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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請參閱文藻公關室網頁※

我們念台大政大 我們都是文藻人

靠－預約一席的感動椅

【公關室／柯智文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學院專科部英文科五年級

全盲學生朱禹豪，突破先天視力障礙，以優異的外語表現與歌唱

才藝，贏得校內外許多獎項。他平時熱心公益，服務偏鄉學童，

並用自己的奮鬥故事鼓勵許多人。最近他從全球約二千名候選人

中脫穎而出，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2012年第15屆全球熱愛

生命獎章」，並於文藻外語學院接受頒獎表揚。朱禹豪說：「原

來看不見，是上天的另一種祝福，我就是生命的調色盤！」

頒獎典禮盛大隆重，主辦單位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特別邀請文

藻外語學院校長蘇其康、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與基金會創辦人

周進華共同擔任頒獎人。蘇校長在開場致詞時，特別以文藻人特

有 的 精 神 － 3L (Life‧Language Leadership) 之 一 的

「Life」來勉勵全場學生。他指出，「Life」代表文藻人精神中

的生命教育，愈是生命遇到艱困的時刻，愈能顯出它的意義與價

值。蘇校長進一步強調，朱禹豪沒有被生命中的艱難擊倒，反而

活出自己的一片天，這就是落實生命教育最具體的表現。此外，

高齡九十歲的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也受邀上台勉勵，單樞機在

致詞時表示，人生都會遇到挫折，若要克服它，態度最重要，而

‧

且每次在克服困難之後，都會使自己成長。他進一步闡述，上天給朱禹豪如此大的

挑戰，他卻沒有放棄，還能從阻礙中生出力量，並化阻礙為成功的踏腳石，因此值

得大家讚揚與效法。

朱禹豪非常開心能獲得如此殊榮，他在發表得獎感言時表示，從沒想過自己的

成長故事會有這麼大的能量，能鼓舞人心。朱禹豪透露過去他活得非常自卑，總覺

得自己像是一個被關在監獄裡的囚犯，失去自由。朱禹豪說，他在出生一個月時，

被醫生診斷出視網膜病變，導致雙眼全盲。起初他被送去一般幼稚園學習，每天只

能趴在地上，壓著眼睛發呆，等待吃點心的時間，根本無法與其他孩童互動。後

來，朱禹豪的父母煞費苦心，將他轉至台北啟明學校幼稚部就讀，畢業後接著安排

他到台中惠明學校念小學，一直到國中時再轉入一般學校就讀。尤其在國中階段，

朱禹豪發現自己對外語非常感興趣，在努力讀書之後，終於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南部

第一志願名校─文藻外語學院專科部，主修英文、副修日文，從此開始啟發他的雙

外語學習潛力。

朱禹豪透過自己的生命經驗，鼓勵大家在面對困難時，換個角度，用正面的力

量去克服它。朱禹豪說，從前遇到挫折時，常常會比一般人更加沮喪，甚至抱怨連

連，遷怒他人。不過後來當他努力去了解障礙背後的意義時，便可以與它和平相

處。除了有一顆不怕困難的心，朱禹豪也盡情發揮自己的音樂才華，在頒獎典禮

上，分別以鋼琴與吉他伴奏，自彈自唱一首英文勵志名曲「I have a dream」，

在優美的嗓音和純熟的技巧下，感動了所有師生。朱禹豪感動地說，因為看不見，

所以對聲音特別敏銳，他就靠著與生俱來的音樂天份，找到人生的快樂與自信。

典禮中，主辦單位也邀請朱禹豪的父母一起分享榮耀。朱禹豪的父親在致詞時

表示，當初得知朱禹豪雙眼全盲的結果時，全家人根本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後來在

做好心理建設之後，開始全心養育他，如今看到禹豪能快樂學習與成長，父母親都

感到十分欣慰。朱禹豪也很感謝父母的辛苦栽培，特地準備兩束鮮花分別獻給最愛

的爸爸媽媽，希望他們永遠健康快樂。

1.校長蘇其康（左一）、單國璽樞機主教（右二）與
   基金會創辦人周進華（右一）共同頒獎給朱禹豪。
2.朱禹豪表演吉他自彈自唱。
3.朱禹豪挑戰盲人播新聞。
4.單國璽樞機主教（左）頒發周大觀生命獎章予周禹豪。
5.朱禹豪表演鋼琴自彈自唱。

周大觀

全盲勇士朱禹豪
  周大觀全球熱愛生命獎

譜寫光明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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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室／柯智文、XE2B王韻閔、XS2A王歆惠

採訪報導】文藻公關室為協助在校生準備各類升

學考試，特別舉辦「我們念台大政大‧我們都是

文藻人」活動，邀請目前就讀政大廣電所碩士班

的楊婷婷（二技英文系校友）、台大外文系三年

級許宏豪（專科部英文科校友)以及台大日文系

二年級戴婷立（專科部英文科校友)，分享個人

在準備插大或研究所的經驗談，現場座無虛席。

　　此次訪談會由公關室主任林裕展主持，全程

採電視座談節目模式進行，以幽默的方式，與三

位校友互動。講者們傾囊相授，教導學弟妹準備

插大或研究所的「小撇步」，很多在校生都獲益

良多。英文科學生楊喨茵表示，原本對於跨系報

考不太有信心，但是聽了楊婷婷學姊的成功經驗

後，對於自己未來的升學之路感到充滿希望。

　　三位講者皆認為「善用學校資源」、「做好

時間管理」以及「堅定的意志力」是他們成功考

取名校的關鍵。楊婷婷校友表示，學校圖書館是

個值得好好利用的地方，由於考研究所需準備的

科目和範圍都相當大，所以她善用圖書館資源，

把各科相關書籍彙整成自己的備考書庫，不但使

準備方向更明確，也省下不少書費。

　　戴婷立校友則強調「做好時間管理」的重要

性。她說在四月底考完二技統測後，才開始準備

七月舉行的插大考試。由於她轉考日文系，在時

間緊迫的壓力下，規劃每日與每週的讀書計劃，

按表操課，非常有效率。

　　此外，三位講者也都強調讀書一定要靠意志

力。許宏豪校友表示，在備考期間每天面對的都

是書本，有時也會因為苦悶及壓力而沮喪，此時

就需要對自己信心喊話，再次強化自己朝目標前

進的決心，但是適度的放鬆以及調整讀書節奏也

【公關室／林洛安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邀請第35屆校友杜欣

容返校分享從外文轉念商科的心路歷程。杜欣容畢業於台大會計研究所

碩士班，早在研究所畢業那年，即以優異成績考取會計師執照，目前服

務於國內知名的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談起選擇會計這個領域，杜欣容說她在專一時即開始思考未來的方

向，由於她自認為在外語方面沒有特別的天份，因此開始培養第二專

長，並於文藻畢業後，插大考上淡江會計系，之後再以傑出的學業成績

考取台大會計研究所。杜欣容說，靠著在文藻的紮實外語訓練，使她順

利推甄上台大。

　　杜欣容把《誰搬走了我的乳酪》這本書視為葵花寶典，時時警惕自

己要追的上時代的腳步，因為如果不這麼做，很快就會被淘汰。她一再

提醒學弟妹們要好好培養外語能力，為自己的未來加分。

從文藻到台大 杜欣容拚上會計師

文藻第四屆德西班於民國 101年 3月 31日

（六）返校舉辦同學會，全班坐在正氣樓的

教室裡，彷彿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青春少女歲

月。在邀請當年擔任校長的斐德修女上台致

詞後，大家捨不得讓修女走下台，全班吵著

修女再多講一些，好讓她們重溫這難得的文

藻求學夢。

第四屆德西班校友
返校重溫求學夢

南加州文藻校友會於2012年4月

28日舉辦年會活動，同時遴選出

下任新會長第一屆法文科王思韻

學姐（圖中）引領南加州文藻校

友會。圖右楊淑蓮校友（1S），

圖左魏思顏校友（1S）。

【公關室／鐘儀君採訪報導】文藻課外活動指導組韓志敏老師

（英文科第7屆校友），在校服務27年後，於今年3月退休。憑

著對課外活動教育的熱忱，讓她在這個崗位一待就是十多年，

這樣的紀錄恐怕很難被超越。

　　韓老師說，身兼校友的身分讓她更輕鬆適應文藻的工作。

她坦言，比起過去曾在美商公司的工作經驗，文藻生活真的很

簡樸，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親切互動。有位校友曾

問她：「為何能一直保持活力與熱情？」她的回答是：「每年

替自己找個目標去努力。」也因此當她得知過去有人在課指組

服務超過十年時，她立即下定決心要超越這樣的年資，最後真

的如願從課指組退休。

　　韓老師開心地說，近年承辦四技部新生訓練的「英語初戀

營」活動，學生的正面肯定令她感到欣慰。她特別感念學校對

課外活動的支持與鼓勵，讓她能盡情在工作上揮灑。她特別要

送給每位年輕人一句話：「在課外活動裡，我們一向認真玩，

因為我們開心；我們也是玩真的，因為我們在經營事業。」

　　談到退休生活規劃時，韓老師認真地回顧自己畢業後工作

35載，始終忙忙碌碌，因此暫時想拋開一切，享受慢活的樂

趣。拜時下最流行的社群網路facebook之賜，希望未來能有更多

的時間與老朋友和校友敘敘舊。

服務27年 課指組韓志敏老師榮退

親愛的同窗好友們，

您近來好嗎？ 您身在何方呢？還記得那遙遠的年

少時光，在文藻，穿著花格子裙的日子嗎？時光飛

逝，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畢業離校四十年了。這四十

年裡，每個人在各自的領域裡發光發熱，各有所成。

縱有順境、逆境的人生起伏，我們感謝上天賜給我們

勇氣與力量，突破艱難，努力前行。雖然年歲增長

了，我確信，我們的心依然炙熱。我們依然喜愛追尋

夢想，品味人生，欣賞人生。

今年秋天，願我們大家也帶著這顆炙熱的心，回

到我們的母校。讓我們再次齊聚一堂，懷想過去的青

春歲月。讓我們再次走進當年的教室，重溫那昔日的

讀書聲與歡笑聲。再次走在校園裡，踏在曾經留有我

們腳印的草地上。再次站在芒果樹下，遙想那曾經讓

年少的我們，垂涎欲滴的纍纍芒果。

我們昔日的師長縱然多數已離開，但我們敬愛的

校長斐德修女，仍然住在學校修院裡。經過了四十年

後，我們還能有機會聽到斐德修女智慧的話語，實在

是上天的恩賜。曾經嚴格教導我們英文，也諄諄教誨

我們生活規範與生命價值的林修女，也住在修院裡。

讓我們回到母校探望她們，以及過去的恩師們，致上

我們的感恩，感謝他們在我們年少時，教導我們正確

的人生態度，指引我們生命的方向。

走過漫長歲月，母校已從文藻校徽裡那棵山坡上

的小樹，逐漸成長茁壯成一棵大樹。學校的體制多年

前已升格為學院，目前正努力邁向大學之路。更豐富

多元的科系與多棟宏偉建築，讓學校的發展更蓬勃，

也讓學生有更多的學習機會。

文藻師長的努力深受肯定，多次榮獲教育部卓越

辦學大獎。回到母校，看看學校卓越的成果吧！那是

我們身為校友的喜悅與驕傲。

回到母校，探望師長，也讓他們看看我們吧！看

看這些昔日的孩子們，畢業後的景況。走過人生歲

月，走過風霜雨露，四十年過去了。我們像離港出航

的船隻，航過大海，走過風浪，讓我們以歡喜、感恩

的心駛回當初離岸的港口，再次回到那溫暖的港灣，

那昔日熟悉的渡口，那印有我們青春歲月足跡的地

方。

不管你的船隻，現在正航行何方，期盼你回航！

讓我們再一次在昔日出海的港灣相聚，帶著笑，帶著

淚，細數別後的種種，分享海洋上的生命故事。

歲月悠悠，四十年轉眼過去。願我們大家珍惜彼

此，珍愛我們的母校。讓我們把握每個美好時光。讓

我們大家文藻相聚！

陳慧珍 敬上（第二屆西班牙文科）

南加州
文藻校友會

韓至敏老師個人照

校友顏玠為韓志敏老師畫Q版圖

校友回娘家預告校友回娘家預告是很重要的，才能讓自己一直保持念書的動

力。

　　活動中也臨場加碼演出，特別邀請剛考上

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榜首的德文系應屆畢業生周

克宣，針對自己的備考方向與台下學生分享，

過程十分熱烈。最後，講者們也對學弟妹們獻

上祝福，並鼓勵大家在校期間多參加社團，藉

由活動確立自己未來的職場性向或升學目標，

提升自我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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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關室主任林裕展擔任主持人。

2.校友楊婷婷（右起）、許宏豪、

   戴婷立分享考上研究所與插班大

   學心得。

3.同學們踴躍發問。

4.三位校友與同學們合照。

5.同學們踴躍參加，現場大排長龍。

第2屆、第12屆及第22屆校友回娘家活動
活動時間　2012年10月13日（星期六）
活動詳情　請洽校友聯絡中心
電話：(07) 342-6031轉1606　林洛安小姐
E-mail：97107@mail.wtuc.edu.tw

全盲勇士朱禹豪
  周大觀全球熱愛生命獎

譜寫光明樂章

榮 獲

10月1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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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事務系應屆畢業生林明勳是個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努力實踐多元自我的優質青年。他曾於2011年高票當選文藻

英語初戀營營長，帶領營隊推動英語生活化與趣味化，使學

弟妹在開學前就能適應文藻全英語的學習環境，提升外語學

習風氣。林明勳更發揮巧思，舉辦「英文主播營」研習活動，

幫助許多同學一圓主播夢想。

　　林明勳勇於挑戰自己，經常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也曾擔任大型典禮司儀

及活動主持人，表現優異，深獲肯定。林明勳表示，因為自己個性外向活潑，

所以把握每次參與活動的機

會，提升自己的口語表達能

力。另外，林明勳不只顧好自

己的課業與課外活動，還是一

個愛校的優秀青年，他曾於

2010年文藻遭受凡那比風災重

創時，積極投入救災行列，為

全校師生盡一份心力。

　　今年同時獲得文藻優秀青年的大學部二技翻譯系學生林

家安，雖然身材嬌小，但卻有遠大的理想。她從文藻專科部

西文科畢業後，繼續留校攻讀二技學士學位，因為她說很喜

歡文藻優質的外語學習環境。林家安樂於當了七年的文藻

人，期間參與許多國際活動，也令她大開眼界。

　　其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擔任外交部的青年大使。她表

示，參與這類大型活動可以讓她見識到台灣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尤其在人道救

援方面，更是讓全球民眾有目

共睹。因此林家安的夢想就是

成為一名外交官，她說很喜歡

和不同文化的人交流，並相互

切磋學習。目前林家安正積極

準備申請赴西班牙擔任交換學

生的機會，她希望能透過短期

留學，增添自己的見識。樂觀

積極的林家安在學習過程中總

是以正面的心態面對挫折，她

強調挫折可以讓自己了解還缺

少什麼，尤其在解決挫折之

後，更可以使自己快速成長。

專科部英文科五年級應屆畢業生陳怡惠，獲選101年全國大專

優秀青年，並赴台北接受總統馬英九的表揚。陳怡惠不僅成

績優異，更熱愛參與社團活動，她曾擔任手語社副社長、第

十屆學生會副會長，傑出的表現令許多師生印象深刻。

　　陳怡惠在擔任學生會副會長期間，與社員合力舉辦過無數場

精彩的活動，像是「飢餓三十」，或是知名的雲門舞集、相聲瓦舍

等精彩演出。陳怡惠一次又一次成功地為全校師生開拓眼界。

　　陳怡惠特別要感謝給過她挑戰和幫助過她的朋友、師長，她謙虛地說，

覺得自己很幸運，總是遇到

貴人。因此她時時刻刻充滿

感恩的心，常常把「請、謝

謝、對不起、辛苦了」掛在

嘴邊，她是很多師生眼中的

優秀青年。

「美好的果實不會從天而降，夢想是要靠著努力打拚去實

現！」這是曾威文的座右銘。曾威文是大學部英文系四年級

的印尼外籍生，繼去年獲得文藻優秀青年後，今年更上層

樓，獲選全國大專優秀青年。曾威文曾擔任印尼學生聯誼會會

長以及國際菁英志工團團員，他表示，積極參與社團活動讓他建

立起自信心和圓融的處事態度，因此很感謝在文藻所學的一切。

　　曾威文雖然熱衷課外活動，但他的學業一樣名列前茅，多次獲得「成績優

良獎」。曾威文說，原本他在印尼完成高中學業後就要進入職場，但後來在印

尼校長與父親的鼓勵下，離鄉背井，跨海來台求學。為了不辜負父母親的期

望，曾威文努力增進中文及

其 他 外 語 能 力 ， 優 異 的 表

現 ， 一 直 是 同 學 們 的 好 榜

樣。

　　曾威文相當肯定當初選

擇來文藻就讀，因為他說文

藻豐富的學習資源和課外活

動環境令他受益匪淺。他希

望未來能夠擔任國際志工，

到非洲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

人。

文藻優秀青年

文藻外語學院

呂柏伸
畢業系(科)別
專科部第1 屆英文科（198 年畢）8 8

現任職務
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

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系專任講師

陳春利
畢業系(科)別

專科部第16屆西文科（198 年畢）6

現任職務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賀

林家安

林明勳曾威文

陳怡惠

國際事務系四年級的吳以琳，今年以優

異的成績考取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

碩士班。她除了學業成績優良之外，本

身也擁有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她曾代

表文藻赴加拿大參加「2012溫哥華世界

模擬聯合國會議」，為校爭光。信奉基

督教的她，平時也擔任志工，在養老

院、育幼院、痲瘋病院等地，定期探訪

弱勢族群，用愛心貢獻社會。

四技德文系應屆畢業生周克宣，憑著優
異的外語能力，多次拿下班上第一名，
不僅英、德、西語一把罩，就連俄羅斯
語也難不倒他。周克宣大二時獲得全國
僅五個名額的台德獎學金，並赴德國萊
比錫大學擔任交換生，還於當地考取俄
文檢定考試。周克宣受到父親影響，對
德國文化相當喜愛，所以選擇文藻德文
系就讀，後來因為熱愛外語學習，又多
學了西班牙 和俄語。今年三月，計劃
攻讀碩士學位的周克宣，雙雙錄取國立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以及國立中山
大學政治研究所。未來，他希望繼續朝
外交與國際政治領域邁進。

語

【公關室／鐘儀君採訪報導】

【陳麗娟（第17屆西文科）】

文藻第一屆法文

科校友張秀香學姊，不僅事業有成，且長年贊

助學弟妹圓夢助學金。最近她還捐款為學弟妹

添購新的課桌椅，期盼學弟妹學有所成，成為

社會菁英，並回饋學校，讓母校「日新又

新」。

　　學姊感性地說：「感謝師長對我們愛心的

教導，使我們在工作或家庭上都是〝菁英〞。

畢業41年了，更應該關心我們永遠的母校〝文

藻〞，這是一輩子的〝情懷〞。」

感謝校友聯絡中心時常為校友服務，

和學校保持聯絡的同時，常讓校友倍感溫暖。在互動之餘，我亦隨

時提醒自己不忘校恩及師恩，善盡一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培育更多

優秀的學弟妹，大家辛苦了，加油！

四技部英文系應屆畢業生周佳慶，個性幽
默開朗，常常主動關心同學，受到師生的
肯定，從周佳慶身上可以看出文藻人3L的
特質。他經常服務人群，擔任國際志工，
尤其課業表現更是同學們的好榜樣。周佳
慶在擔任學生會幹部期間，曾主辦過二場
大型活動－「街頭慈善World Love」與
「文藻音樂饗宴Wenzao Twittering」，
廣受師生好評。目前在職場實習的周佳
慶，秉持「做中學」的精神，努力學習前
輩們的經驗和優點，讓他對自己的未來更
具信心。

來自印尼，目前就讀英文系三年級的學
生林欽炳，舉手投足之間都散發出自信
風采。來台灣三年，林欽炳努力克服語
言障礙及文化差異，積極融入台灣社
會，目前他已經可以說得一口流利的中
文。他的社團活動經歷十分豐富，目前
擔任文藻印尼學生聯誼會會長，不但課
外活動表現佳，課業也十分優異，一直
保持班上第一名，讓很多台灣學生相當
欽佩。他在去年大專英語檢定考試中，
考取近滿分（360分）的成績348分。未
來他希望從事貿易相關工作，發揮印尼
文、中文及英文三種語言能力。

就讀進修部西班牙文系二年級的楊家銘，
是本屆唯一獲選的進修部學生。目前他還
是一名高鐵駕駛員，經常必須開著高鐵往
返北高兩地。好學不倦的他，為了精進外
語能力，特別半工半讀，到文藻攻讀第二
個學士學位。他曾於服役期間，自學西班
牙文，從一竅不通到應對自如。退伍後，
楊家銘先應徵台灣的駐外技術團，並曾駐
海地擔任技術團農業技師，後來因為要照
顧母親，因此放棄外派的工作。楊家銘回
國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進台灣高鐵公司，
擔任令人稱羨的高鐵駕駛員，開啟人生另
一個方向，他說下一個目標就是當一位稱
職的外交官。

專科部法文科應屆畢業生蔡姵分，是個
富有創意，並勇於自我挑戰的女生。她
不僅在課業上表現傑出，對社團活動也
相當投入。她擔任過動物保護社副社
長、法文科畢業公演舞台設計總監及演
員、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的口語小
老師等職務，她也曾擔任2009年高雄世
界運動會翻譯志工。蔡姵分不僅很有自
己的想法，也很有愛心，非常喜愛小動
物，曾帶領社員上街頭愛心募款，並將
所得捐贈予台南善化動物之家。今年應
屆畢業的蔡姵分，計劃到法國學習動畫
設計，一步步朝著夢想邁進。

外語教學系的應屆畢業生蔡蕙如，不論是
學業或是課外活動都表現傑出。她曾擔任
2009年高雄世界運動會媒體服務特派員、
高雄捷運大使，也曾以優異的外語能力，
獲得赴美國擔任交換生的機會，開拓自己
的國際觀。此外，蔡蕙如也曾與班上同學
組隊參加「2011全國大專院校台灣美食英
語簡報競賽」，在40多組競爭者中獲得第
三名的佳績。蔡蕙如不但課外活動表現
佳，平時也非常樂於服務人群。她曾擔任
外語教學系助理、班上公關及班長等職
務，是師生眼中的優秀青年。

專科部英文科應屆畢業生鄭穎儒，個性
積極樂觀，平時從課外活動的訓練中，
養成服務的熱忱與領導者必備的抗壓
性。鄭穎儒曾參與過學生會、手語社與
學生聯合會等社團，也曾擔任過英語初
戀營、飢餓三十、2011年東北亞英語辯
論賽等大型活動的志工。鄭穎儒的座右
銘是：「不試，怎麼知道你是誰？」，
因此她以這樣的精神，在畢業前就已經
考取丙級國貿證照，為自己的未來增添
競爭籌碼。

周佳慶

林欽炳 楊家銘

蔡姵分 蔡蕙如

鄭穎儒

獲得文藻優秀青年殊榮的專科部西文科四
年級學生羅羽宸，個性積極，喜歡參與社
團，服務人群。羅羽宸在學生會擔任核心
幹部，還身兼中東肚皮舞社的教學長。羅
羽宸除了課外活動表現亮眼之外，還以優
異的成績，順利甄選上國際交換生，即將
赴南美洲智利進行短期留學。熱衷服務的
羅羽宸希望能在智利參與志工活動，並從
服務中學習到更多的知識。羅羽宸處事態
度正面積極，課內課外成績優異，深受師
長與同學的肯定。

羅羽宸吳以琳

周克宣

邀您預約一席的感動

2012 

2012

【公關室／柯智文採訪報導】教育部100年臺德第二次交換獎學金最

近公布獲獎名單，文藻外語學院表現亮眼，文藻學生共獲得六個名

額，其中包括「大學部德文組」四名與「大學部非德文組」兩名，優

秀的表現反映出同學們的積極進取，也說明文藻在其外語專業方面的

教學品質。

　　今年獲得德文組正取第二名的文藻學生蔡佩璇表示，由於各校

候選人都是佼佼者，所以甄選過程競爭激烈，因此她從平時就開始循

序漸進地準備，尤其在撰寫德文自傳時，一遇到困難就立即尋求德文

系老師的協助，因此這次能獲獎，她特別感謝文藻德文系老師的細心

指導，才能讓她如願以償。獲得非德文組正取第二名、第三名的文藻

學生施郁綺與陳彥均，也建議學

弟妹在準備自傳時，可以特別強

調社團活動的經驗，並在有限的

篇幅內，讓評審老師了解自己有

哪些特質適合出國留學。

　　針對此次文藻學生的好表

現，德文系主任余淑雲開心地表

示，文藻學生對臺德交換獎學金

甄選的積極爭取，以及用心準

備，主要是因為修習德文的文藻

學生已將「臺德獎學金」視為一

項殊榮，並以此作為學習指標，

所以才贏得好成績。

臺德獎學金出爐 

文藻學生表現亮眼

郵政劃撥帳號：04879956  戶名：文藻外語學院

「 靠‧預約一席的感動」課桌椅募款專案椅

全國大專優秀青年2012 

英文科四年級學生施郁綺開心與

獎學金證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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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事務系應屆畢業生林明勳是個積極參與課外活動、

努力實踐多元自我的優質青年。他曾於2011年高票當選文藻

英語初戀營營長，帶領營隊推動英語生活化與趣味化，使學

弟妹在開學前就能適應文藻全英語的學習環境，提升外語學

習風氣。林明勳更發揮巧思，舉辦「英文主播營」研習活動，

幫助許多同學一圓主播夢想。

　　林明勳勇於挑戰自己，經常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也曾擔任大型典禮司儀

及活動主持人，表現優異，深獲肯定。林明勳表示，因為自己個性外向活潑，

所以把握每次參與活動的機

會，提升自己的口語表達能

力。另外，林明勳不只顧好自

己的課業與課外活動，還是一

個愛校的優秀青年，他曾於

2010年文藻遭受凡那比風災重

創時，積極投入救災行列，為

全校師生盡一份心力。

　　今年同時獲得文藻優秀青年的大學部二技翻譯系學生林

家安，雖然身材嬌小，但卻有遠大的理想。她從文藻專科部

西文科畢業後，繼續留校攻讀二技學士學位，因為她說很喜

歡文藻優質的外語學習環境。林家安樂於當了七年的文藻

人，期間參與許多國際活動，也令她大開眼界。

　　其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擔任外交部的青年大使。她表

示，參與這類大型活動可以讓她見識到台灣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尤其在人道救

援方面，更是讓全球民眾有目

共睹。因此林家安的夢想就是

成為一名外交官，她說很喜歡

和不同文化的人交流，並相互

切磋學習。目前林家安正積極

準備申請赴西班牙擔任交換學

生的機會，她希望能透過短期

留學，增添自己的見識。樂觀

積極的林家安在學習過程中總

是以正面的心態面對挫折，她

強調挫折可以讓自己了解還缺

少什麼，尤其在解決挫折之

後，更可以使自己快速成長。

專科部英文科五年級應屆畢業生陳怡惠，獲選101年全國大專

優秀青年，並赴台北接受總統馬英九的表揚。陳怡惠不僅成

績優異，更熱愛參與社團活動，她曾擔任手語社副社長、第

十屆學生會副會長，傑出的表現令許多師生印象深刻。

　　陳怡惠在擔任學生會副會長期間，與社員合力舉辦過無數場

精彩的活動，像是「飢餓三十」，或是知名的雲門舞集、相聲瓦舍

等精彩演出。陳怡惠一次又一次成功地為全校師生開拓眼界。

　　陳怡惠特別要感謝給過她挑戰和幫助過她的朋友、師長，她謙虛地說，

覺得自己很幸運，總是遇到

貴人。因此她時時刻刻充滿

感恩的心，常常把「請、謝

謝、對不起、辛苦了」掛在

嘴邊，她是很多師生眼中的

優秀青年。

「美好的果實不會從天而降，夢想是要靠著努力打拚去實

現！」這是曾威文的座右銘。曾威文是大學部英文系四年級

的印尼外籍生，繼去年獲得文藻優秀青年後，今年更上層

樓，獲選全國大專優秀青年。曾威文曾擔任印尼學生聯誼會會

長以及國際菁英志工團團員，他表示，積極參與社團活動讓他建

立起自信心和圓融的處事態度，因此很感謝在文藻所學的一切。

　　曾威文雖然熱衷課外活動，但他的學業一樣名列前茅，多次獲得「成績優

良獎」。曾威文說，原本他在印尼完成高中學業後就要進入職場，但後來在印

尼校長與父親的鼓勵下，離鄉背井，跨海來台求學。為了不辜負父母親的期

望，曾威文努力增進中文及

其 他 外 語 能 力 ， 優 異 的 表

現 ， 一 直 是 同 學 們 的 好 榜

樣。

　　曾威文相當肯定當初選

擇來文藻就讀，因為他說文

藻豐富的學習資源和課外活

動環境令他受益匪淺。他希

望未來能夠擔任國際志工，

到非洲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

人。

文藻優秀青年

文藻外語學院

呂柏伸
畢業系(科)別
專科部第1 屆英文科（198 年畢）8 8

現任職務
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

國立台灣大學戲劇學系專任講師

陳春利
畢業系(科)別

專科部第16屆西文科（198 年畢）6

現任職務

黑橋牌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賀

林家安

林明勳曾威文

陳怡惠

國際事務系四年級的吳以琳，今年以優

異的成績考取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

碩士班。她除了學業成績優良之外，本

身也擁有豐富的國際交流經驗。她曾代

表文藻赴加拿大參加「2012溫哥華世界

模擬聯合國會議」，為校爭光。信奉基

督教的她，平時也擔任志工，在養老

院、育幼院、痲瘋病院等地，定期探訪

弱勢族群，用愛心貢獻社會。

四技德文系應屆畢業生周克宣，憑著優
異的外語能力，多次拿下班上第一名，
不僅英、德、西語一把罩，就連俄羅斯
語也難不倒他。周克宣大二時獲得全國
僅五個名額的台德獎學金，並赴德國萊
比錫大學擔任交換生，還於當地考取俄
文檢定考試。周克宣受到父親影響，對
德國文化相當喜愛，所以選擇文藻德文
系就讀，後來因為熱愛外語學習，又多
學了西班牙 和俄語。今年三月，計劃
攻讀碩士學位的周克宣，雙雙錄取國立
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以及國立中山
大學政治研究所。未來，他希望繼續朝
外交與國際政治領域邁進。

語

【公關室／鐘儀君採訪報導】

【陳麗娟（第17屆西文科）】

文藻第一屆法文

科校友張秀香學姊，不僅事業有成，且長年贊

助學弟妹圓夢助學金。最近她還捐款為學弟妹

添購新的課桌椅，期盼學弟妹學有所成，成為

社會菁英，並回饋學校，讓母校「日新又

新」。

　　學姊感性地說：「感謝師長對我們愛心的

教導，使我們在工作或家庭上都是〝菁英〞。

畢業41年了，更應該關心我們永遠的母校〝文

藻〞，這是一輩子的〝情懷〞。」

感謝校友聯絡中心時常為校友服務，

和學校保持聯絡的同時，常讓校友倍感溫暖。在互動之餘，我亦隨

時提醒自己不忘校恩及師恩，善盡一己微不足道的力量，培育更多

優秀的學弟妹，大家辛苦了，加油！

四技部英文系應屆畢業生周佳慶，個性幽
默開朗，常常主動關心同學，受到師生的
肯定，從周佳慶身上可以看出文藻人3L的
特質。他經常服務人群，擔任國際志工，
尤其課業表現更是同學們的好榜樣。周佳
慶在擔任學生會幹部期間，曾主辦過二場
大型活動－「街頭慈善World Love」與
「文藻音樂饗宴Wenzao Twittering」，
廣受師生好評。目前在職場實習的周佳
慶，秉持「做中學」的精神，努力學習前
輩們的經驗和優點，讓他對自己的未來更
具信心。

來自印尼，目前就讀英文系三年級的學
生林欽炳，舉手投足之間都散發出自信
風采。來台灣三年，林欽炳努力克服語
言障礙及文化差異，積極融入台灣社
會，目前他已經可以說得一口流利的中
文。他的社團活動經歷十分豐富，目前
擔任文藻印尼學生聯誼會會長，不但課
外活動表現佳，課業也十分優異，一直
保持班上第一名，讓很多台灣學生相當
欽佩。他在去年大專英語檢定考試中，
考取近滿分（360分）的成績348分。未
來他希望從事貿易相關工作，發揮印尼
文、中文及英文三種語言能力。

就讀進修部西班牙文系二年級的楊家銘，
是本屆唯一獲選的進修部學生。目前他還
是一名高鐵駕駛員，經常必須開著高鐵往
返北高兩地。好學不倦的他，為了精進外
語能力，特別半工半讀，到文藻攻讀第二
個學士學位。他曾於服役期間，自學西班
牙文，從一竅不通到應對自如。退伍後，
楊家銘先應徵台灣的駐外技術團，並曾駐
海地擔任技術團農業技師，後來因為要照
顧母親，因此放棄外派的工作。楊家銘回
國後又以優異的成績考進台灣高鐵公司，
擔任令人稱羨的高鐵駕駛員，開啟人生另
一個方向，他說下一個目標就是當一位稱
職的外交官。

專科部法文科應屆畢業生蔡姵分，是個
富有創意，並勇於自我挑戰的女生。她
不僅在課業上表現傑出，對社團活動也
相當投入。她擔任過動物保護社副社
長、法文科畢業公演舞台設計總監及演
員、英/外語能力診斷輔導中心的口語小
老師等職務，她也曾擔任2009年高雄世
界運動會翻譯志工。蔡姵分不僅很有自
己的想法，也很有愛心，非常喜愛小動
物，曾帶領社員上街頭愛心募款，並將
所得捐贈予台南善化動物之家。今年應
屆畢業的蔡姵分，計劃到法國學習動畫
設計，一步步朝著夢想邁進。

外語教學系的應屆畢業生蔡蕙如，不論是
學業或是課外活動都表現傑出。她曾擔任
2009年高雄世界運動會媒體服務特派員、
高雄捷運大使，也曾以優異的外語能力，
獲得赴美國擔任交換生的機會，開拓自己
的國際觀。此外，蔡蕙如也曾與班上同學
組隊參加「2011全國大專院校台灣美食英
語簡報競賽」，在40多組競爭者中獲得第
三名的佳績。蔡蕙如不但課外活動表現
佳，平時也非常樂於服務人群。她曾擔任
外語教學系助理、班上公關及班長等職
務，是師生眼中的優秀青年。

專科部英文科應屆畢業生鄭穎儒，個性
積極樂觀，平時從課外活動的訓練中，
養成服務的熱忱與領導者必備的抗壓
性。鄭穎儒曾參與過學生會、手語社與
學生聯合會等社團，也曾擔任過英語初
戀營、飢餓三十、2011年東北亞英語辯
論賽等大型活動的志工。鄭穎儒的座右
銘是：「不試，怎麼知道你是誰？」，
因此她以這樣的精神，在畢業前就已經
考取丙級國貿證照，為自己的未來增添
競爭籌碼。

周佳慶

林欽炳 楊家銘

蔡姵分 蔡蕙如

鄭穎儒

獲得文藻優秀青年殊榮的專科部西文科四
年級學生羅羽宸，個性積極，喜歡參與社
團，服務人群。羅羽宸在學生會擔任核心
幹部，還身兼中東肚皮舞社的教學長。羅
羽宸除了課外活動表現亮眼之外，還以優
異的成績，順利甄選上國際交換生，即將
赴南美洲智利進行短期留學。熱衷服務的
羅羽宸希望能在智利參與志工活動，並從
服務中學習到更多的知識。羅羽宸處事態
度正面積極，課內課外成績優異，深受師
長與同學的肯定。

羅羽宸吳以琳

周克宣

邀您預約一席的感動

2012 

2012

【公關室／柯智文採訪報導】教育部100年臺德第二次交換獎學金最

近公布獲獎名單，文藻外語學院表現亮眼，文藻學生共獲得六個名

額，其中包括「大學部德文組」四名與「大學部非德文組」兩名，優

秀的表現反映出同學們的積極進取，也說明文藻在其外語專業方面的

教學品質。

　　今年獲得德文組正取第二名的文藻學生蔡佩璇表示，由於各校

候選人都是佼佼者，所以甄選過程競爭激烈，因此她從平時就開始循

序漸進地準備，尤其在撰寫德文自傳時，一遇到困難就立即尋求德文

系老師的協助，因此這次能獲獎，她特別感謝文藻德文系老師的細心

指導，才能讓她如願以償。獲得非德文組正取第二名、第三名的文藻

學生施郁綺與陳彥均，也建議學

弟妹在準備自傳時，可以特別強

調社團活動的經驗，並在有限的

篇幅內，讓評審老師了解自己有

哪些特質適合出國留學。

　　針對此次文藻學生的好表

現，德文系主任余淑雲開心地表

示，文藻學生對臺德交換獎學金

甄選的積極爭取，以及用心準

備，主要是因為修習德文的文藻

學生已將「臺德獎學金」視為一

項殊榮，並以此作為學習指標，

所以才贏得好成績。

臺德獎學金出爐 

文藻學生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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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大專優秀青年2012 

英文科四年級學生施郁綺開心與

獎學金證書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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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ZAO TODAY

※捐款芳名錄 請參閱文藻公關室網頁※

我們念台大政大 我們都是文藻人

靠－預約一席的感動椅

【公關室／柯智文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學院專科部英文科五年級

全盲學生朱禹豪，突破先天視力障礙，以優異的外語表現與歌唱

才藝，贏得校內外許多獎項。他平時熱心公益，服務偏鄉學童，

並用自己的奮鬥故事鼓勵許多人。最近他從全球約二千名候選人

中脫穎而出，榮獲周大觀文教基金會「2012年第15屆全球熱愛

生命獎章」，並於文藻外語學院接受頒獎表揚。朱禹豪說：「原

來看不見，是上天的另一種祝福，我就是生命的調色盤！」

頒獎典禮盛大隆重，主辦單位周大觀文教基金會特別邀請文

藻外語學院校長蘇其康、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與基金會創辦人

周進華共同擔任頒獎人。蘇校長在開場致詞時，特別以文藻人特

有 的 精 神 － 3L (Life‧Language Leadership) 之 一 的

「Life」來勉勵全場學生。他指出，「Life」代表文藻人精神中

的生命教育，愈是生命遇到艱困的時刻，愈能顯出它的意義與價

值。蘇校長進一步強調，朱禹豪沒有被生命中的艱難擊倒，反而

活出自己的一片天，這就是落實生命教育最具體的表現。此外，

高齡九十歲的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也受邀上台勉勵，單樞機在

致詞時表示，人生都會遇到挫折，若要克服它，態度最重要，而

‧

且每次在克服困難之後，都會使自己成長。他進一步闡述，上天給朱禹豪如此大的

挑戰，他卻沒有放棄，還能從阻礙中生出力量，並化阻礙為成功的踏腳石，因此值

得大家讚揚與效法。

朱禹豪非常開心能獲得如此殊榮，他在發表得獎感言時表示，從沒想過自己的

成長故事會有這麼大的能量，能鼓舞人心。朱禹豪透露過去他活得非常自卑，總覺

得自己像是一個被關在監獄裡的囚犯，失去自由。朱禹豪說，他在出生一個月時，

被醫生診斷出視網膜病變，導致雙眼全盲。起初他被送去一般幼稚園學習，每天只

能趴在地上，壓著眼睛發呆，等待吃點心的時間，根本無法與其他孩童互動。後

來，朱禹豪的父母煞費苦心，將他轉至台北啟明學校幼稚部就讀，畢業後接著安排

他到台中惠明學校念小學，一直到國中時再轉入一般學校就讀。尤其在國中階段，

朱禹豪發現自己對外語非常感興趣，在努力讀書之後，終於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南部

第一志願名校─文藻外語學院專科部，主修英文、副修日文，從此開始啟發他的雙

外語學習潛力。

朱禹豪透過自己的生命經驗，鼓勵大家在面對困難時，換個角度，用正面的力

量去克服它。朱禹豪說，從前遇到挫折時，常常會比一般人更加沮喪，甚至抱怨連

連，遷怒他人。不過後來當他努力去了解障礙背後的意義時，便可以與它和平相

處。除了有一顆不怕困難的心，朱禹豪也盡情發揮自己的音樂才華，在頒獎典禮

上，分別以鋼琴與吉他伴奏，自彈自唱一首英文勵志名曲「I have a dream」，

在優美的嗓音和純熟的技巧下，感動了所有師生。朱禹豪感動地說，因為看不見，

所以對聲音特別敏銳，他就靠著與生俱來的音樂天份，找到人生的快樂與自信。

典禮中，主辦單位也邀請朱禹豪的父母一起分享榮耀。朱禹豪的父親在致詞時

表示，當初得知朱禹豪雙眼全盲的結果時，全家人根本無法接受這個事實，後來在

做好心理建設之後，開始全心養育他，如今看到禹豪能快樂學習與成長，父母親都

感到十分欣慰。朱禹豪也很感謝父母的辛苦栽培，特地準備兩束鮮花分別獻給最愛

的爸爸媽媽，希望他們永遠健康快樂。

1.校長蘇其康（左一）、單國璽樞機主教（右二）與
   基金會創辦人周進華（右一）共同頒獎給朱禹豪。
2.朱禹豪表演吉他自彈自唱。
3.朱禹豪挑戰盲人播新聞。
4.單國璽樞機主教（左）頒發周大觀生命獎章予周禹豪。
5.朱禹豪表演鋼琴自彈自唱。

周大觀

全盲勇士朱禹豪
  周大觀全球熱愛生命獎

譜寫光明樂章

榮 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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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室／柯智文、XE2B王韻閔、XS2A王歆惠

採訪報導】文藻公關室為協助在校生準備各類升

學考試，特別舉辦「我們念台大政大‧我們都是

文藻人」活動，邀請目前就讀政大廣電所碩士班

的楊婷婷（二技英文系校友）、台大外文系三年

級許宏豪（專科部英文科校友)以及台大日文系

二年級戴婷立（專科部英文科校友)，分享個人

在準備插大或研究所的經驗談，現場座無虛席。

　　此次訪談會由公關室主任林裕展主持，全程

採電視座談節目模式進行，以幽默的方式，與三

位校友互動。講者們傾囊相授，教導學弟妹準備

插大或研究所的「小撇步」，很多在校生都獲益

良多。英文科學生楊喨茵表示，原本對於跨系報

考不太有信心，但是聽了楊婷婷學姊的成功經驗

後，對於自己未來的升學之路感到充滿希望。

　　三位講者皆認為「善用學校資源」、「做好

時間管理」以及「堅定的意志力」是他們成功考

取名校的關鍵。楊婷婷校友表示，學校圖書館是

個值得好好利用的地方，由於考研究所需準備的

科目和範圍都相當大，所以她善用圖書館資源，

把各科相關書籍彙整成自己的備考書庫，不但使

準備方向更明確，也省下不少書費。

　　戴婷立校友則強調「做好時間管理」的重要

性。她說在四月底考完二技統測後，才開始準備

七月舉行的插大考試。由於她轉考日文系，在時

間緊迫的壓力下，規劃每日與每週的讀書計劃，

按表操課，非常有效率。

　　此外，三位講者也都強調讀書一定要靠意志

力。許宏豪校友表示，在備考期間每天面對的都

是書本，有時也會因為苦悶及壓力而沮喪，此時

就需要對自己信心喊話，再次強化自己朝目標前

進的決心，但是適度的放鬆以及調整讀書節奏也

【公關室／林洛安採訪報導】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邀請第35屆校友杜欣

容返校分享從外文轉念商科的心路歷程。杜欣容畢業於台大會計研究所

碩士班，早在研究所畢業那年，即以優異成績考取會計師執照，目前服

務於國內知名的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談起選擇會計這個領域，杜欣容說她在專一時即開始思考未來的方

向，由於她自認為在外語方面沒有特別的天份，因此開始培養第二專

長，並於文藻畢業後，插大考上淡江會計系，之後再以傑出的學業成績

考取台大會計研究所。杜欣容說，靠著在文藻的紮實外語訓練，使她順

利推甄上台大。

　　杜欣容把《誰搬走了我的乳酪》這本書視為葵花寶典，時時警惕自

己要追的上時代的腳步，因為如果不這麼做，很快就會被淘汰。她一再

提醒學弟妹們要好好培養外語能力，為自己的未來加分。

從文藻到台大 杜欣容拚上會計師

文藻第四屆德西班於民國 101年 3月 31日

（六）返校舉辦同學會，全班坐在正氣樓的

教室裡，彷彿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青春少女歲

月。在邀請當年擔任校長的斐德修女上台致

詞後，大家捨不得讓修女走下台，全班吵著

修女再多講一些，好讓她們重溫這難得的文

藻求學夢。

第四屆德西班校友
返校重溫求學夢

南加州文藻校友會於2012年4月

28日舉辦年會活動，同時遴選出

下任新會長第一屆法文科王思韻

學姐（圖中）引領南加州文藻校

友會。圖右楊淑蓮校友（1S），

圖左魏思顏校友（1S）。

【公關室／鐘儀君採訪報導】文藻課外活動指導組韓志敏老師

（英文科第7屆校友），在校服務27年後，於今年3月退休。憑

著對課外活動教育的熱忱，讓她在這個崗位一待就是十多年，

這樣的紀錄恐怕很難被超越。

　　韓老師說，身兼校友的身分讓她更輕鬆適應文藻的工作。

她坦言，比起過去曾在美商公司的工作經驗，文藻生活真的很

簡樸，最難能可貴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親切互動。有位校友曾

問她：「為何能一直保持活力與熱情？」她的回答是：「每年

替自己找個目標去努力。」也因此當她得知過去有人在課指組

服務超過十年時，她立即下定決心要超越這樣的年資，最後真

的如願從課指組退休。

　　韓老師開心地說，近年承辦四技部新生訓練的「英語初戀

營」活動，學生的正面肯定令她感到欣慰。她特別感念學校對

課外活動的支持與鼓勵，讓她能盡情在工作上揮灑。她特別要

送給每位年輕人一句話：「在課外活動裡，我們一向認真玩，

因為我們開心；我們也是玩真的，因為我們在經營事業。」

　　談到退休生活規劃時，韓老師認真地回顧自己畢業後工作

35載，始終忙忙碌碌，因此暫時想拋開一切，享受慢活的樂

趣。拜時下最流行的社群網路facebook之賜，希望未來能有更多

的時間與老朋友和校友敘敘舊。

服務27年 課指組韓志敏老師榮退

親愛的同窗好友們，

您近來好嗎？ 您身在何方呢？還記得那遙遠的年

少時光，在文藻，穿著花格子裙的日子嗎？時光飛

逝，不知不覺間，我們已畢業離校四十年了。這四十

年裡，每個人在各自的領域裡發光發熱，各有所成。

縱有順境、逆境的人生起伏，我們感謝上天賜給我們

勇氣與力量，突破艱難，努力前行。雖然年歲增長

了，我確信，我們的心依然炙熱。我們依然喜愛追尋

夢想，品味人生，欣賞人生。

今年秋天，願我們大家也帶著這顆炙熱的心，回

到我們的母校。讓我們再次齊聚一堂，懷想過去的青

春歲月。讓我們再次走進當年的教室，重溫那昔日的

讀書聲與歡笑聲。再次走在校園裡，踏在曾經留有我

們腳印的草地上。再次站在芒果樹下，遙想那曾經讓

年少的我們，垂涎欲滴的纍纍芒果。

我們昔日的師長縱然多數已離開，但我們敬愛的

校長斐德修女，仍然住在學校修院裡。經過了四十年

後，我們還能有機會聽到斐德修女智慧的話語，實在

是上天的恩賜。曾經嚴格教導我們英文，也諄諄教誨

我們生活規範與生命價值的林修女，也住在修院裡。

讓我們回到母校探望她們，以及過去的恩師們，致上

我們的感恩，感謝他們在我們年少時，教導我們正確

的人生態度，指引我們生命的方向。

走過漫長歲月，母校已從文藻校徽裡那棵山坡上

的小樹，逐漸成長茁壯成一棵大樹。學校的體制多年

前已升格為學院，目前正努力邁向大學之路。更豐富

多元的科系與多棟宏偉建築，讓學校的發展更蓬勃，

也讓學生有更多的學習機會。

文藻師長的努力深受肯定，多次榮獲教育部卓越

辦學大獎。回到母校，看看學校卓越的成果吧！那是

我們身為校友的喜悅與驕傲。

回到母校，探望師長，也讓他們看看我們吧！看

看這些昔日的孩子們，畢業後的景況。走過人生歲

月，走過風霜雨露，四十年過去了。我們像離港出航

的船隻，航過大海，走過風浪，讓我們以歡喜、感恩

的心駛回當初離岸的港口，再次回到那溫暖的港灣，

那昔日熟悉的渡口，那印有我們青春歲月足跡的地

方。

不管你的船隻，現在正航行何方，期盼你回航！

讓我們再一次在昔日出海的港灣相聚，帶著笑，帶著

淚，細數別後的種種，分享海洋上的生命故事。

歲月悠悠，四十年轉眼過去。願我們大家珍惜彼

此，珍愛我們的母校。讓我們把握每個美好時光。讓

我們大家文藻相聚！

陳慧珍 敬上（第二屆西班牙文科）

南加州
文藻校友會

韓至敏老師個人照

校友顏玠為韓志敏老師畫Q版圖

校友回娘家預告校友回娘家預告是很重要的，才能讓自己一直保持念書的動

力。

　　活動中也臨場加碼演出，特別邀請剛考上

政大俄羅斯研究所榜首的德文系應屆畢業生周

克宣，針對自己的備考方向與台下學生分享，

過程十分熱烈。最後，講者們也對學弟妹們獻

上祝福，並鼓勵大家在校期間多參加社團，藉

由活動確立自己未來的職場性向或升學目標，

提升自我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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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關室主任林裕展擔任主持人。

2.校友楊婷婷（右起）、許宏豪、

   戴婷立分享考上研究所與插班大

   學心得。

3.同學們踴躍發問。

4.三位校友與同學們合照。

5.同學們踴躍參加，現場大排長龍。

第2屆、第12屆及第22屆校友回娘家活動
活動時間　2012年10月13日（星期六）
活動詳情　請洽校友聯絡中心
電話：(07) 342-6031轉1606　林洛安小姐
E-mail：97107@mail.wtuc.edu.tw

全盲勇士朱禹豪
  周大觀全球熱愛生命獎

譜寫光明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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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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