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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本校創校38週年校慶
第一屆兩岸外語大學校院學術研討會暨多媒體教學研習
10/22•23文藻舉行 總計16場研討會 39位學者專家發表論文
為慶祝本校創校38週年校慶，將於10月22、23日與上
海外國語大學及北京外國語大學，共同舉辦「第一屆兩岸
外語大學校院學術研討會暨多媒體教學研習」。這是校方
與兩所中國知名外語大學簽訂合作交流協定後，首次舉行
大規模的學術交流盛會。為此，上海及北京兩所外語大學
戴煒棟校長及陳乃芳校長，共12位學者共同與會，發表10
篇論文，也是兩岸外語大學首次在台灣舉行如此大型的國
際性學術會議。陳乃芳校長並將以「論高等學校外語專業
的課程建設與改革」為題，發表專題演講。
此次研討會共有五個議題，涵蓋兩岸歐語教學現況暨
發展、兩岸東亞語言教學現況暨發展、語文教育與學習科
技、跨文化溝通與教學、華人外語學習策略研究，來自兩
岸及各國的學者專家總計將發表39篇論文。
據本校主辦單位研發處表示，22日上午將先由文藻李
校長、上海外語大學戴煒棟校長及北京外語大學陳乃芳校
長分別針對兩岸英語教育發表專題演講。此外，本校陳美
華、雍宜欽、楊吉林、劉俊裕、林淑丹、林秀珍、龔筱
娟、唐英格、童鳳環等教授亦將於22、23日擔任論文發表
人。
除此之外，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高雄師範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5%C4%A6%B3%F8%B3%F8/12/wenzaotoday12.htm 第 1 頁 / 共 7 [2008/12/19 下午 05:41:04]

大學、淡江大學、台南大學、台灣師範大學、政治大學、
輔仁大學、東吳大學、靜宜大學、清華大學、樹德科技大
學等校均有知名學者，前來參與盛會並發表論文。
為了因應資訊化時代的需求，近年來本校投注相當多
心力與經費在多媒體語言教學的設備與措施的建構，因
此，研討會也特別安排了多媒體教學的研習，預計將有來
自英國Prof. Alexandre Ranchoux(Univ. of Ulster, United
Kingdom)、加拿大Prof. Etienne Bouchard 及Prof. Gerry
Sullivan、馬來西亞Prof. Radzuan Razali及Prof. Nor
Azlah Abu Bakar(Head o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Languages, Multimedia Univ. Malaysia)以及本國專家學
者，在本校正氣樓數位化多媒體語言教室，發表相關論文
共8篇。
本校李校長對此一學術研討會寄予厚望，並表未來將
持續在兩岸及亞洲各國舉行，以因應地球村時代的來臨，
進而促進學術與文化的交流。
本次研討會將於新教學大樓地下一樓歐盟學園舉行。
相關資訊請查詢http://www.wtuc.edu.tw/ccsifl/網頁，有興
趣參加者，歡迎上網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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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22畢業公演週 英、德、西、法、日語連番飆戲
「絕不付帳」、「沉鐘」、「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迷失的腳步」、「蝴蝶夫人」等名劇
舞台

搬上

本校一年一度的畢業公演於10/17-22隆重
法文科「迷失的腳步」則動用了32位演員，飾演62個角色。藉由
登場，專科部英、德、西、法、日五科畢業班
車站的場景，上演著許多劇碼，或許肥皂，或許離奇，卻真真實實的發
共600位同學，使出渾身解數，精心籌畫一
年，分別將「絕不付帳」、「沉鐘」、「瀕臨 生在生活周遭。全劇以法式的幽默，帶給大家會心一笑，更重要的是在
崩潰邊緣的女人」、「迷失的腳步」、「蝴蝶 62個角色中，沒有一個是完美無缺幸福極致的。
夫人」等劇搬上舞台，內容精彩可期。
日文科則改編經典歌劇「蝴蝶夫人」，並以日語發音重現，劇情敘
首先登場的是英文科，於10/17日下午
述一位花樣年華的日本少女，把自己的青春與愛情，全心全意交給一位
3:30開鑼，演出改編諾貝爾文學獎得獎劇義大
利劇作家達利歐弗的「絕不付賬」，全劇敘述 來自美國的海軍軍官，怎知所託竟然對婚姻毫不以為意！蝴蝶夫人將如
一群家庭主婦，在無法繼續忍受腐敗政府無力 何結束這段充滿幻想的愛情？日文科將有精彩的表演與詮釋。
控制物價飆漲的情況下，決定以在超級市場買
此次的畢業公演週，是由本校專科部五年級畢業班的同學，歷時一
東西絕不付帳之方式來聯合起義，對抗長期剝
削弱勢族群的腐敗政客及商人，為自己的家園 年的精心籌劃。不僅劇本經過無數次的討論後才定案，男女主角還需經
重新創造新契機，是一齣瘋狂社會暴動喜劇。 過正式公開的徵選，為了這五年一次的演出，大家無不卯足勁，發揮創
弗氏以慣用的犀利社會諷刺手法，觸動人心，
意也考驗演技。其中西文劇中有一場摑巴掌的戲，求好心切的學生，排
在爆笑及不可思議的情節推陳過程中，讓觀眾
演時場場都來真的，讓老師看了好不心疼。而德文科男主角激動時臉部
暗自落淚後，再為現代人類尋找希望。
抽搐的表情，及精靈們活潑的動作，更讓觀眾對於演員的投入留下深刻
此次德文科演出充滿浪漫悲情的童話劇
的印象。
「沉鐘」，是191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霍普
特曼的作品之一。藉由呈現非現實世界的題
此外，為了營造逼真的場景，各科無不挖空心思。演出「沉鐘」的
材，帶給觀眾偌大的想像空間，與藝術家奮不
德文科同學，還特別到山上砍藤蔓、到處蒐集廢棄的汽油桶及沙拉油
顧身的追求完美相形對照，真切的點出人生所
桶。法文科同學則絞盡腦汁設計出空中火車鐵軌，以符合該戲演出背景
求為何的迷思。
為車站的效果。日文科「蝴蝶夫人」則將接近三分之二個教室大小的日
西班牙文科則選擇了電影名導阿莫多瓦
式和風房子搬上舞台，為了省錢同學還自己動手以紙糊日式拉門的紙，
「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此齣戲以犀利、玩
看起來栩栩如生。為了幫助民眾了解劇情，畢演的同學還貼心地在舞台
笑式的手法呈現女性的性慾和渴望，讓阿莫多
瓦被賦予「女性導演」的頭銜，並使他自此名 兩側準備了大型中文字幕，配合放映。喜愛舞台劇的朋友，不要錯過了
列國際導演，本片在西班牙的票房就達到
7800萬美金，十年內沒有其他影片能打破這
個紀錄 。

文藻同學們的精彩演出，有意觀賞者請先來電詢問及訂位。

——————————————————————————————————————————
93學年度文藻外語學院畢業公演週活動時程表
◎演出地點：文藻外語學院化雨堂 (請由文藻鼎中路校門進出)
◎文藻總機：(07)342-6031

下午場
日期

劇碼

晚上場

3：30–5：30ｐｍ

演出系科/電話

7：30–9：45ｐｍ
「絕不付賬」
10/17(日)

「絕不付賬」
10/18(一)

分機5305

V

V

V

V

V

V

Can't Pay?Won't Pay!
「沉鐘」

10/19(二)

英文科

V

Can't Pay?Won't Pay!

Die versunkene Glocke
「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Mujeres

10/20(三)

al borde de un ataque de nervios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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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分機5305
德文科
分機5702
西文科
分機5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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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科

「迷失的腳步」
10/21(四)

10/22(五)

V

V

V

V

LES PAS PERDUS

「蝴蝶夫人」

分機5602

日文科
分機5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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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及活動看板
■通識教育中心舉辦「教學藝術」分享座談會
日期：10月7日(四)下午3:30
地點：露德樓2F會議室
主講：陳靜珮老師(93學年文藻教學優良教師得獎者)
▌巴拉圭大學來訪合影

■應華系舉辦「網路資源在華語文教學上的運用」講座
日期：10月12日(二) 下午1:00-3:00
地點：文園2樓會議室
主講：孫劍秋教授(台北師大語文教育學系)
■資管傳系舉辦「媒體素養」講座
日期：10月15日(五) 上午9:00-10:20
地點：行政大樓3樓國際會議廳
主講：知名作家 吳若權先生

■應華系學生赴大陸觀摩教學活動
為促進兩岸中文教學活動交流，應華系於10月25-31日由該
系老師帶領15位學生，前往山東探訪齊魯文化，參觀山東
大學、孔廟、蒲松齡故居等地，並與山東大學學生交流座
談。此一活動參加同學將由教育部及本校補助每人約二萬
元。
■ 9月23日巴拉圭大學委員會主席暨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埃利
亞斯博士(Dr. Roberto Elias Canese)及教育部國際文教處
張秀蓉小姐二人參訪本校。
■ 空軍航空技術學院外語推廣組9月23日由藍大明中校主任
教官等一行33人，參訪本校英文系語言設備。

TOP

No.4

桃李遍佈 堪稱師祖級教師
黃玉年老師任教40年
獲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
對於英文的熱愛，黃玉年回憶起當年就讀台南女中
初二時，英文老師闕少芬當時甫由台大外文系畢業，充滿
任職文藻英文系的黃玉年副教授，今年獲教育部選
教學熱情，很會帶學生、啟發學生，讓她覺得當老師好神
為資深優良教師獎，並於9月24日北上接受教育部頒
獎。獻身外語教育40年，被學生暱稱「Ruby」奶奶， 氣，受到影響，考大學時選填英文系，考上了政大西洋語
桃李滿天下。她覺得最大的成就是看到學生都有好成
文系，後並取得英國紐卡素大學碩士。
就。
40年來黃玉年教過的學生超過六千人，不管走到那
黃玉年老師在文藻任教33年，進入文藻前曾任教於
裡都會有人喊她老師，在文藻也相當受學生歡迎，但年輕
台南聖功女中、南一中、南二中英文老師前後7年，共
獻身外語教育界長達40年之久，其間於88年曾獲私立學 的學生都不叫她老師，反而親密的叫她「Ruby」奶奶。
校教育事業協會弘道獎殊榮。
(本文轉載自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台灣新聞報、中央日
黃玉年一家可謂是作育英才的世家，共出了8位老 報)
師，包括黃老師的先生、女兒、兩位弟弟、一位弟媳、
妹妹、小姑。其中老公在大學任教、女兒28歲拿到博
士，目前也在大學教書，黃老師共育有二男一女，全是
台大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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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整合型資訊科技與多媒體教學環境」、「歐盟經貿文化觀光園區」
本校獲教育部補助

為使各項教學更上一層樓，本校在93學年度發展學
校重點特色專案上獲得教育部補助，一為建置「整合型資
訊科技與多媒體教學環境」，一為「歐盟經貿文化觀光園
區」，分別獲得補助金額1200萬元與300萬元。李文瑞校
長表示，希望運用這兩項專案所規劃之設備，進一步培養
出具專業素養及高階實用人才，厚植國家整體競爭力。此
外，10月22-23日並將運用此二項新設施，舉辦「第一屆
兩岸外語大學校院學術研討會暨多媒體教學研習」，與其
他大專校院分享教學經驗及成果。

1500 萬

VHS影音、麥克風、錄影錄音等系統。另外，每間教室還設
有教學廣播系統、單槍投影機、衛星寬頻設備；透過「多媒
體資訊講台」之整合，可使每間教室皆能達到多元媒體科技
教學功能。

「歐盟經貿文化觀光園區」位於新建教學大樓地下一
樓，教育部補助1200萬，本校配合款240萬。計畫包含三個
分項：「歐洲觀光文化導覽資源中心」；「歐洲留學諮詢中
心」；「歐洲經貿資訊中心」。其內容含括複合型歐語人才
(外語+專業)培育、本國文化輸出與歐洲文化輸入、以及歐洲
在新教學大樓中之「整合型資訊科技與多媒體教學環 經貿資訊供應與諮詢。期望能培育出兼具外語專長與專業技
境」計畫，獲得教育部獎助300萬，本校配合525萬。此 能之人才投入就業市場，期許本校能夠為國人開啟通往歐洲
的窗口。
計畫最具特色就是在48間教室設置了「多媒體資訊講
台」，以整合各項教學系統設備功能，這項由本校李文瑞
李校長表示，新教學大樓已從一樓至八樓完成架設無線
校長、陳美華教務長及教科中心同仁原創與設計的多媒體
網路學習系統。整棟新教學大樓之先進設備，不但可直接提
講台，包括有：觸動式電腦主機系統、無線及有線上網系
統、CF/MD/SD多功能存取介面(I/O Interface)、筆式觸控 升本校整體教學品質，也將使文藻教學邁入新紀元。
液晶螢幕、數位白板黑板、提示機、DVD及

TOP

No.6

校園傳真
■課外組與學生聯合會為幫助新生瞭解各社團，於9月29日舉辦「社彩繽紛」活
動，共有13個社團演出。
■宗輔中心於每週一下午5時於本校詠穌堂舉行校園彌撒，並於每月的第二週為
當月的壽星祈禱，歡迎全校師生參與，領受天主滿滿祝福。
■新教學大樓T103電腦實習室正式啟用囉！為增加同學使用電腦之便利性，本校
耗資約三百萬建置一全新LCD液晶螢幕及P4 2.8G高效能主機，凡本校同學攜帶
學生證至該教室登記，即可自由使用。
此教室除克服以往同學們使用電腦需利用電腦教室空堂時段之問題外，高效能的
設備、新穎的座位排列方式及注重個人空間的設計，將可提昇同學們學習興趣及
各種需求。
■文藻本學年度正式啟用校園無線網路。所建置之無線網路以目前最快之
802.11g 54Mbp建構，除新教學大樓為無線網路環境，現有會議場所、圖書館、
薪傳劇場、行政大樓紅磚道、文園廣場、明園中庭等休憩的場所，均已建置無線
上網之環境，期望能提供全校師生們更好的學習輔助環境。

■賀本校12位老師獲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
◆服務教育界屆滿40年：黃玉年
◆服務教育界屆滿30年：汪莉先
◆服務教育界屆滿20年：陳麗鈴、王逸如
◆服務教育界屆滿10年：張瑞芳、胡志祥、李麗齡、童鳳環、
王靜芳、梁丁文、劉明全、白碧雲
■賀本校5位老師獲私立學校教育事業協會資深優良教師獎
◆弘道獎：葉秀治
◆大智獎：雍宜欽
◆大勇獎：馮秀珍、郎樸、王季香

■ HIT FM90.1高屏廣播電台『HITO校園青春錄』節目，即將於10/16、17、
23、24連續兩個週末下午2:00-5:00，報導本校。播出內容有李文瑞校長的真
情告白、高雄市電影圖書館館長劉顯惠校友的熱情邀約、各學系的介紹、社團
的活力放送、還有不少同學搞怪演出。HIT FM聯播網收聽頻道為：高雄
FM90.1、台中FM91.5、台北91.7，相關活動訊息亦可上網查詢，http://www.
hitfm.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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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學年度 文藻盃英語競賽

第一場英語演講比賽 10/16登場
來自80所校好手參加
頗受高中職及各大專肯定的文藻盃多國語文競賽，本年度將以英語為主，包括英語演講、即
席演講、說故事、英詩團體朗誦等競賽，陸續於10/16至11/27進行。
首先登場的高中職組英語演講比賽，於10月16日舉行，共有80位來自全省高中職的好手參
加，其中新竹市以北有12位同學報名比賽，顯見本校的用心受到青年學子所肯定。
據主辦單位本校英文系表示，校方將提供500-3000元優勝獎勵，雖然金額不高，但是能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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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英文系系主任卓惇慧教授致詞

來文藻參與比賽，各方高手都覺得是難得的機會。該系目前已進入緊鑼密鼓階段，並積極進行準
備各項語文競賽，期望藉此達到校際相互觀摩與交流，並提升青年學子英文學習的興趣及表達能
力。有意參賽者，請洽本校英文系(07)342-6031分機5305黃素卿助理或e-mail：ching@mail.
wtuc.edu.tw。
93學年度 文藻盃英語競賽
項目

比賽日期
10月16日

高中職組英語演講比賽

10月1日

(六)

大專組英語即席演講比賽

高中職組英語說故事比賽

第一名文藻外語學院曾雅君

報名日期

大專組英詩團體朗誦比賽

10月30日
(六)

10月15日

11月20日
(六)
11月27日
(六)

11月5日

11月5日

93學年度 文藻盃英語競賽
高中職組英語演講比賽優勝名單
名次

姓名

學校科系

第一名

曾雅君

文藻外語學院

第二名

謝介齊

明誠中學

第三名

沈慧安

彰化女中

第四名

胡

馨

屏東女中

第五名

劉芷帆

衛理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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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憶「四」水年華
10/9舉行第4、14屆校友回娘家
114位校友返母校 場面歡樂感人
畢業30年及20年專科部第4屆及第14屆「校友回娘家」活動，於10月9日盛
大舉行，此次共有114位校友參與，為歷年之冠。為了讓校友們感受到母校的用
心，此次活動會場特別安排在新教學大樓的大學之道戶外空間舉行。董事長斐德
修女難掩心中的開心，除表達歡迎之意，並特別將她的信仰與校友分享，也勉勵
大家找到屬於自己心靈平安快樂的力量來源。隨後李校長則介紹了學校現況及發
展，讓離開校園多年的校友們了解母校的進步。
活動於當日下午二時開始，主辦單位校友聯絡中心，貼心的將30及20年前的
校友照片製作成精美的名牌，現場驚豔聲不斷，彼此觀看當年的學生模樣，笑聲
此起彼落。公關室翁一珍主任擔任司儀，歡迎來自北中南及海外各地的校友，並
一一介紹與會的師長，包括許多資深老師，例如貝立民神父、林綺雲修女、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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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戴莉安、張乃玉、黃玉年、焦蘭馨、陳美華、雍宜欽、葉秀治、王湘、江綺
雯等，校友們直呼老師年輕如昔，歲月未曾駐足。
四屆德西班的葉燕慧校友擔任第二階段的主持人，幽默風趣的她，以精湛的
琴藝，將活動帶入最高潮。每班均派代表分享別後生活，活潑的第四屆校友並爭
論起參加人數最多的班級，最後由第四屆英文A班26人及德西班23人參加共同拔
得頭籌。活動中校友們忘情獻唱，4EB毛慧敏、鄒開蒂引吭高歌，同學們自然加
入的和聲，顯示出彼此間深深文藻之情；活動在高唱校歌聲中及大合照後暫告一
段落。
接著上場的是校園參觀，李文瑞校長親自擔任參觀導覽，校友驚訝母校的改
變與進步，對新教學大樓及圖書館等完備的教學設施與人性化的設計，留下深刻
印象；有些校友特別至正氣樓教室回憶求學的點滴，夕陽西沈，更添感懷。活動
在彼此依依不捨、互道珍重圓滿閉幕。
聊不過癮的校友，繼續邀約會後於校外續攤。最後，李校長也邀請第四、十
四屆校友，相約2006年10月21日40週年校慶時，重逢文藻。
TOP

No.9

校
友
活
動
預
告

● 2005文藻北區校友新春聯誼會2/26舉行
日期：2005年2月26日晚上6:30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廳3F宴會廳
台北市信義路五段1號
餐券：每張1000元
活動洽詢：
北區 劉宛瑛 02-27207517 0936-030316
南區 張紹華 07-3426031分機1603•1605

● 2006 Wenzao-Alumni Home Coming Party
文藻40週年校慶，歡迎海內外各地區校友組團踴躍參與。
舉辦日期：200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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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天使大募集】
活動辦法如下：
1.每捐贈新台幣一千元，即在新大樓新購置的一套課桌椅上，標識捐贈者及受贈者的姓名、系科或班級名。
2.一人捐贈或數人合贈（含班級集體捐贈）均可。
3.每捐一套桌椅，即可獲閃亮愛心別針及愛心謝卡，作為留念或轉贈愛敬之師友。
4.捐款者可親自至本校公關室（行政大樓一樓）洽辦、或文藻網站下載捐款同意書。
Tel:07-3426031ext.1604、1605洽【愛心天使募集小組】
Fax:07-3101013或e-mail:fund@mail.wtuc.edu.tw

您愛文藻的這份心，將護持學校茁壯，留給文藻人深深的感念！謝謝您！
上網下載捐款同意書http://www.wtuc.edu.tw/fund/brick 請進入網頁後按左上角我要捐款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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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捐款芳名錄 www.wtuc.edu.tw/fund/brick/d01.htm

93年9月
【化小愛為大愛~2800套課桌椅】
5,000/曾逸勳 3,000/廖南雁 1,000/趙育群
【在文藻砌一塊磚】
30,000/張正金 10,000/焦憶屏 6,610/周守民 5,000/李文瑞;黃秀嫚;顏莛汧;蘇彥衍4,000/曾清金 3,000/王胡月嫦;周貴女;施達源;陳海鵬;盧
美妃 2,500/張育英;雍宜欽;蔡玲敏 2,000/高志亮;陳華蓓;陳雙景;葉秀治 1,500/洪聖斐;劉展明 1,250/閔永樂;潘存真 1,000/王小玲;吳榮華;
呂健名;李良知;李宜潔;李書琴;李麗齡;周炳坤;林守雄;林秀芬;林美辰;林莉蓁;高澤仁;張美齡;陳清泉;陳黎郎;曾銘珍;楊吉林;廖財義;蔡金
鳳;蔡麗雯;賴瀛濤 500/王萬國;吳硯琛;辛月媺;范裴斐;張紹華;張嘉傑;許瑞芳;陳清泉;廖?芬; 390/?勝郎 300/周守民;邱森讌高毓琳 200/李
志文;車蕙瑜;統一發票中獎;廖育葦 100/張吳秀玉;張趙美麗;陶鎂招;楊月霞;劉黃美嬌;盧黃明娥
【吳甦樂廣場】
3,000/陳美華 1,000/季慕華;洪錦心;廖南雁 500/陳存良;蘇彥衍
【興學基金】
182,460/楊智雄 25,643/林敏惠 6,000/徐新逸 3,250/詹玉鈴 2,000/蔡政宗 1,484/鮑鍾玉英 1,000/古永祥;吳銀柳;季慕華;林遠航;陳存良;
陳忠信;賴昭志;蘇榮昌 500/郭孟月 400/王寶墉 300/朱心怡 100/李若蘭;佘祥仁;謝明學
【贊助35屆法文系畢業公演】
10,000/私立英文快樂玩外語短期補習班 7,000/江麗娜;李文惇 3,000/隆河谷有限公司;榕樹實業有限公司 2,000/帝鋼製刀工業有限公
司 1,000/私立南陽汽車修配廠附設汽車駕駛訓練班;鄭冠生
總計金額：41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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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方式

www.wtuc.edu.tw/fund/

信用卡
財團法人私立學校興學基金會
請上http://www.wtuc.edu.tw/fund/ 下載或來電索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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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卡捐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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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行電匯
行別：013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 高雄分行
保險給付金捐贈
帳號：050300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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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捐款 抬頭：文藻外語學院
現金

請直接寄至本校公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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