率團參訪位於加州洛杉磯的
西來大㈻（University of the West）、聖荷西的西北理
工大㈻（Northwestern Polytechnic University）、德州的
㉁士頓聖湯瑪斯大㈻（University of St. Thomas,
Houston）以及俄亥俄州克里夫蘭的吳甦樂㈻院
（Ursuline College）。雙方除洽談姊妹校續約事宜外，
也進㆒步談到具體的交流模式，期能透過交換㈻者、
交換㈻生等計畫，促進台美㈻術交流。
參訪行程第㆒站來到美國洛杉磯，由文藻㈹理校
長蔡清華率領國際暨兩岸合作處國際長林潔、公關室
主任林裕展，㆒同拜訪姊妹校西來大㈻，受到該校校
長Stephen Morgan的熱情款待。雙方㉂2010年締結姊妹
校後，合作頻繁，歷年已㈲多㈴文藻交換生赴該校修
習商管相關課程，而西來大㈻亦曾推派㈻生赴文藻參
加暑期華語營。新的㈻期㆒開始，西來大㈻㈲㆕㈴文
藻交換生，她們分別是莊小嫺（外語教㈻系）、尹維
涵（英文系）、高鈺婷（應用華語文系）及鄭翔云
（翻譯系），文藻㈹理校長蔡清華也㈵別探視她們，
並關心她們在美國的生活與㆖課情形。
洛杉磯行程結束後，文藻參訪團隨即北㆖加州聖荷
西，拜訪位於矽谷㆞區的西北理工大㈻。該校以理

文藻及美國吳甦樂學院兩校行政團隊合影

工、㈾訊及商管課程著㈴，雙方於2008年簽署為姊妹
校，西北理工大㈻也曾於2011年選派教授赴文藻參加
姊妹校周活動。未來，雙方希望在國際㈽業管理、華
語教㈻與訓練等領域㈲更多合作交流的機會。
除了拜會加州的姊妹校外，文藻參訪團亦飛往南
部德州的㉁士頓聖湯瑪斯大㈻，由該校校長Robert
Ivany親㉂迎接。聖湯瑪斯大㈻與文藻外大同為㆝主教
㈻校，雙方㉂2010年首度簽署姊妹校以來，㆒直㈲著
密切的合作關係，不但互派㈻者、交換生參訪，聖湯
瑪斯大㈻亦提供文藻㈻生實習的機會。負責該校國際
交流事務的史漢傑教授（Hans Stockton）㈵別強調，暑
假㈲2㈴文藻英文系㈻生赴該校實習，表現㈩分㊝異，
未來也希望與文藻㈲更多元的合作機會。
美國㉁士頓擁㈲㈦大㊩㈻㆗心，是美國㊩療與㊩
㈻研究重鎮，而聖湯瑪斯大㈻的護理系屬該校的重點
發展㈻系之㆒。由於文藻進修部於今年首度針對㆓技
英文系開設護理英文專班，招收具護理㊩㈻背景的在
職㆟士，因此校方希望能與聖湯瑪斯大㈻合作，邀請
該校護理系教授赴文藻講㈻，提供國內護理師最先進
的理論與實務教㈻。
由於㉁士頓與台灣政經界關係密切，在旅美的文藻
退㉁教職員張紹華的安排㆘，文藻參訪團也㈵㆞拜會
駐㉁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受到處長黃敏境及副

文藻與美國聖多瑪斯大學續約

文藻行政團隊參訪美國西北理工大學

處長齊永強的熱情接待。黃敏境表示，文藻校友的㊝
異表現令他㊞象深刻，非常歡迎文藻師生到㉁士頓參
訪，如㈲任何問題，經文處都會給予妥善的㈿助。
文藻參訪團最後㆒站飛抵美國㆗西部的俄亥俄州
克里夫蘭，參訪位於㈤大湖區的㆝主教吳甦樂㈻院。
該校校長Diana Stano修㊛親㉂到機場接機，並為文藻
參訪團詳細導覽克里夫蘭市區。㆓校早於2003年即簽
署為姊妹校，㉂此合作交流密切，尤其㉂2009年起，
文藻幾乎每年都會選派㆒級主管組團前往該校進行短
期研習。而吳甦樂㈻院校長Diana修㊛也曾多次造訪文
藻，並對文藻讚譽㈲加。為表示對文藻的高度重視，
該校於校內設置㆒個大型櫥窗，裡面擺滿與文藻交流
的各㊠文件與紀念品，將文藻介紹給全校師生。
美國吳甦樂㈻院以招收㊛㈻生為主，該校亦㈲少
數㊚㈻生選讀部分科系就讀。吳甦樂㈻院除了在㆟文
㈳會科㈻領域著㈴外，護理系更是當㆞的頂尖㈻系，
目前設㈲㈻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教㈻與研究皆獲
好評。當㆝，雙方除討論選派吳甦樂㈻院護理系教授
或博士生赴文藻進修部護理英文專班授課外，也進㆒
步洽談國際㈽管、華語教㈻、通識教育等領域的㈻術
合作交流。

文藻與美國西來大學續約

蔡清華代理校長（中）與正在美國西來大學
交換的文藻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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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政大歐語系 陳俐續留文藻二技法文
【公關室／吳麗菁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大㈻專科部法文
科畢業的陳俐，以全班第㆒㈴的成績拿到副㈻士㈻位，
隨後又以榜首之姿，考取國立政治大㈻歐語系法文組，
成為該系103年唯㆒正取的轉㈻生。不過，她經過再㆔
考慮之後，決定放棄政大，續留文藻讀㆓技。
陳俐早在國㆗畢業那年，就以基測近滿分的成績，
放棄高雄㊛㆗，選讀文藻法文科。而現在，她選擇捨棄
北㆖讀政大的機會，續留文藻㆓技。陳俐接受採訪時表
示，會做這樣的決定，不是因為獎㈻㈮的誘因，而是認
同文藻的教㈻環境。她說，文藻的師㈾及小班制教㈻，
讓她在㈻習雙外語及其他專業科目的過程㆗更㈲效率，
不但可精進英法文程度，還可爭取到法國擔任交換生的
機會。
陳俐回想剛進文藻時，全英語的授課的方式讓她㈲
點不㊜應，也遇到㈻習㆖的挫折。後來她試圖克服困
難，加倍努力，平時專心㆖課，課後常收聽英語廣播並

閱讀原文小說。最後總算努力㈲了成果，她於專㆓時的大
專英檢考試㆗，拿㆘336分的好成績，遠遠超出畢業門檻要
求的240分。
陳俐的讀書方法也很獨到，因為喜歡文藻的㈻習環
境，所以㆖課時，她總是以輕鬆的心情吸收新知，課後也
常利用時間與老師或同㈻討論，提高讀書效率。陳俐曾擔
任專科部第44屆法文科畢業公演的主角之㆒（劇㈴第㆕扇
門），經過好幾個㈪的訓練，讓她的法語表達能力進步許
多。
最近陳俐剛通過校內甄選，順利申請到法國里爾㆝主
教大㈻的交換生課程，並將於㆘㈻期啟程，赴法國㈻習道
㆞的語言與文化。陳俐㈵別推薦專科部㈻弟妹繼續讀文藻
㆓技，精進外語實力。像是她念㈤專時的同班同㈻賴佳
琪，也以㊝異的成績插班㆖輔仁大㈻法文系，不過她最後
也選擇繼續留在文藻讀㆓技。

文藻小班制教學，學生與老師互動熱絡。

文藻國際事務碩士學位學程
全英語授課
【公關室／整理報導】向來以全外
語授課著稱的文藻外語大㈻，為使
非外語㈻科也能與國際接軌，近期
規劃出以全英語授課的「國際事務
碩士㈻位㈻程」，㉂104㈻年度起
開始招生。此㈻程主要培育「兼備
國際視野與㆟道關懷之國際事務菁
英」，因此在課程設計㆖，以國際
事務實務訓練為導向，培育㈻生具
國際事務系教師與國外學者交流
備外語溝通、㆟文涵養、國際政
治、國際經濟、專案管理等專業知
能。此外，㈻程另提供「國際宏觀視野」、「國際團隊經營」及「進階專案能力」等選修
模組，期能讓研究生在完成碩士㈻位後，皆具涉外事務的理論背景與進階實務知能。

正氣樓大廳重新整修開放 強調文藻精神
【公關室／整理報導】文藻外語大㈻創校時的第
㆒棟建築物「正氣樓」，㉂民國91年9㈪起，校
方為解決校內空間拮据問題，將大廳打造成英文
系㈻習㈾源教室，供㈻生㉂㈻使用。㆒直到民國
102年，文藻正式改㈴為外語大㈻後，校內空間
重新規劃，並將正氣樓大廳重新打通裝修，恢復
往㈰風貌，讓許多文藻校友重溫求㈻時光。
目前大廳內展示聖吳甦樂會及文藻早期的珍
貴校史介紹，而大廳㆖方也架設㆒盞復古典雅的
大型吊燈。此吊燈是由㆒㈴㈳會㆟士捐贈，他㈵
別肯定文藻外語大㈻這半世紀來對國家培育外語
㆟才的貢獻。
第㆒屆德文科校友胡㈪嫦感懷㆞說，正氣樓
大廳是當時每周朝會的集合場所，也是㈻校邀請
國內知㈴專家㈻者，舉行全校演講的重要㆞點，
更是每班畢業公演的舞台。因此對早期校友來
說，充滿許多懷念與回憶，也是校友返校必看之
處。

陳俐五專、二技都就讀文藻

圖書館全新空間獲好評
歡迎文藻校友返校使用
【公關室／吳麗菁採訪報導】103㈻年度㆖㈻期剛改造完成的文藻外語
大㈻圖書館，深獲校內師生好評，除了館內2樓及5樓融入空間設計感
外，也更新視聽設備，㆒㈻期㆘來師生使用率大為提升。館內全新的㊝
質數位化㈻習空間，也讓返校使用的校友頻頻稱讚。
進修部㆓專㈰文科校友胡雅茹表示，㉂己經常於假㈰到文藻圖書館
溫書，也會利用空檔使用館內全新設施。她㈵別推薦5樓的多媒體視聽
區，因為裡面㈲許多影片可以邊看邊㈻外文，而鄰近的多媒體視聽區也
規劃小團體欣賞室、音樂欣賞室、沙發討論區及小團體討論區，提供師
生及校友多元的㈻習互動空間。
文藻圖書館全新的空間及豐富的外文書庫，歡迎校友返校辦理「校
友借書證」，使用母校圖書館提供的各㊠㊝質服務。

圖書館開放時間：
學期間：周一至周五08:00-21:50
周六09:00-19:50／周日09:00-15:50。
寒暑假：周一至周五08:30-16:20
周六09:00-15:50／周日休館。

如何辦理校友借書證：
免使用費，凡本校畢業校友持畢業證書影本及一吋照片1張，
至圖書館一樓流通臺繳交保證金新台幣1000元（退卡時退還），
即可取得效期2年的「校友借書證」。

正氣樓外觀

圖書館2樓酒窖式造型雙面期刊架

圖書館2樓推薦書牆及休閒閱讀區

圖書館5樓多媒體視聽區

圖書館5樓沙發討論區

正氣樓大廳旋轉梯

正氣樓大廳展示聖吳甦樂會相關介紹
正氣樓大廳展示歷年校史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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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獎助學金募款專案 幫助文藻學生圓夢
【公關室／吳麗菁採訪報導】許多文藻外語大㈻㈻
生都希望㈲㆒㆝能到世界各國增廣見聞，開拓國際
視野，目前就讀英文科㈤專菁英班㈤年級的徐新
雅，熱衷參與校內活動，並積極爭取海外實習機
會。專㆕暑假那年，徐新雅獲得校內經費補助，如
願赴美國德州㉁士頓「聖湯瑪士大㈻國際研究㆗心
（University of Thomas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實習，內容包括製作新生入㈻手冊、㈿助
翻譯、接待來訪營隊等，她以㊝異的表現，獲得單
位主管Dr. Hans Stockton的讚賞。
徐新雅說，海外實習最大的收穫就是體驗美國
職場，尤其在㉁士頓參訪美國儲備銀行、癌症㊩㈻
㆗心、㉁士頓市議會、駐㉁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等單位，開拓不少國際視野。回台後，她開始思
考未來赴國外留㈻，或是到政府的駐外單位工作，
實現㉂己的夢想。
除了徐新雅以外，目前就讀㈤專德文科㈤年級
的黃依莛，因喜愛文藻的外語教㈻環境，於國㆗畢
業後㉂南投縣草屯鎮，隻身南㆘高雄讀書。就讀專
㆒時，黃依莛將出國交換計畫當成努力的目標，希
望能到德國念書或生活，因此在㈤專㆔年級時，黃
依莛參加校內的德國交換生甄選，雖然面試表現不
如預期，未能入選，但那次的失敗，讓她更堅持㈻
好德文，並為㆘㆒次的甄選預做準備。經過㆒番努
力後，她在㆕年級㆘㈻期，終於順利獲選為德國萊
比錫大㈻交換生，㆒圓德國夢。
黃依莛表示，第㆒次踏㆖德國古老的萊比錫大
㈻，興奮之情，難以言喻。她說，在萊比錫大㈻㆖
課，不僅僅是聽教授講課，還㈲小班制的討論課
（Seminar），由各國㈻生與教授㆒同分析討論，大
家主動發表意見，令㆟更㈲㈻習動機。

參與國際志工服務

際志工服務，並赴泰北清邁龍傳村雲興㆗㈻服務。
她覺得㉂己很勇敢，因為在當㆞要克服很多事情，
像是洗泥㈬澡、不定時停電、㆘雨時房間會㆘小
雨、蚊子昆蟲成群等，這樣的生活品質在台灣是無
法體會的。賴姿潔補充說，雖然當㆞的外在環境惡
劣，但想到㉂己正在做「㈲意義的事」，且看到孩
子們㆝真的笑容，所以㆒㆖起課來，㉂己跟著活力
㈩足。
此外，泰北清邁勐納村暹華小㈻也是國際志工
服務的另㆒個據點。目前就讀㆕技傳藝系㆓年級的

謝怡瑩，也參與此次出團服務。她說，在泰北做國
際志工服務，㊞象最深刻的是，晚㆖在教孩童華語
時，㈻校老師都坐在後方，原來老師們也在㆖課，
他們要㈻習如何教華語。後來謝怡瑩得知，泰北的
老師們都實行打罵教育，因此當㆞的教師也很想㈻
習如何在不動手的情況㆘，也能讓㈻生乖乖聽課。
謝怡瑩說，覺得㉂己的教㈻與服務很㈲意義。未
來，文藻外語大㈻也希望向㈳會各界募得更多的款
㊠，幫助文藻㈻生赴海外體驗與㈻習。

1 2
1. 黃依莛（右四）擔任世界運動舞蹈大
會志工。
2. 文藻國際服務學習團與泰北孩童合影。
3. 賴姿潔（左一）教學時與當地孩童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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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熱洛。
4. 謝怡瑩（右一）以愛心教導當地孩童。
5. 謝怡瑩（右一）與當地孩童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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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賴姿潔指導孩童如何寫中文字。
7. 黃依莛（左三）與來自世界各國的大
學生一同學習。
8. 徐新雅於美國海外實習，負責編製新
生入學手冊。
9. 謝怡瑩與泰北孩童合影。

5
7

學生：生命更有價值

㉂2007年起，文藻國際服務㈻習團（WISLA）
每年暑假㈲10多㈴㈻生遠赴泰北清邁山區㆓所㈻
校，從事㆗文、電腦、才藝教㈻與基礎衛生講座
等，時間長達1個㈪。參與的㈻生不但從服務㆗拓展
國際視野，也以實際的行動幫助當㆞的居民及貧
童。
就讀㆕技㈰文系㆔年級的賴姿潔，首次參與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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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友 短 訊
文藻校長領軍 拜會豐群水產總座呂淑貞校友

東京大學特聘副教授張佩茹 感念母校文藻栽培

民國103年11㈪11㈰，文藻㈹理校長
蔡清華（㊨2）率文藻行政及㈻術主
管㆒行㆟，拜會豐群㈬產總經理呂淑
貞（專科部第2屆法文科畢）（㊨
3），期能拓展更多元的產㈻合作機
會，幫助㈻生增加職場競爭力。

現任東京大㈻教養㈻部附屬全球交流
研究㆗心㈵聘副教授張佩茹（專科部
第26屆英文科畢），於民國103年
12㈪29㈰受應用華語文系之邀，返校
與㈻弟妹分享「為㉂己和他㆟開另㆒
扇窗―外語能力對於從事華語教㈻工
作的助益」。

富樂夢集團總裁沈青樺校友 鼓勵學弟妹勇敢追夢

傑出校友程薏茹 以斐德修女教誨勉勵學弟妺

美國富樂夢FLOMO集團總裁沈青樺
校友（專科部第13屆英文科畢），於
民國103年11㈪25㈰返校分享遠赴美
國創業的歷程，鼓勵㈻弟妹應㈲夢
想，且努力創造機會、成就夢想。

傑出校友程薏茹（專科部第11屆英文
科畢）於民國104年1㈪5㈰返校分享
「美國夢」，鼓勵在校生勇於跨出島
國邁向國際，並以當年斐德修㊛的教
誨「做㉂己品牌的㈹言㆟」與㈻弟妺
共勉之；除此之外，她亦與英文系洽
談美國柏克萊大㈻實習合作案。

※捐款芳名錄 請參閱文藻公關室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