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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視野 迎向國際

文藻要讓世界看得見

（本報訊）2005年，文藻外語學院將邁入以創意創造知
識、以全球視野接軌國際的學習時代！
研發長陳美華在三月初的行政會議上，首度報告即將
於十月份登場的「國際青年論壇」。這是一項創新的國際
學術交流活動，預計將有來自歐、美、亞、大洋洲等26所
姊妹校的學生代表，及本校與台灣各大學代表共100名學生
參與此盛會。李文瑞校長也在會中特別指示各單位要全力
配合，並儘早開始辦理各項準備工作。除了邀請外國學生
來台，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國外之青年學子之國際交流活
動，也將陸續展開。再加上與北京外語大學洽談中的跨國
合作翻譯課程，2005年的文藻將迎向國際，讓世界看得
見。
國際青年論壇 十月相約文藻
2005年度的壓軸，當屬由研究發展處籌劃、訂於十月
十六日至二十二日文藻週期間舉辦之「國際青年論壇」，
計有兩天的論壇及南台灣參訪行程。屆時將有26所姊妹校
之優秀學生及本校、國內優秀學子代表出席，宛如大學生
的小型聯合國會議。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各國大學生將於
論壇翁分享他們的全球關懷理念(Global Concern)，同時也
將配合文藻週「美不勝收」主題展演該國的文化之美。同
時，與會的青年學子也將在文藻學生的陪同下，參訪南部
風景名勝，深刻體驗台灣在地之美，拓展國民外交。
主辦單位研發處表示，該論壇藉由參與國際性活動與
跨文化研習，培養學生國際關懷之能力及開創全球視野之
機會，將於3~4月間遴選專三以上及大學部在校學生，共計
40名優秀學生將獲選為本活動之主辦學員。主辦學員除要

研發處作為本校接軌國際樞紐單位，自成立之來，在
學術交流方面，不論是交換學生、交換老師皆佳績頻傳。
該處今後將繼續加強拓展校際性合作關係，包括雙連學
制、共同開發課程、課程合作等，為文藻學子開創一個與
世界潮流同步脈動的交流平台。
課程合作、參訪活動 接軌國際
今年年初，校方呼應教育部2005-2008年教育主軸
「創意台灣、全球布局~培育各盡其才的新國民」，擬出
本校三大主軸：（1）全人教育－培育身心健全的現代青
年；（2）立足台灣，迎向國際－造就全方位的外語人
才；（3）學外語教華語－成為南台灣外語教學的重鎮，
並依據規劃二十三項行動方案，積極營造國際交流、建立
全球視野的學習環境。
在跨國課程的合作方面，繼本校於去年與北京外語大
學、上海外語大學及輔仁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書」後，今年度各系正積極與北京外語大學洽談課程合作
之可能性，並計劃在暑假於北京外語大學開設外語課程，
課程內容包括該校素有盛名的筆譯、口譯課程。
此外，宗教輔導中心也籌劃了兩項學子國際交流活
動，分別在今年六月於美國舉行之年度「聖吳甦樂會學校
學生論壇」， 以及八月份於德國科隆舉辦「世界青年日
活動」。宗教輔導中心林耀堂主任表示，不論是參與學生
論壇與各國聖吳甦樂學校學生的多元文化交流，或是來自
世界五大洲學生將近一萬多名青年的活動，對於文藻的學
生，都是一個很好拓展視野並建立國際連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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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參加「國際會議、活動經營及觀光導覽學程」等相關課
程專業培訓之外，同時負責籌備全程活動內容，包括設
計、推廣、接待及解說導覽等。主辦學員也可望成為未來
文藻國際事務交流的種子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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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傑出校友」選拔活動開始啦！
緊急追緝下列校友：
1.在各行各業有傑出成就者。
2.對改善社會風氣，發揚我國固有倫理道德有特殊表現者。
3.熱心社會公益者。
4.回饋母校友具體特殊貢獻者。
請大家告訴大家，好康A逗相報，踴躍推薦更多值得大家效法的文藻楷模。
推薦截止日期四月底。
欲索取「傑出校友」實施辦法及推薦表，請電洽校友中心。
電話：07-3426031分機1603•1605張紹華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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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Time週刊報導了一項最新科學 --- 快樂科學
（Science of Happiness），為一群美國心理學會 (APA)學
者在Martin Seligman教授領導進行的研究成果。一般人的
印象，心理學多繞著負面問題打轉，但Seligman卻選擇了
以快樂為主題，探究什麼原因使人奮發向上、開懷高歌、
有成就感、或覺得生命有意義呢？
研究成果讓人驚奇，譬如說，財富、良好的教育、高
智商、年輕，這一切今日社會非常重視的價值，都不是決
定快樂的指數。婚姻確有影響，但多是快樂的人才有快樂
的婚姻。看電視能嗎？答案是絕對的 “否”!
從積極面來看，宗教信仰無疑有提昇心靈的力量，由
於神，也由於信友團體。友誼呢？答案是一個大大的
YES。報告清楚地指出，多數人因為與朋友和家人有良好
的互動而快樂。
”You must speak ‘汪汪’”，
quoted from Lesie

文/斐德修女
到50歲之間的人較其他年齡層更不快樂，可能因為中年
人負擔較重 (孩子、工作、分期付款)，較不自由。
從種族或地域來看，波多黎加、哥倫比亞，以及西班
牙是最快樂的地區，他們常看生活的光明面。反之，日
本、中國、韓國則因愛看生活的黑暗面而比較不快樂；先
進國家如英、德、澳及新加坡的快樂指標遠低於飽受天災
人禍的菲律賓及印尼，甚至印度。這反映出文化 差異，
也再度証明快樂非關貧富。
真正決定快樂的因素到底是什麼呢？人類是社會動
物，友誼與穩定的家庭生活是關鍵。工作給人自我認知及
生命意義，也非常重要。
看了以上的研究報告後，聰明的您一定會更珍惜您身
邊的家人、工作夥伴，及在文藻的教育使命吧？再奉勸一
句，多看生活的光明面，快樂就是您的了！

從年齡層次來看，老年人比年輕人更快樂，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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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懷鄧主任－奉獻教育40年
生前捐贈百萬建校 大愛精神永留文藻
（本報訊）元月17日上午，近兩百位文藻教職員及國
光中學師長，帶著不捨的心情於詠穌堂，參加退休教師鄧
朝瑾主任的追思彌撒，紀念這位奉獻教育40載、大家心目
中永遠的「鄧主任」。鄧主任在臨終前將畢生積蓄100萬捐
贈文藻建校，她愛校愛家愛生命的精神，成為所有人對她
的懷念。
彌撒由馮允文神父主禮，鄧主任的夫婿、前國光中學
校長朱益群神情哀傷，兒子朱力忠及媳婦、女兒及女婿，
皆自美國回來為母親送最後一程。會中朱立忠致詞表示，
母親瀟灑走完一生，她不但希望葬禮簡單隆重，也選擇死
後遺體火化並將骨灰撒在大海裡，回歸天地間。

▲鄧主任生前社於聖母瑪麗亞聖像前

得知鄧主任的病情不樂觀，文藻師生探訪絡繹不絕，
一封封由各地稍來的慰問卡片，給鄧老師很大的鼓舞。鄧
老師對於生死看得豁達，雖強忍化療痛苦，也堅持要起身
接待來訪友人。她念念不忘文藻的發展，希望能為文藻建
校盡心盡力，將自己畢生積蓄一百萬捐作文藻興學基金。
去年年底，當斐德修女及李文瑞校長二度探訪時，病危的
鄧朝瑾主任在先生的攙扶之下，將提有「衛道尊經」字樣
的支票袋親手捐出。

鄧朝瑾老師先後在教育園地中耕耘四十寒署的她，在
文藻任職26年期間，以副教授兼行政職多年，並曾獲優
秀訓導人員獎及教育部教學績優教師獎等。今年元月10
日晚上，在家人、朋友和同仁的圍繞下，鄧老師打完了美
「沒有冒險就沒有收穫」，可說是早期文藻師生暱稱 好的一仗，安息主懷。她生前在正氣樓前所種植下的小樹
至今已枝繁葉茂，與奉獻教育志業的大愛精神，將永存在
為「小鄧子」的鄧朝瑾老師的生命寫照。生前喜愛穿旗
袍、也熱愛旅行及打桌球的鄧老師，在去（93）年8月判定 文藻的校園中。
得到胰臟癌，雖已確定不治，但熱愛生命的她，面對癌症
病魔的襲擊，仍堅持求生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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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系、傳播藝術系學術生力軍 九十四學年度開始招生
翻譯系二技單獨招生 歡迎專畢三年以上人士報考

（本報訊）94學年度起，文藻外語學院科系陣容將更為堅強，大學部將成立翻譯系(四技及二
技)及傳播藝術系(四技)，總共提供136個名額。
即將成立的翻譯系提供不同語言組合的口筆譯訓練課程，讓學生靈活應用第一外語及第二
外語。教學特色強調教學與實務互為體用，重視e-learning及翻譯實務課程，並積極參與思源
翻譯社與各項國際活動會議接待、翻譯實習，讓學生從實際教學及實作，訓練學生實際經驗。
94學年總共招收四技一班50名，及二技一班36名共86個名額。
重視傳播藝術與資訊科技的傳播藝術系，也強調教學與實務並重，致力培養學生藝術人文
素養及大眾傳播製作的能力，並結合本校的語言專長及傳播設備，積極謀求與社會相關行業合
作及實習之機會。課程設計以語文為基礎，藝術欣賞與創作、傳播理論與製作、資訊科技應用
等專業課程為主體，並輔以全人教育的人文通識課程，以期藉由嚴格及紮實的訓練，培養出具
外語能力及藝術人文素養的廣播節目、電視節目、電子廣告傳播人才。該系將招收一班，共50
個名額。

二年制日間部翻譯、法、德、西單獨招生時程

報名日期：94年4月11-15日
考試日期：94年6月5日(詳情請參考簡章)
查詢網站：http://www.wtuc.edu.tw→中文版
→招生資訊→招生簡章→本校單獨招生→九十
四學年度大學部二年制(日間部)翻譯系(部分名
額)、法文系、德文系、西班牙文系招生簡章

教務處招生組並表示，學校為了提供校友進修的機會，特別向教育部爭取二技翻譯系的部
分名額共13名，於94學年度單獨招生。限五專畢業三年以上、全民英檢通過中高級初試以上
(TOFEL/TOEIC/IELTS及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第二級可對照)，對翻譯有興趣的人士報考。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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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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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發展研究所由林思伶所長帶領研究生一行46人參訪本校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蔡培村副校
長及本校李文瑞校長，分別以『組織行為與管理』及『學校經營管理經驗談』發表專題演說。
▋由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主辦、本校英文系與公關室協辦「調查採訪與報導研討會」，日前邀請到曾獲普立茲調查
報導獎的現任新聞學會會長Dr. John Ullmann，於1月6日10:00蒞校演講，講題為「Advanced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Techniques」。
▋捷克姊妹校兩學生隨班附讀
捷克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兩位交換學生Zuzana和Pavlina，與春天一起到來，體驗東方文化。兩位預計在台灣
停留四至五個月，並於法文系與德文系隨班附讀。據了解，近來氣候溫差大，令兩位新訪客深感不適應，所幸校園人
情味十足，師生對她們的關愛照顧，讓兩人的內心滿載溫暖。
▲常春藤解析英語雜誌社社長賴世雄
蒞校演講，本校英文系卓惇慧主任致贈文藻紀念品

▋越南胡志明市年青人報記者阮智英暨Saigon Times記者胡氏潮芳申甫獲台灣獎學金前往本校華語中心學習中文。兩
人已於3月8日抵台，預計就讀一年。
▋2月1日東吳大學外語學院林聰明院長率領校內成員一行9人蒞校參訪，由教科中心接待參觀新功能教學大樓之外語
教學空間的硬體設施規劃與使用情形。
▋英文系於1月20日邀請常春藤解析英語雜誌社社長賴世雄蒞校演講，題目為「培育英語能力檢定種子師資」，內容
包括全民英檢中高級「閱讀」測驗試題重點整理與解題技巧、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聽力」測驗試題解題技巧，以及
媒體應用與英語教學。
▋本校德語檢定測驗中心 Zertifikat Deutsch初級德語檢定考試簡章發售
自本學期起，德文系再得德國歌德學院Start DeutschⅠ、Start Deutsch Ⅱ及Zertifikat fur den Beruf等三張測驗執照，
這是該系正式成為德國歌德學院德語檢定測驗中心後，再度的肯定。
今年第一次Zertifikat Deutsch初級德語檢定考試預定於4月9~10日舉辦。相關簡章及報名表將於三月中開始發行。報
名請洽：07-3426031分機5702蘇助理。

研習及活動預告
▋由國際事務系主辦之國際研究論壇2005年系列講座，第一場於3/16日(三)下午4:00-6:00舉行，由客座教授梁潔芬教
授主講【The Sino-Vatic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地點於新教學大樓歐盟中心T002。
▋來呷日本人開槓！
日文系安排志學館大學二位交換留學生永吉直樹與原田智昭跟同學們一起聊天，搭起友誼的橋樑，增進台日交流。每
次名額限10名。
時間：3/17、3/24、3/31 (週四)下午4：30-6：00
地點：日文系二F涼亭
▋德語教材「Passwort Deutsch – hinter der Kulisse des Buches」研習會
主講人： Frau Birgit Kancke
日期 ：3月27日（日）9:00-17:00
地點：德文系 露德樓二樓會議室
▋一年一度校運會將於4月1日（五）假本校操場舉行。比賽內容有趣味競賽、拔河、10人11腳蜈蚣競走接力等，歡迎
當天蒞校觀賽。

新書搶先看
長期關注中國天主教發展、也是中梵關係研究權威的本校國際事務系梁潔芬教授，與美國依利諾大學終身教授劉
融合著出版「Chinese Catholic in conflicts:1949-2001」一書，日前由美國Universal Press出版發行。
梁教授在書中首度公開早期中國天主教會的通訊資料及相關訪問內容，以歷史學及社會學觀點，呈現1949至
2001年間，中國天主教會如何在中國政府的宗教的制度性壓迫下突圍，與梵締崗羅馬教廷間互動合作，振興天主教信
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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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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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響應南亞賑災，本校教職員工捐出一日薪、學生捐一杯飲料的錢、還有校友響應，總共捐款金額達72萬五千多
元，已透過天主教國際明愛會捐出。
■ 進修部及推廣教育中心歡喜入厝：進修部及推廣教育中心自1/25（星期二）起，搬遷至行政大樓一樓，繼續為進
修部及學員服務。
■賀！李文瑞校長榮任中華國民國私立技專校院協進會第二屆常務理事。
■轉學考試放榜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考試於 94年2月2日放榜，招收日間部與進修部二技（三年級）、四技大學部(二及三年
級)，以及日間部五專一、二年級轉學生。總計錄取46名，平均錄取率22%。
■本校93學年度校外行政會議於94年1月12日假溪頭青年活動中心舉行，次日(13日)由校長李文瑞率領校內主管一行
22人參訪朝陽科技大學，參觀該校校務發展情形。
■94年預官考試於1月25日假三信高商舉行。軍訓室今年獲家長連誼會王副會長進安大力支持，擴大服務本校預官考
生，當天除在現場宣導春暉反五毒活動，並推廣學校招生課程。考生士氣大增，預官考取人數亦比去年成長一倍。
■賀！專科部英三Ｂ包忠蕙獲得第五屆青少年志工菁英獎
該活動由保德信人壽與中華民國志願服務協會共同主辦，包同學因積極投入佛光山義工服務，並為弱勢團體募款推
廣表現卓著，因而獲選。
■推廣教育中心四月份開課 即日起受理報名
即日起至3月26日止受理報名，4月6日（三）起於校本部與四維分部同步開課。報名專線：校本部：(07)3458212，四維分部：(07)713-4245，簡章備索，該中心網頁亦可下載http://3l.wtuc.edu.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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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校友新春感恩聯誼晚會
2/26盛況空前 400多位校友參加
不變
籌劃近半年的「2005文藻校友新春感恩聯誼晚會」於2月26日假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席開38桌，北中南校友大會串，總計
400多位校友參與，董事長斐德修女、校長李文瑞及昔日師長也
組團北上，與校友話舊團聚，場面溫馨熱鬧感人。
主辦此次活動的北區校友會會長于乃鳳(5G)表示，校友們常
會提起當年在文藻求學的快樂時光，感念師長們昔日的教誨，也
懷念情同手足的同窗好友，因此希望能有機會與師長同學們再共
聚一堂，笑談當年勇。為了達成校友們一致的心願，北區校友會
特別選在新春後，安排此次的聚會，同時邀請30多位的師長參
與，高齡80歲的董鳳藻神父、李鴻皋神父是坐上嘉賓；久未現身
的貝立民神父及林英文、羅寶珠、張浦潮等老師也應邀北上參
加；曾任文藻校長的陳安琪修女、丁福寧修女出席了此一晚會，
30多位接待的「資深」校友們穿上昔日花格裙的校服，仿彿走入
時光隧道。

【參與老師】斐德修女、李文瑞校長；
王彩俶、陳安琪、蕭學璇、丁福寧、高凌霞、林漱
菱修女；董鳳藻、貝立民、李鴻皋神父；陳曉雲、
廖南雁、陳美華、葉秀治、王 湘、林英文、張浦
潮、羅寶珠、江綺雯、張乃玉吳傳敏、胡志祥、焦
蘭馨、季慕華、藍麗芬江輝祺、翁一珍、馬懿琳、
韓志敏等老師
-----------------------------------------------------------------

活動在4EB鄒開蒂校友磁性的嗓音中揭開序幕，並介紹活動
主持人25屆林裕展、馬心婷校友出場，二人分別是台視午間新聞
主播及東森新聞記者，活潑生動的主播架勢，顯示出文藻人在傳
播界的威力；知名節目主持人葉燕慧(4GS)表演Mercy Show，讓
校友們見識到文藻人的活潑；李文瑞校長的一首「讀你」及資深
老師陳曉雲、廖南雁、王湘老師的「朋友」帶動唱，讓參與校友
直呼過癮；第一屆校友以「修女也瘋狂」一曲大跳扭扭舞，並感
性的說出文藻校園生活令人難忘的故事，第五屆全體同學高唱由
于乃鳳會長作詞的「文藻頌」與「恩師頌」，溫馨感人；穿插其
間的抽獎活動，也為活動掀起陣陣高潮。晚會結束前，斐德修女
及李文瑞校長親自分送每一位參與的校友「雞鳴報春富貴來」精
緻紀念紅包，校友們魚貫從修女及校長的手中，接受這一份特別
的禮物，也為此次活動劃上美好難忘的句點。
晚會於晚間十時半，校友們依依不捨、互道珍重聲中，圓滿
結束，並相約明年再見。
--------------------------------------------------------------------------文藻頌及恩師頌，改編自「母親您真偉大」，由北區校友會會長
于乃鳳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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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系副主任胡志祥老師

從白晝到黑夜的南北奔波，來到這處滿是記憶的場
所，所求不過是，在隨時變幻的世界，重新設定不
變的記憶座標。過去的時間線和現在的時間線，兩
線相交，對應的是──
修女的老脾氣沒變
同學的小報告沒變
文藻的堅持沒變
老師的理想沒變
彼此的愛與關懷沒變
只要座標不變，遊子便有了思念的方向；只要座標
不變，家鄉的?情便迎著歸人的來路展開了！
感謝我可愛的學生，確定了我的座標。

真情告白
◥王蘊慈(1E)
When I saw Father Tang (the first time after we
graduated for 34 years) on that night, I greeted
him. I think he remembered my name but could
hardly recognize me. He looked at me for a while
and said that "the yellow hair girl now becomes
an old lady". I laughed and told him I would like to
visit him again in the future. He admitted but said
he could not wait for another 34 years. I felt sad
to hear that because he is really too old to have
another 34 years. So I'll plan to visit him again
this year. W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all of you is
that many of our teachers are getting old and
they will be extreamly happy to see us visiting
them. So, you may want to add "visit Wenzao
teachers" in your future BUSY agenda and
execute it. Do it before we reg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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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頌
文藻像太陽一樣 光耀我們人生
您是教界之光 作育英才滿天下
教學嚴謹美名揚 領先群倫傲四方
校友個個傑出 人人為校爭光
文藻啊！ 我們感謝您
感謝您 您真偉大

▲「老兵立大功」(右起)李文瑞校長與工作小組
5EA劉宛瑛、1G張蓓明、5G于乃鳳會長合影，並
頒獎狀致謝

恩師頌
老師像天邊月亮 照耀我們心靈
您是杏壇之光 發出愛的光芒
為了作育英才 不辭艱難辛勞
賜給我學養 鼓勵我向上
老師啊！ 我們敬愛您
您的恩情 永難忘

▲「叫我第一名」(左起) 28E焦國恩、8G汪志冰、
李文瑞校長、27J常純敏、15E鄒曉雯、13E宋麗梅 --------------------------------------------------------------------------接受表揚

☆★☆

真心感謝

☆★☆

捐款人及金額：
文藻校友總會20,000；第1屆吳桂華30,000 /王蘊慈10,000；第2
屆呂明宵20,000；第4屆鄒開蒂10,000/張碧華10,000；第5屆于乃

◥張蓓明(1G)--聯誼晚會餐券總監
做這份工作給我最大的動力是來自乃鳳會長，她那
種無怨無悔的精神，全心全意的付出，使我告訴我
自己不能半途退出，把工作丟還給她，這不是文藻
人應有的做事態度。現在活動結束了，雖然聽到校
友們都覺得還不錯，但在我個人覺得我的部分還有
許多可以改進的地方，如果以後要再辦活動，我非
常願意提供我個人的經驗給學妹學弟們參考。
◥柳蓮圖(2S)
我是第2屆西文系柳蓮圖，在2月26日看到這麼成功
的聚會，充滿無限歡樂，謝謝全體工作人員，有你
們努力才有這感動人的結果，掌聲已無法代表我們
這些參與人的感謝，我只能說你們的付出，傳達出
文藻精神，也願此情操日新又新，淵遠流長。謝
謝！
◥毛鑀蓁(4EB)--校友總會理事長
When 4S sang the song "Besame Mucho",
Father Bei's tears flowed freely. He was
impressed and touched that his students who
graduated from school 30 years ago, could still
remember their Spanish, and showed it so
articulately. When the graduates later listened to
Sister Fidelis's speech, all the good memories of
past days flooded back. Everyone was captivated
by her soft, but firm voice. For we past graduates,
she will remain the President of Wenzao forever,
in our hearts and minds; so it is with the keepers
of fond and lasting memories.

鳳30,000/劉宛瑛5,000；第7屆白碧雲10,000
小計$145,000元
現場樂捐箱捐款:
共計$13,800元
捐助禮品：
▲「永遠的第一屆」表演修女也瘋狂感謝師恩

李文瑞校長-高級男用手錶1只、園藝組1組、旗津窯茶具組2組；
第1屆李香蘭-油畫1幅；第4屆張同均-精美禮品30份/毛鑀蓁-精美
禮品1份；第7屆白碧雲-精美禮品14份；第8屆汪志冰-瑞士女用高
級手錶項鍊組1組；第9屆李康綺-高級保養品2份；第25屆馬心婷高級保養化妝品2份；文藻校友總會-精美禮品2份；羅伯特克科技
有限公司-精美禮品2份；文藻外語學院-精美禮品30份；斐德修女
及李文瑞校長贈予所有出席校友珍藏禮物約400份
北區校友會 整理

▲第五屆校友演唱「文藻頌」及「恩師頌」溫馨感
人

--------------------------------------------------------------------------2005文藻校友新春感恩聯誼會主要成員
聯誼會總顧問

汪議員志冰(8GS)

文藻校友聯絡中心

張紹華老師

文藻北區校友會會長

于乃鳳(5GS)

文藻北區校友會總幹事
聯誼晚會餐券總監

▲文藻校友總會前後任理事長北上參與晚會(左起)

聯誼晚會節目總監

6G曾婉玲、6E陳美華、1G胡月嫦、4E毛鑀蓁、1E

劉宛瑛(5A)
張蓓明(1G)
葉燕慧(4GS)

焦蘭馨、11F徐蕾瑤
各屆餐券負責人感謝名單
第1屆王蘊慈；第2屆廖慧媛；第3屆戴綺齡；第4屆鄒開蒂；第5
屆羅荔華；第5屆魏安幗；第6屆楊麗芬；第7屆項慧娟；第8屆汪
志冰；第8屆常靜如；第9屆鄔亦翎；第10屆方希文；第11屆杜若
冬；第12屆吳順麗；第13屆& 第14屆宋麗梅；第15屆鄒曉雯；第
16屆李中玉；第17屆黃光麗；第18屆黃文珊；第20屆潘曉蘭；
第21屆李青潁；第22屆劉至強；第24屆鄭家慶；第25屆林裕
展；第25屆馬心婷；第26屆石育平；第26屆李怡琪；第27屆常
純敏；第28屆焦國恩；第29屆陳德馨；第30屆羅家玉；第31屆
林信宏

--------------------------------------------------------------------------最佳表現前五名餐券負責人芳名錄
▲4E鄒開蒂忘情的斐德修女擁抱

第8屆汪志冰；第13屆宋麗梅；第27屆常純敏；
第15屆鄒曉雯；第28屆焦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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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宛瑛(5EA)--北區校友會總幹事
謝謝大家了。我們班5A同學都說今天活動很棒很溫
馨且充滿愛如一家人的感覺，辦的真是成功，大家
皆很開心。看到很多老師、修女、神父和別班的老
朋友，真是大豐收的一天。
◥于乃鳳(5G)--北區校友會會長
2/26的感恩聯誼晚會在大家殷切的期盼與熱情的參
與下圓滿落幕了，使我們文藻熱誠可愛的傳統精神
得以又一次的呈現。看到斐德修女、李校長和許多
昔日恩師與各屆校友們，心中的感動與喜悅真是難
以言喻，時光彷彿又回到了從前，過去老師們諄諄
教誨的情景與同學相處的美好時光，又一幕幕來到
了眼前。緬懷在文藻陽光燦爛的五年求學時光，應
是您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憶……再次感謝您的盛情
參與與付出，也特別要感謝三位勞苦功高的幕後功
臣: 紹華老師、蓓明學姊和宛瑛總幹事。這是一個
美好的開始，希望大家再接再厲，往後來參加聯誼
會的校友能一次比一次多，而內容更加豐富精
彩。
◥吳順麗(12EB)
The party on Feb. 26 was something we would
cherish forever. I remembered our ex-President
said that "Education shall let us learn how to be a
good person." I am now a teacher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Wenzao taught me how to be
a good learner, how to share, and how to love
and be loved. I'll try to guide my kids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good values and
how to be a good citizen and learner.
◥李青穎(21ED)
我是21屆青穎,2/26那天大家實在太high了！
穿上校服,感覺自己又年輕起來，又回想起以前在
公車上穿著校服跩跩的模樣，真的好感動。晚會上
看那永遠的學姊的表演，真的好敬佩，並下定決
心，往後一定要好好支持學校的活動。 謝謝學校
及學姊給我這次參予的機會，希望來年再見。
◥馬心婷(25 J A)
謝謝北區校友會邀請我擔任主持人，讓我度過如此
有意義以及愉快的一晚，還有蘊慈大學姐的真情告
白，很感動。工作久了，會忘記自己畢業時的單純
與正直，還好我們有上過「人格與修養」...呵呵，
隨時引導我們走向正道。另外，其他學姊們也都讓
我很佩服，你們平常在公司都是老闆或主管，但卻
是這麼謙虛，而樂於公益，是我們這些後輩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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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竿。如果，其他的學長、學姊、同學、學弟妹
們，以後有什麼需要心婷效勞之處，請通知我
囉....，最後以「做自己的夢，走自己的路，成功是
從『心』出發」，與所有文藻人共勉。

2005文藻校友新春感恩聯誼會收支表查詢
文藻網站→行政單位→校友聯絡中心
http://www.wtuc.edu.tw/alumni/2003/

校友資料大普查

▲斐德修女及李文瑞校長親自分送每一位參加校友

文藻網站→快速連結區→校友大普查
http://140.127.168.38/zwc_pro/zwc406_001.jsp

「雞鳴報春富貴來」紅包

▲北區校友會會長4G于乃鳳與久未見面的恩師林英
文老師合影

TOP

No.9

Let us move 讓文藻人動起來
校友總會舉辦專題講座 4/16更年期•更年輕 首先登場
▲新任校友總會成員

-----------------------------------------------文藻校友總會捐款明細
期間：93年12月~94年2月
校友會理監事、前理事長們、校友李香蘭
(1G)、黃郁珊(4EB)、吳麗色(4EB)、滕月
貞(4EB)、陶家菊(4EB)、徐心慈(4EB)、賴
平凡(4EB)、王亞倫(14F)、張台蘭(4EB)及
善心社會人士：洪敏嫣、葉水蓮、 張紹
華、劉舜婷、王旭儀、江佳蓉等共計NT
$252, 400元

文藻校友總會今年將有一連串活動，為校友會注
入活水，凝聚向心力。據理事長毛鑀蓁表示，今年將
以〝Let us move讓文藻人動起來〞為主題，針對110、10-20、20-30等各不同屆別的校友舉辦活動，目
前分別於四月、七月、十月規劃三個主題講座，首先
登場的是由李佳燕醫師(5EA李世慶的妹妹)主講「更
年期•更年輕」，日期為4月16日(六)上午7:5010:30，地點在高雄圓山聯誼會。為鼓勵校友們踴躍
報名，活動為免費參加，並含一客早餐，特別歡迎110屆校友攜伴，體驗一場健康的文化美容。

為了加強與其他各地區校友會的聯繫，毛理事長二
月份組團帶領部分南部校友，包括前任理事長胡月嫦、
徐蕾瑤、曾婉玲、焦蘭馨、李香蘭、吳銀杏、張碧華、
張同均、陳美智、陳美珍、李康綺、李桂蓮等，到台北
參加226校友新春感恩聯誼晚會，並在晚會中宣示校友
會的團結與傳承。
因應科技之進步，校友會也將運用網站，連結不同地
區、屆別及科系的校友。該網站由理事涂勝郎主導，並
將設有校友交流區，包括學術、企業、公務等。毛理事
長徵求校友認養各交流區，成為園主，協助校友解決問
題。

此外，毛理事長也於上任後，積極推動各項業
務，包括校友會之募款、加強校友會網站之功能、落
實各屆校友聯絡人網絡、及加強財務管理等。在她的
熱情感染下，上任短短三個月，已為本屆校友會募得 校友會網址：
www.wenzaoalumni.com.tw
新台幣25萬餘元，且數字還在往上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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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哥華點滴

8G 陳皓於溫哥華

今年的溫哥華春天來的似乎較早，路樹櫻花二月初就盛開了，粉紅，粉白，粉紫。走在街頭忍不住張開了
雙臂，伸個大懶腰，深深吸一口清新的春意。等一等，心裏浮出一個問號，難道這也是溫室效應的一種？
1月26日上午校友約好了在陳其紋(4A) 家聚會，老規矩：一人一道菜，11時後陸續抵達。大概是溫哥華餐
飲業價廉物美，把大家寵壞了，儘管絕大多數的校友都是標準的家庭煮婦，每次聚餐外帶的總比自家調理的
多，這次也不例外。因此，特別在此表揚陳其紋的咖哩雞，香辣過癮，蘇紹穗(8B )的涼拌蘆筍，清脆爽口，還
有段豫琴(7S)的泡高麗菜，令人… 嗯，難以理解，這麼簡單的高麗菜，竟能調理得如此絕妙美味。老段果真要
得！
照例，11時以後屋裏擠滿各式中年婦女，七嘴八舌，比手劃腳，好不熱鬧，突然門鈴一響，來了一位生面
孔，原來是剛移民來的林盈盈(8S)。因為到加之前在香港住了多年，全身散發著港姐風采，令人不禁讚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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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個張曼玉的分身」！相信當天許多資深的老僑都和我一樣，再度立下宏願，決心減肥。
當天聚會有二位洋女婿到場，一位是陳皓(8G) 的新婚夫婿 MICHAEL，另一位是陸麗珍(5S)的準夫婿
DOUGLAS。陳皓是一月八日註卌的，特地趕在滿月前訂製了鮮草莓心型蛋糕代替傳統喜餅請客，大夥直嚷好
吃，吃了二塊以上的計有林斐文(3S) ，陳玲娜(2F) 及黃若菁(7G) 等人。
陸麗珍和DOUGLAS則計劃在農曆年後完婚。談到了陸麗珍自去年底開始和乳癌纏鬥，大夥兒都為她打氣
加油，同時也向DOUGLAS 致意，他在麗珍病中給予她的体貼照顧，令人感佩。
當天還有兩位男士出席，一位是吳美智(4B)的獨子LOUIS。68年次的LOUIS剛修完建築碩士，準備返台服
務。LOUIS到的晚，剛坐下用餐就被阿姨們團團圍住，輪番訪問：「交到女朋友沒 ？」，「工作找到了
沒？」，只見這位帥氣的小夥子不慌不忙地一一作答，真是虎母無犬子。
另一位小男士 則是張宣(16B) 的兒子。張宣帶了她的一兒一女出場，只見二位幼稚園生端坐在一旁安靜地
「自已餵自已」，絲毫不受周圍吵雜的大人影響。相形之下，果然現在的孩子比從前的成熟懂事多了。
▲「只羨鴛鴦，不羨仙」
8G陳皓與夫婿 MICHAEL

----------------------------------------------加拿大校友會聯絡資料
會長：4EA陳其紋 604-7383178
cathy.hartwell@icstechnology.com

散席前，有人提議成立溫哥華校友基金會並正式推選總幹事、聯絡人等等，以提供日益增加的移民校友就
地的協助與關懷。二項提議都順利通過。大家一致感謝數年來莊家薇(6B) 繁忙地產工作之餘充任校友聯絡人，
使溫哥華的校友們數年來的聚會不曾中斷過。同時推選陳其紋為新任會長，陳玲娜為總幹事。陳其紋因最近才
從服務二十多年的電信局退休，閒著也是閒著，潸然…，不，欣然接棒。陳玲娜則是經歷多年的正、副會長，
出錢又出力，再度當選，真是應驗了馬善被人騎的道理，乾脆下次直接選她做終身義工，不，終生榮譽校友算
了。
就在大夥吵吵鬧鬧，七嘴八舌之間，又一次的溫哥華校友會落幕了。回去後，提醒大家不要忘記時時給陸
麗珍打氣，加油，祝她早日康復。同時，也要記得為陳皓代禱，祝她這次牽手牽得久一點。年紀老大不小，別
再鬧了。

副會長：2F陳玲娜 604-5268295
amandaw@lynx.bc.ca
聯絡人：6EB莊家薇 604-2981636
julia_tpe@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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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安琪之友每月聚會 歡迎舊雨新知參加
文/盧美妃(安琪之友)

「新教學大樓後花園的孟中竹非常細嫩，但因有十字木架的支撐，就能堅強不動搖。在繁
重的工作生活中，安琪之友的聚會，讓我獲得內心的平靜。」這是秘書室主任秘書雍宜欽參加
安琪之友後的真情分享。
可能很多人好奇，安琪之友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團體？「安琪之友」是希望深入認識基督信仰
及聖安琪精神的文藻教職員工所成立的一個團體。該團體的使命為秉承聖安琪之教育精神，凝
聚眾人力量，並與聖吳甦樂會合作，共同促進文藻全人教育理想之實現。目前成員約有十五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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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SB吳真儀與日及二宮崇幸歸寧喜宴

校友二三事

校友活動預告

▋賀！本校國際事務系劉俊裕主任與許鈺鈴小姐3/19
（六）於高雄中山教會締結良緣。劉俊裕主任為本校
專科部21屆英文C班校友，英國 The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博士，專長國際文化及歐盟等研究，
許鈺鈴小姐服務於文藻推廣教育中心。才子佳人，天
作之合，為文藻校園增添佳話。

▋極具向心力的德國文藻校友會，將於2005年5月7日於
比利時布魯塞爾，擴大舉辦文藻歐洲校友聯誼會，歡迎
旅居歐洲及求學的文藻校友踴躍參與。
聯絡人：8F胡秋蓮
Tel: 32 2 289 1226
Fax:32 2 289 1221
e-mail: clrou@taipei-office.be

▋ 還記得獲選為「身心障礙領導人才赴日培訓計畫」
的第一位台灣代表吳真儀(31SB)校友嗎？她在赴日期
▋本學期「輕鬆來找碴-與李校長有約」將於4月11日
間與日籍二宮崇幸先生結識，並於去年12月完婚。她
(五)上午10時舉辦，此次將以「航空、飯店、旅遊」為
將於近期發行新書「輪椅異國婚姻之心路歷程」，敬
主題，期望透過與不同行業別的校友深入對談，瞭解校
請拭目以待。
友的需求與對母校的期望。歡迎校友踴躍報名參加，舉
辦地點：高雄小港國際機場3F出境大廳，鄧師傅機場餐
▋2004年11月28日旅居德國慕尼黑的校友與董愛芬老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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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相聚於中國飯店，包括3G尤麗華、7G閔鳳真、11G
黃明玲、19G陳麗娜、19G鄒至英、20E朱麗玲、11E
林桂芬與夫婿穆悠漢及女兒林舒涵、29E蔡惠婷、32G
李旻紋等12人出席。校友雖身在海外，但常常彼此關
心，文藻人總是這麼的溫馨，會後大伙兒還共同歡
呼：我們都愛文藻！

▲慕尼黑校友與董愛芬老師(左一)

▋文藻校友重情知禮，4GS的校友陳淑姿、陳竹英、
張同均、張碧華、施瑞琴等人，去年底探望恩師董鳳
藻教授，幫神父歡度80歲生日。董神父仍清楚記得班
上同學的名字，生日會在溫馨話舊的氣氛中愉快結
束，臨別時董神父一直送到大門口，依依不捨的道
別。
▋本刊編輯張紹華小姐，於今年春節在東京巧遇曾在
本校專科部就讀的日籍生田中祐子(10EA)。她現居日
本東京都，育有三子二女。祐子說，文藻的求學生活
讓她充滿了歡樂，至今仍沒有忘記中文，也很願意與
大家分享日本生活及育兒育女的經驗。
圖說：10EA田中祐子全家福

報名：07-3426031分機1603•1605校友中心
e-mail：alumni@mail.wtuc.edu.tw
▋第五屆、第十五屆畢業30年及20年「回娘家」，訂於
2005年10月8日(六)舉行，歡迎踴躍參加。
▋2006年為文藻創校40週年校慶，屆時將有一系列的慶
祝活動，其中文藻全球校友慶祝大會將於2006年10月
21日晚間舉辦，會中將除請昔日諄諄教誨的師長、同窗
好友，還有精彩的校友表演節目，讓您重回文藻求學快
樂時光，敬邀全球校友返回母校參與此一盛會
活動聯絡：07-3426031分機1603•1605校友中心
e-mail：alumni@mail.wtuc.edu.tw

▋文藻校友總會4/16舉辦「更年期•更年輕」
主講人：李佳燕醫師(5EA李世慶的妹妹)
日 期： 4月16日(六)上午7:50-10:30
地 點：高雄圓山聯誼會
▋中日語產業自由譯者27JA常純敏，最近翻譯日本直 費 用：免費參加，並含一客早餐
報 名：特別歡迎1-10屆校友攜伴參加
木賞得獎作家石田衣良成名代表作「池袋西口公園」<
聯絡人：
木馬文化>。該書曾為日販暢銷書籍排行榜冠軍，並已
4EA毛鑀蓁理事長
改拍成同名日劇。純敏以流暢的筆觸，保留了日本口
手機：0932-744578
語的特色，文字流暢優美。【不二家工房】專屬網
站：www.fujiyakobo.com，歡迎文藻人給予指導與交 e-mail：kfctco01@ms34.hinet.net
流。
▲10EA田中祐子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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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家長力挺學校興學

懇親餐會募得近136萬

（本報訊）學生精湛奔放的演出、老師熱心捐獻字畫，還有關心學子、認同學校的家長，一百八十顆熱情
的心，在去年12月19日的午后相遇，擦撞出愛心的光亮。

▲家長懇親募款餐會現場

三十八年來校方首度籌辦，由興學基金委員會與文藻外語學院家長聯誼會共同發起的「家長懇親暨募款餐
會」，特別選定於園遊會同天舉行。在經過多月來家長聯誼會會長及興學委員的大力奔走之下，當天邀請到超
過140位家長蒞臨，成功地促成家長與校方的「親密接觸」，圍爐話談。
餐會活動由英文系學生精湛的紅磨坊歌曲表演拉開序幕，由廣播名嘴高志亮老師和張美齡教官領銜主持，
他倆幽默風趣的對白，立刻熱絡了現場的氣氛。之後，家長聯誼會長白桂華會長以感性的口吻致詞，說明校方
的用心與學校逐年進步有目共睹，呼籲家長齊心為學校發展共盡心力。

▲ 李校長接受家長聯誼會白桂華會長代表捐贈
二十五萬元支票

接著，捐品義賣活動上場。兩位主持人使出渾身解數，一搭一唱地拍賣藝術捐品，在場家長熱烈響應捐品
義賣，競標人氣節節上昇。活動的最高潮，為校長李文瑞接受家長會聯誼會長致贈25萬元支票及謝吉田先生捐
贈50萬元支票。家長會聯誼會募集44位家長、師生及社會人士的捐款；愛女因車禍過世的學生家長謝吉田先
生，捐出女兒的意外保險給付金50萬元，作為學校興學及獎學金。謝先生化小愛為大愛的精神，令在場人士動
容。
除響應捐品義賣，家長們也不忘慷慨解囊，以現金或信用卡捐款，甚至在餐會後還留下來選購捐品，以行
動支持學校。本次懇親募款餐會所募得的捐品，一共募得新台幣165,000元，加上募款餐券及家長捐款新台幣
1,193,000元，募得近136萬元。活動所得收入扣除支出後，全數捐入興學基金，作為新綜合教學研究大樓興建
經費。
---------------------------------------------------------------------------------------------------------------------------------------

謝吉田夫婦心中永遠的天使 —

謝媛如

去年10月26日，謝媛如，酷愛粉紅色、有著陽光般燦爛笑臉、充滿夢想和活力的女孩，還來不及參加期待
已久的成年禮，便在一場車禍意外中告別世間。她如流星般所綻放出的熱情與光芒，留給師長、同學和家人惋
惜與悵然。
「媛如走得突然，像是誤闖鬼門關，卻意外找不到回家的路。」一直鼓勵支持先天斜弱勢的媛如走出一片
天的謝媽媽和謝爸爸，談到愛女媛如，點點滴滴，恍如昨日。
在父母的眼裡，媛如是個充滿好奇心和精力旺盛的孩子，先天視覺障礙練就了她堅強的韌性，勇於任事，
跌倒十一次還可以再爬起來。為了尋找音樂中中西合壁的旋律，她可以一手彈古箏、一手彈鋼琴。她如破繭而
遊，為同行友人所拍攝。這也成為謝家全家最後
出的彩蝶，克服身體的殘缺，熱切地想體驗生命。她是個24小時都不夠用的拼命三郎，呼朋引伴，浩浩蕩蕩招
一張合影的照片
募了50多位社員成立視覺創意社，因為天生story teller的她，深信舉目所見都是視覺創意的舞台…...
▲2002年媛如(左一)全家參加鐘錶工會南橫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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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謝媽媽心目中，媛如傳承了爸爸和媽媽所有的優點，18個年頭，回首之間，浮現無限的回憶和想念。對
生命的無常，謝媽媽和謝爸爸選擇讓媛如的精神和笑靨永遠留存在心中，回蕩在她生前最喜愛的校園。謝爸爸
以愛女媛如的名義，捐給學校50萬元，讓媛如生前的熱情和理想可以繼續延燒。
「捐款給學校是拋磚引玉。我們希望這筆捐款可以幫助學校，讓媛如對於視覺創意和文學的熱愛，感染更
多年輕的生命」謝爸爸說。他也期待這份對女兒的愛，能讓文學的種子在更多年輕學子的心中發芽，在文藻校
園裡紮根茁壯，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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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文藻

永流傳

文/專科部英5B

郭淳峰

「幹嘛要捐錢啊？反正我們又用不到。」總在學弟妹談話中無意間聽到這有點令人心酸的話。
我在八十九年時成為文藻人，依然記得從嘉義負笈來到這陌生的地方時，帶著幾絲怯意和鄉愁，但文藻的老
師個個都彷如超級奶媽、奶爸似地在課業、生活上…都呵護有加，添加了幾份家的味道。更記得那時我還參加了千
禧樓的落成啟用典禮，這意謂著它是全新的宿舍。學校為了我們建造了一棟美侖美奐的新校舍，但千禧樓也是學校
貸款、諸位文藻師長和歷屆學長姐集資而成，當年一年級的我是不折不扣地坐享其成而免除住在舊宿舍(現今的活動
中心)。
我也記得，三年級班導陳曉雲老師曾說過：「當一位志工不要一味在外面做得多響亮，卻對自己的學校不聞不
問，那是假善人。」這番話點醒了我，「愛要行動化」，更何況我身為崇義志工，更是文藻人！因此，我學習捐
款，雖然我是要靠貸款和?學金才能維持生活的人，但我願意每天存一些錢捐給文藻，因為我每天少花一些錢並不
會餓死自己，但文藻可望因?志成城而更美好。我想把以往和現今文藻人的愛傳下去、讓文藻永流傳，才是對己對
他人最好的感恩和祝福；我深切地期盼，有更多人體會到我們是生命共同體，有一分的出一分力，共同圓滿文藻大
家庭，落實文藻教給我們「敬天愛人」這難能可貴的精神。

--------------------------------------------------------------------------------------------------------------------

文∣藻∣之∣美∣

明信片• 珍藏文藻情

集結了文藻老師的智慧小語及三十五屆英文科學生宋芝瑜的油畫創作的【文藻之美】明信片，即日起正式發
行。【文藻之美】明信片畫作作者英5C宋芝瑜同學，習畫已有15年之久。她以細膩的筆觸，顯影出行政大樓、新教
學大樓、溢香亭、耕心園、正氣樓林蔭步道及民族路校門隨著四季遞嬗的風采。
【文藻之美】明信片一套六張，限量發行，義賣價一套120元。想要珍藏、體驗、回味文藻校園的文藻人，趕
快行動囉！

展售地點：校內全家便利超商•麗書坊•本校公關室
--------------------------------------------------------------------------------------------------------------------

【愛心課桌椅大募集】活動辦法
◆ 每捐贈新台幣一千元，即在新大樓的一套課桌椅上，標識捐贈者及受贈者的姓名、系科或班級名。
◆ 一人捐贈或數人合贈（含班級集體捐贈）均可。
◆ 每捐一套桌椅，即可獲閃亮愛心別針及愛心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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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親自本校公關室(行政大樓一樓)洽辦、或至本校興學網站下載信用卡捐款同意書。
網址： http://www.wtuc.edu.tw/fund/brick/2003

◆ 洽詢電話：07-3426031分機1604、1605，傳真：07-3101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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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表演團體Ardivel•3月17日高歌法國民謠
擅長法國民謠演唱並運用不同區域的樂器將歌曲重新詮釋的法國表演團體Ardivel ，於3月17日(四)下午4:10至
6:00點假化雨堂舉辦法文歌曲演唱會。該活動由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主辦，文藻法文系承辦。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主辦之「2005高雄詩歌節」，將於3月25日下午2:30~4:30在本校口語表達藝術廳舉辦「校
園主題朗誦會」。有六個國家的詩人與台灣許悔之、陳黎，本校藍墨水詩社也應邀於會中交流並發表英文詩歌
創作。
▋「德風徐徐，書香滿堂」德語書展
由德文系主辦之德語書展，預定在四月份第二週起為期一週於歐盟經貿觀光文化園區登場，網羅2004年法蘭克
福書展之部份德語書籍，展出德語教學及自學相關教材。
▋九十四年雲門舞集經典舞劇【紅樓夢】及雲門舞集2【春鬥2005】，即日起於公關室售票（可享學生團體價8
折優惠）。
▲雲門舞集【紅樓夢】演出具照
雲門舞集提供

▋嗑電影一族照過來~【遇見好男孩】、【生命影展】系列，感動影迷的靈魂
影片【遇見好男孩】3月11日至3月24日於奧斯卡影城放映（仁智街287號），兩人同行優待250元 。
2005年【生命影展】，播映【二手書之戀】、【香料共和國】、【他不壞、 他是我爸爸】、【生命】四部心動
的生命故事，3月25日至4月7日於十全 影城放映。即日起公關室售票，套票四張特價400元， 影展所得部分捐
心路 社會福利基金會。
影展相關網站： www.shrchiuan.com
▋初春美的有氧學習~2005年文藻【美的傳播】展演暨講座系列活動
配合今年文藻週【美不勝收】的主題，資訊與傳播學系、通識教育中心、公關室、校刊編委會特於初春之際，
為學校師生規劃【美的傳播】，邀請傳播藝術和知名人士展演及開講，引爆校園美的有氧學習運動。

2005【美的傳播】展演暨講座

(系列

一)

場次時間
內
容

《從雲門舞集看舞蹈》

邀請來賓

雲門舞集

地

4/11(一)

點

13:10-15:00

化雨堂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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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綜合教學研究大樓」工程進度

1.研究及會議大樓施工期間北側立面
照片

2.研究及會議大樓9FL樓版鋼筋綁紮
完成照片

3.教學大樓中央銜接走廊屋頂鋪設
地磚施工照片

4.教學大樓9F樓層電梯梯聽模板
組立施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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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捐款芳名錄

http://www.wtuc.edu.tw/fund/brick/2003

93年10月
30,000/邱淑玲；20,000/玉皇宮管理委員會、財團法人吳尊賢文教公益基金會；13,166 /玉山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部；10,000/
張秋月、許雅敏；5,000/李文瑞、施淑瓊；3,000/王惠菁、王?伶、張?媚、蔡文隆、盧美妃、2,500/王淑珍、雍宜欽；2,000 /八方通運
有限公司、陳雙景、葉秀治、蔡政宗；1,500/洪聖斐、高志亮、陳存良、劉展明；1,250/洪千惠、閔永樂、潘存真；1,200/萬政
康；1,000/王小玲、古永祥、吳榮華、吳銀柳、呂健名、李書琴、林秀芬、林美辰、林莉蓁、林遠航、洪錦心、高澤仁、張美齡、許
家菉、陳忠信、陳黎郎、曾清金、曾銘珍、廖南雁、廖財義、蔡金鳳、蔡麗雯、賴昭志、蘇榮昌；500/王萬國、李秀桃、李宜潔、范
裴斐、張紹華、張嘉傑、許瑞芳、郭孟月、陳靜珮、塗錦華、廖貞智、蘇彥衍；400/王寶墉；300/朱心怡、邱森讌、高毓琳；200/李
志文、廖育葦；100/李若蘭、佘祥仁、張吳秀玉、張趙美麗、劉黃美嬌、盧黃明娥、謝明學
總計金額：
＄184,5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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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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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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捐款 抬頭：文藻外語學院
現金

請直接寄至本校公關室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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