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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ERS雜誌 2004年1000大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 本校榮獲技職院校排名第4名 
 
『最佳國際觀與外語能力表現』榮獲全國大學院校第9名 　為技職體系唯一上榜學校

　　每年針對國內大學進行「企業最愛」排名調查的CHEERS快樂工作人雜誌，今年首度針對技術學院體制學校進行調查。「2004社
會新鮮人求職專刊」，公佈今年二月針對國內一千大企業所做的問卷調查，在「企業最愛技術學院排名」部分，本校排名第四，是南
部唯一上榜的技職院校；排名第一的台北商業技術學院雖然最受企業青睞，但文藻的核心專業能力最受到重視。 
 
　　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總編輯吳琬瑜表示，在技職學院中，文藻外語學院在企業對各大學社會新鮮人的表現排名項目中，位
居『最佳國際觀與外語能力』的第九名，是技術學院體制學校唯一榜上有名。顯示出文藻的核心專業能力受到高度肯定。 
 
　　此外，本校九十三學年度技職校院大學部四技申請入學，首階段共計約700人申請，500餘人通過進行複試，在技職院校中受到家
長及學子的歡迎與喜愛。今年除了外語教學、應用華語、英、法、德、西班牙、日文等七系外，還新增加了國際事務、國際企業、資
訊管理與傳播等三系，總共10個系，錄取205名，放榜日期為4月7日。 
 
　　值得一提的是，為吸引優秀學生申請就讀大學部，凡入學新生於大學學測國文、英文成績達十三級以上，就可獲贈一台手提電腦。 
 
　　 本校除強調外語課程100%全外語教學特色，同時大學部學生不分系別均須修習36個英文學分為副修。跨系合作及相互支援之體系
亦相當健全，提供學生選擇多種學程之機會，如跨文化學程、華語教學師資學程、傳播與廣告行銷學程、文物景觀解說與觀光服務
學程、國際會議與活動經營、資訊與媒體運用等。 
 
　　 李校長表示，隨著大專院校的數量不斷成長，學生人數的往上攀升，未來莘莘學子所面對的人生第一個決戰場，將是大學畢業那

一年。如何提供良好的學習環境，培養積極的學習與工作態度、及核心專業能力，將是本校未來努力的重要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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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本校郭恬君 大專英語演講比賽奪冠軍 
 
打敗台大、台師大英文系等強敵 外語能力不容小覷  
 
　　「2004全國大專院校英語演講比賽」，於3月27日下午在台北喜來登飯店進行決賽，本校英文系E4A的郭恬君脫穎而出，奪得
冠軍；其他獲得第二、第三名的是台灣大學外文系徐婕和台灣師範大學英文系盧昭延。 
 
　　大專院校英語演講比賽，是由台北扶輪社與空中英語教室雜誌社共同主辦，各大專院校七十五人角逐，競爭相當激烈。郭恬君
以故宮博物院介紹中華文化、九族文化村代表原住民族文化、台南古蹟及小吃象徵台灣閩南文化，流利的英文贏得中外來賓一致地
讚賞與肯定。 
 
　　獲得冠軍的郭恬君，亦是去年的全國技專校院英語能力比賽冠軍，及本校今年優秀青年代表，捷報傳來，全校為之欣喜，並深

深以她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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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蕾修女 獻身天主50年金慶 
 
奉獻台灣外語教育界近半甲子 桃李滿天下 
 
　　聖吳甦樂女修會麥蕾修女發願50年金慶感恩彌撒，於3月12日下午，在文藻詠穌堂隆重舉行，除了李校長及師生同仁，還有遠
從花蓮來的吳甦樂女修會台灣省會會長陳海雯修女、畢業校友、及神父修女紛紛前來祝賀，共有百餘人參禮，場面溫馨熱鬧。 

　　感恩彌撒由王輔天神父主禮，張隆順、申榮賓神父陪祭，負責安排禮儀的宗輔中心還貼心的將麥修女從小到大的照片，用電腦
多媒體放映出來，麥修女幼年及青少女的照片首次於校園曝光，驚訝與讚嘆聲四起，也為麥修女愛天主、愛世人寫下了最好的見
證。

　　英籍的麥修女特別以中文表達她對文藻的喜愛與感謝，許多美好的回憶豐富了她的生命，並將一切榮耀獻與天主。彌撒後，吳
甦樂修會在化雨堂大廳舉辦慶祝餐會，外語教學系陳文成老師，以英文歌曲Memory吟唱出對麥修女無限的感謝；上百位第一屆外語
教學系的同學在場外大聲喊出「I Love You Sister」，表現對麥修女的祝福，並派學生代表獻花獻吻，讓麥修女感動不已，師生情
深，傳為杏壇佳話。

　　現為本校外語教學系主任的麥蕾修女， 出生於英國天主教家庭，16歲擔任幼稚園的助理教師時發現自己的志趣，而開始喜歡上
教書的工作。23歲發願成為聖吳甦樂修會修女，在這個國際性的修會內，專心事奉天主，並致力教育工作

　　曾共事及受教於麥修女的同仁及學生，對她的教導、關愛、鼓勵及教育熱忱，都印象深刻。40歲時來到文藻的她，覺得在文藻
的每一天都充滿新奇與趣味，在文藻任教的日子，除曾經當選過私立教育事業協會第二屆傑出教師外，並且先後擔任過三次的英文
科主任，帶領文藻的第一大系。曾有老師形容，這輩子可能曾對自己母親的要求說過「不」字，但是面對麥蕾修女卻無法說「不」
字，由此可見她在文藻的人緣有多好了。

　　在台灣教了30多年英文的她，對於外語教育有獨到的見解，她說，想要說一口流利的英文，除不斷地練習以外，更應將學習融
入生活。她不但記住每一位她所教過的學生，更關心他們的生活，因此畢業的校友返回母校時，最想看到的人就是慈祥的麥修女，
其教學的風範令人感恩與難以忘懷。

　　英國籍的麥修女認為，台灣是她的第二故鄉，一生敬天愛人，尤愛我同胞，並熱愛這塊土地、用心耕耘；文藻有幸與麥修女相
偕三十寒暑，她心中所蘊藏的愛及無所保留的奉獻，有若源頭活水，深深滋潤著文藻校園及每位師生。 

TOP

No.4

 
學術交流及活動看板

■　英國新堡大學(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國際交流處助理主任Mr. Alain YOUNG，於3月4日蒞臨本校商談兩校未來學生交
流事宜。李文瑞校長、陳美華教務長、陳劍鍠研發長、英文系徐文華主任、外語教學系麥蕾修女、國際事務系楊吉林籌備主任等人共
同接待。 
 
■　中央研究院人文科學組院士王賡武教授於3月6日訪問本校。王教授曾任香港大學校長，並獲澳洲人文科學院院士、美國文藝與科學
研究院名譽院士、倫敦亞非研究學院名譽院士等殊榮，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於國際學界位望十分崇隆。本校董事長
斐德修女、李文瑞校長、及相關一級主管出席歡迎並陪同參觀，王院士對本校致力於教育的熱忱及專業留下深刻印象。 
 
■　英國諾丁漢全特大學(TNTU)語言中心英文組主任主任Mr. Diane Schmitt於3月9日蒞臨本校，商談與英文系進行交流等事宜。李文
瑞校長、外語教學系麥蕾修女；英文系徐文華主任、劉俊裕及胡志祥副主任等人共同接待。 
 
■　跨文化研究」系列講座 地點：莊敬樓S001 
　　主題：後現代理論與傳播 
　　日期：4月14日16: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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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施如齡副教授 (文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主題：西夏文字的結構 
　　日期：4月28日16:00-17:30 
　　主講人：小高欲次助理教授 (文藻日文系) 
 
■　為提升校內老師研究能力，於本學期舉行「行動研究工作坊」，預計每月進行1-2次的聚會，同時邀請屏東師範學院初等教育系所
高敬文教授蒞校指導，高教授為國內質化研究與行動研究專家，具多年研究指導經驗，針對本校老師豐富的教學經驗，提供統整及質
化的研究指導。 
 
■　本校教務長陳美華及通識教育中心林耀堂老師，於3月27-29日赴斯里蘭卡，參加天主教國際教育公署亞洲大會(OIEC 
Asian Congress)，該大會約有175位來自亞洲各國天主教教育學者代表參加。 
 
■　教育部技職司辦理「2004年技專院校越南教育展」，已於1月31日完成各校參展意願調查，並於2月13日召開審查會議擇定參展
學校，共計核定17校，本校為其中一所，參展領域及系所為中文訓練領域「應用華語文系」，將於4月25日至5月6日，由本校研發處陳
劍鍠處長及華語中心龔三慧老師代表文藻赴越南胡志明市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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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區 　 文藻提供免費英語課程

　　為將服務觸角擴及社區，外語教學系及英文系學生免費教授本校附近鼎力、鼎西、鼎中、與鼎金四里里民。由於課程免費，每人
只要交兩百元教材費，短期內就吸引了近200位里民報名參加，課程分為兒童初級英語班及成人初級英語班，上課時間為星期一晚上，
為期三個月。 
 
　　李文瑞校長、外語教學系麥蕾修女、陳清泉學務長、師資培訓中心施如齡主任、及公關室翁一珍主任等人，出席了3月8日的始
業式，三民區區長陳居豐、鼎力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沈巽榮、鼎西里長朱朝興、鼎中里長李水發、鼎金里長高豐麟也都特別到場感謝
學校的安排。李校長表示，回饋社區是雙方最好的互動，文藻會針對不同的學習對象，分別設計適合的課程，並與實際生活經驗結
合，幫助社區民眾快樂學習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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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國際競爭力 
 
中鋼「外語人才培育班」 委託文藻訓練 
 
 
　　國際化是企業發展重要指標，中鋼集團所屬的中鋼企業大學與本校推廣教育中心合作，開辦「外語人才培育班」，並於3月8日舉
行始業式，由本校李文瑞校長與中鋼行政副總經理黃清伸共同主持。 

　　李校長表示，文藻以審慎的態度規劃課程，並以優秀的師資團隊，提升學員外語口譯及表達的能力，相信在中鋼的相輔相成下，
必能協助增進國際競爭力。

　　李校長說，該校中文系黃氏昭鵷老師，去年取得教育部東南亞國家獎學金，前來本校華語中心進修半年，並在應用華語文系旁
聽，學習成效甚佳。未來，兩校可進行教師、學生之交流，亦可進行外語文教學、教法、教材研究、中國研究與東南亞研究等。李校
長表示，本校「國際事務系」即將招生，「東南亞研究中心」也積極籌畫中，此次兩校合作關係之建立，將可為彼此開創更廣闊的未
來。

　　中鋼公司經過各單位推派並仔細挑選，共甄選出15名英語班及10名日語班學員，總計25名；他們將自年3月9日至12月中旬，每
週二天至文藻修習外語翻譯技巧，英語班300小時，日語班450小時。這些學員在文藻學成後，將再甄選出績優學員親赴美國及日本的
大學做3-6個月的短期進修，實際融入當地人文，進而提升外語應用與實戰能力。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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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瑞儀　　　　徐慧雅 

劉 芸　　　　王文龍 

姜姿毅　　　　郭恬君 

夏彗榮　　　　許游美 

許妙鸝　　　　 

92學年度 
 
 
九位文藻優秀青年出爐 
 
 
　吳瑞儀 進修部英文系三C  
 
雖為人母，但仍排除萬難，認真向學，家庭、學業兩者兼顧，實為難能可貴。擔任班級班長認真負責、全心投入，與同儕間「一
起成長，互相勉勵」。  
 
　徐慧雅 大學部外語教學系一B  
 
為班級副班長，並加入救國團南區大專服務隊。曾擔任「創世基金會」及「救世會」志工，照顧植物人、被遺棄及有缺陷的孩
子。平日樂於為同學服務，並積極參與班級及學系事務。  
 
　劉 芸 專科部法文五B  
 
協助父母分擔家計、照顧弟妹，但卻不忘學生本份，專心學業。經常參與班級及校內、外各項事務，活潑熱心，處事認真負責，
並積極推動校內大型活動，貢獻於學校，表現可圈可點，深受同學及師長之肯定。  
 
　王文龍 專科部法文五B  
 
個性開朗、待人和善、誠懇實在、樂於助人。擔任法文學會副會長期間，全力配合學會推動相關活動，其勇於負責的表現，可作
為現代年輕人的楷模。  
 
　姜姿毅 專科部日文五A  
 
熱心校內、外各項活動，在許多課外活動中都可以看到她活躍的身影；雖然生活十分忙碌，但仍非常關心班上的活動，其良好的
人際關係及認真積極的工作態度，顯示出文藻人優良特質。  
 
　郭恬君 專科部英文四A  
 
曾經是一個幾乎被家人放棄、斷定永遠不會成功的笨孩子，熬過了狂飆時期的她，積極參與校內、外活動及比賽，獲得「第三屆
全國技專院校全方位英語能力競賽」全國第一名殊榮，為文藻爭取榮耀。平日上課認真、勤奮向學、熱心助人，對老師及同學彬
彬有禮，足為文藻人楷模。  
 
　夏彗榮 專科部西文四A  
 
家境清寒，但仍排除萬難努力向學、提升自我能力。在家孝順貼心；在校品學兼優、積極熱心；並擔任楠梓青少年福利中心「國
小低收入戶學童」的英語老師，其不向命運低頭，積極向上、樂觀進取的精神堪為青年表率。  
 
　許游美 專科部日文四B  
 
是一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除積極參加班級及學校活動，更展現其優秀的領導能力，縱觀其各方面之表現足為同學典範。  
 
　許妙鸝 專科部日文三A  
 
是現今七年級生少有吃苦耐勞的學生，以獎學金及就學貸款完成她繼續求學的夢想。許同學做事認真負責、積極進取、熱心服
務、孝順父母、友愛兄弟，她所展現的言行舉止，均是「負責任」的最佳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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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黃文玉 專科部黃于寧 
 
分別榮獲93年全國及高雄市大專優秀青年代表

 
　　雙喜臨門，本校大學部二技英四A黃文玉同學，獲頒93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代表，專科部英五A黃于寧同學，則獲93年高雄市大
專優秀青年代表殊榮。黃文玉並特別北上至行政院內政部接受表揚；李文瑞校長於3月24日朝會，與全校師生分享此一好消息，並期
許同學們精益求精，發揮文藻人精神。

　　黃文玉，在本校五專部就學期間積極參與課外活動，熱心服務，此一精神自專科至二技始終如一，擔任學生聯合會活動部部長一
職，付出時間與心力為全體同學謀求福利，其積極的精神，有目共睹，獲得優秀青年代表殊榮，實至名歸。黃于寧，求學生活中，一
直秉持認真向學的精神，同時積極參與校內外之課外活動，從一年級開始就參與校內「優質學生服務會」並曾擔任會長一職，無論待
人接物、處理事務與領導統御等表現都獲同學師長好評，堪為青年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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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館暫緩施工

　　本校於2月28日董事會中決定將第二期體育館工程暫緩施工。由於建築材料不斷上漲，興建「綜合教學研究大樓及體育館」所需
經費，遠超出承包商的預期，為反應建築成本，新大樓必須重新調整建材計價。據了解，鋼筋價格從93年元月迄今，每公噸上漲金額
接近百分之七十，嚴重影響本校之新建大樓建設經費。

　　李校長表示，雖然此一決議讓人覺得難過與不捨，但能瞭解學校本階段面臨的財務困難。李校長說，同學們所需要的運動場等
設施，學校仍然很重視，將在有限的條件下做最好的安排。未來若有機會，會優先考量興建體育館。而目前所募得的二仟一佰多萬元
捐款與資源，將繼續用在教學大樓與研究綜合大樓的建設與設備上，並期望愛護文藻的朋友與師生仍能繼續愛心磚的捐款，匯集更多
的愛心，助佑文藻工程如期完成，改制外語大學順利成功。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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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鬆下午茶-與李校長有
約 

第一屆校友老情人聚會 

校友活動預告 
 
 
■為瞭解校友對母校建言，本校舉辦「輕鬆下午茶-與李校長有約」校友活動，第二次與李校長有約活動將於4月6日(週二)下午三時至
五時舉辦，歡迎校友舊雨新知踴躍參與。 

　　報名：文藻校友中心 電話：(07)3426031分機291 e-mail：alumni@mail.wtuc.edu.tw

■由文藻校友總會所主辦認識高雄探索隊活動，將於4月24日上午 8:30-12:00舉行「認識高雄--打狗風華」，本校通識教育中心--高雄
史蹟源流瑰寶張守真教授，將擔任隨隊解說，帶領大夥參觀旗後天后宮、高雄第一古街、基督教長老教會教堂及全台第一座西式醫院
遺址、打狗隙、旗後燈塔、旗後渡船場等處，採走動式參觀及解說方式，民眾可充分瞭解高雄開發史，每人200元，國小生以下免
費，機會非常難得，請早報名。

　　報名：校友總會理事長胡月嫦 Tel:0919-193011 文藻校友中心 Tel:07-3426031 分機291 e-mail：alumni@mail.wtuc.edu.tw

 
校友二三事 
 
 
■「輕鬆下午茶-與李校長有約」於3月2日第一次舉辦，總計20位校友參與。李校長親切的態度讓與會校友留下深刻印象，參與校友各
自抒發對母校的想法，輕鬆自然。

■林淑丹校友(22ED)本學期返校服務，為日本御茶水大學文學博士，目前擔任日文系助理教授，教授日語閱讀、會話等專業課程。

■由第一屆校友所發起的「文藻第一屆校友老情人聚會」於3月14日在高雄國賓大飯店舉行，共計有40名校友參加。許多0多年未見面
過的老同學，除訝異彼此青春依舊，也相互調侃及回憶文藻求學的點點滴滴。斐德修女、李文瑞校長、公關室翁一珍主任、校友中心
張紹華小姐獲邀參與此一盛會。英文科王淑麗、洪瑞禧；法文科葛曼萍、王思韻等人，更遠從日本、美國、荷蘭等地返鄉參與。結束
前，大夥兒並相約2006年文藻建校40週年再見。

■服務於東森電視台新聞部馬心婷校友(25JA)，近日發行《美齒SPA-給你魅力好運氣》新書，由棋碁文化出版，是目前市面上第一本
關於牙齒美容的書，除結合醫學生活相學,同時還有許多真實案例的分享，歡迎文藻人給予鼓勵與指教。

■16G朱怡瑾、19G龔振榮分別接任本校思源翻譯社主任及學務處實習就業輔導組組長，於三月及五月履新。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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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在心頭

西二A同學共砌「愛心磚」 校園流佳話 

　　為響應學校「在文藻砌一塊磚—尋找2500個感動」募款活動，本校專科部西文二A結合全班同學及家長力量捐款興學，共計募得二
塊磚六萬元，在新建的綜合教學大樓中共砌愛心磚，為文藻的求學生活留下見證與回憶。

　　擔任該班導師的謝惠玲老師說，捐款的想法是由同學們主動提起的，並覺得能共同完成一件是很有意義的。從初期興致勃勃，到
中途意興闌珊，以及最後目標的達成，三個多月的募集中經歷了很多的困難，如果不是幾位熱情的核心同學堅持，此項美意很難完
成。此外，邱譯儂同學的家長邱顯福先生允諾同學，只要募集到一塊磚，也願跟隨同學腳步捐贈一塊愛心磚，為此活動頻添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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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綜合教學研究大樓」工程進度

<  

1.93.3.17李校長率日後使用單位主管視
導教學大樓工地

2.研究及會議大樓基礎開挖鋼板樁打
設施工照片

3.露德樓穿堂後方銜接走廊基礎鋼筋
綁紮施工照片

4.文化走廊基礎鋼筋綁紮施工照片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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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　www.wtuc.edu.tw/fund/

信用卡 
請上http://www.wtuc.edu.tw/fund/ 下載或來電索取信用卡捐
款單。 
 
銀行電匯 
行別：0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高雄分行 
帳號：05030021225 
 
支票捐款 抬頭：文藻外語學院 
 
現金　請直接寄至本校公關室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 
以指定捐款文藻方式，個人可享所得總額50﹪列舉扣除額的免稅優惠；企業捐款則可享受25％之
當期費用免稅優惠，詳細捐款辦法請來電詢問，洽詢專線：07-3426031轉735分機。 

保險給付金捐贈 
請洽專案規劃師專科部第廿一屆李桂蓮校友。聯絡電話：0931-77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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